
110年課程師資簡介 
課程名稱 財稅及資產繼承研析與退休金規劃實務班 

講師 簡世宗、蘇隆照、黃芳 

師資介紹 

簡世宗 講師 

◎學歷：亞東工專機械科 

◎專業領域：退休理財規劃/保單與稅務/OIU 業務/業務員

證照與銷售及商品訓練/保險金信託。保單課稅解析、首

創壽險業長看險保險金信託商業模式、保單與公益信託、

企業風險整合服務 

◎經歷：南山人壽高資產保單諮詢、壽險業 OIU 業務推動

與訓練(106 年業務通路市占率第一)、南山業務訓練部處

主管(行銷/商品/財經)、南山外勤業務經理(16.5 年)、國

泰法律事務所(1 年)。 

◎證照：人身保險/外幣/投資型/信託/產險證照、

AFP/FchFp 完訓證明、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 

 

蘇隆照 講師 

◎學歷：國立東華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專業領域：稅務及信託規劃、保險及退休金規劃、財

富管理規劃、財產繼承分配移轉規劃、全方位理財規劃。 

◎經歷：台灣金融研訓院菁英講座(2020-2016)、中華

民國退休基金協會、 RFA 證照認證課程講師、中華民

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認證講師、國立東華大學、中信

金融管理學院等多所大學業師、經濟部中央地方各級政

府、各金控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及機關團體邀約擔任財

富管理相關課程講師。 

◎證照：台灣國際認證理財規劃顧問 CFPTM、大陸國

際認證國際金融理財師 

 

黃芳 講師 

◎學歷：北京社會大學 工商管理系。 

◎專業領域：『家庭信託』、『遺囑信託』、『公益信

託』、『醫師族群』、『所得稅節稅』、『不動產』、『企

業主&股權』、『海外所得』、『台商資產』等實務

規劃與授課。 

◎經歷：※87 年~91 年正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業

務副理 ※92 年~至今信實稅務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資深專任講師、各大壽險公司、銀行、扶輪社、

獅子會超過百場以上專題演講 

以及課程訓練講師。 

◎證照：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驗合格、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合格、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合格、中華民國 C 級休閒攀登教練。 



110年課程師資簡介 
課程名稱 保險業務行銷管理實務訓練班 

講師 方瀧五、彭啟賢 

師資介紹 

方瀧五 講師 

◎學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 

◎專業領域：專業提供保險業務單位培訓、指導與諮詢(講師/教練/顧問)。 

◎經歷：「6call 系統」創始人。壽險業界大家都

尊稱「方老師」。「6call 系統」就是周周報件系

統。集方老師本人 20 年業務與企業經營管理的

專業，爲保險從業人員所設計的一套「業務經營

管理系統」，不但能够協助業務員創造穩定的業

績，更能够協助主管帶領團隊時，擁有共通的語

言以提升團隊運作效率擴大組織的規模。 

1.周周報件（業績穩定成長的營銷管理系統）。 

2.組織倍增（季季有人-人人定著）(增員-輔導-

管理系統）。 3.目標管理（鑒往知來_達成年度目標的關鍵作為與行動管理） 

◎譯著：成交，水到渠成：週週報件 6call 經營管理學 

 

彭啟賢 講師 

◎學歷：Southeastern University(Washington, 

D.C.) 計算機科學系 

◎專業領域：專業提供保險業務單位培訓、指導

與諮詢(保險管理系統工程師) 

◎經歷：104 人力銀行職稱專案經理年資 7 年、

好仕人力資源顧問資訊經理 7 年、保險雲世代資

訊長 8 年、保險業-6call 系統助教講師/督導 7

年、 104 工作世界職涯志工 5 年。 

◎譯著：成交，水到渠成～週週報件 6call 經營管理學(偕同著作) 

◎證照：ISO27001 資訊安全主導稽核員、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測驗合格 

  



110年課程師資簡介 
課程名稱 行車事故調解理賠實務專業訓練班 

講師 張漢威、劉德進 

師資介紹 

張漢威 講師 

◎學歷：逢甲大學運輸管理系碩士 

◎專業領域：意外事故風險管理／事故處理／

事故重建／肇因分析／保險理賠／和解協商 

◎經歷：1.委員：監察院諮詢 2.講師：司法院

交通法庭講習班、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法務

部律師訓練所、桃園創新技術學院(通識中

心)、教育部核定、財政部產險公會、內政部

警察大學種子教官班、台北、新北、桃園、宜

蘭地檢署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3.教授：廈門理工學院、逢甲大學(運輸科技管理系) 

4.副主委兼總幹事：省事故覆議鑑定委員會 5.研究員：北京工商大學保險研究中

心。 

◎譯著：《車禍處理與鑑定實務 100 問》、《肇事鑑定技術之研究》、《車禍鑑定 DIY》、

《肇事鑑定新思維-立體觀》、《道路交通事故鑑定法理實務研究》、《肇事科學鑑定

法理與理賠實務研究》 

◎證照：教育部講師、財政部專利局＜2014＞事故影音自動分析系統專利、財政

部專利局＜2016＞人車路智慧交通事故肇因肇責動畫分析系統專利 

 

劉德進 講師 

◎學歷：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研究所。 

◎專業領域：交通事故之處理與鑑定實務，撞擊力學，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處罰條例、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經歷：公路總局「交通工程專業訓練基礎班」講師、交

通部「全國交通工程人員專業訓練班」講師、內政部警政

署「事故肇事重建講習班」講師、內政部警政署「交通事

故處理師資培訓班」講師、明新科技大學土木系兼任助理

教授、中華大學機械系兼任助理教授；台南保險業職業工

會『行車事故處理實務』專題講師、內政部警政署「肇因分析暨肇事重建講習班」

講座、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專責事故審核班」講座、新竹縣警察局「專

責人員分級處理交通事故講習班」講座;台中市警察局「專責人員分級處理交通事

故講習班」講座、中華大學北部區域中心「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初階與中

階班講座、成功大學南部區域中心「交通事故與路權及司法之關聯性」講座;逢甲

大學中部區域中心「交通事故處理與鑑定實務」初階班講座。 

  



110年課程師資簡介 
課程名稱 稅務規劃及投資理財應用實務班 

講師 方士維、羅澤鈺 

師資介紹 

方士維 

◎學歷：美國伊利諾州大學香檳校區 財金所  

◎專業領域：資產規劃、稅務規劃、銀行保險之顧問式與 SPIN 行銷。 

◎經歷：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員（主查金融業）、 

台灣菁英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與策略長、 

台灣金融研訓院菁英講座銀行公會財富管理課 

（退休金規劃及稅務規劃研習班 AFPCFP 系列課程）。   

◎證照：CFP 國際認證理財規劃顧問。  

◎譯著：活用理財金三角 小薪水也能滾利領百萬 

       (商周出版）金融業界暢銷書籍 

羅澤鈺 

◎學歷：台灣大學 會計學研究所  

◎專業領域：財務報表分析、股票評價、ETF 投資、基金投資、綜所稅、營所稅、  

 遺產稅、贈與稅、稅務規劃。  

◎經歷：金融研訓院，2020 年菁英講座、 

 銀行公會財富管理系列課程講師、 

 金證照有限公司執行長、 

 碩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管理部經理、 

 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領組。  

◎稅務課程授課單位：合庫銀行、台北富邦銀行、 

 台中銀行、國泰世華銀行， 

 合庫人壽、南山人壽、國泰人壽。 

◎財報課程授課單位：台灣銀行、土地銀行。 

◎證照：會計師、證券分析師、理財規劃師(CFP)、內部稽核師(CIA)、 

 金融風險管理師(FRM)、特許財務分析師第三級候選人(CFA level 3 Candidate) 

 信託業務人員、理財規劃人員、期貨業務員、壽險業務員、產險業務員、 

 投資型保單業務員專頁證照。  

◎譯著：圖解新制財報選好股-暢銷增訂版、金榜題名 38 招。 

 

  



110年課程師資簡介 
課程名稱 稅務信託規劃及保險多元行銷實務班 

講師 李裕欽、陳文城、鄭景杰 

師資介紹 

李裕欽 講師 

◎學歷：台北工專化工科 

◎專業領域：資產傳承相關工具的應用與案例策略

授課及教育培訓 & 銷售輔導，授課企業＆單位

200 家以上授課學員 3 萬人次以上．專題講座超

過 800 場次。 

◎經歷：點對點管理顧問公司負責人、廣奈資訊電

傳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生前信託規劃講師、國泰

人壽業務經理 17 年。擔任國泰人壽、富邦人壽、新光人壽、台灣人壽、宏泰人

壽、全球人壽、中國人壽…等各家保經公司授課講師。 

◎證照：信託業務人員理財規劃人員、壽險業務員、產險業務員、投資型保單業

務員、外幣保單業務員 

 

陳文城 講師 

◎學歷：高雄海科大漁業工程系 

◎專業領域：遺產＆贈與稅規劃/信託資產規劃/高品

質對談技巧/如何問出好問題/如何設計好問句/需求

導向營銷系統培訓。 

◎經歷：APPC 個人財產規劃人員協會第一屆財產規

劃師、90 年壽險公會外勤獎-最佳專業顧問、兩岸三

地(台灣＆香港＆大陸)RFP 美國註冊財務規劃師培訓

講師、教育培訓&銷售輔導年資 20 年、授課企業＆

單位 100 家以上、授課學員 1 萬人次以上．專題講

座超過 2000 場次。 

◎授課單位：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工商銀行、美國德州休士頓台灣同鄉會、新北

市健保診所協會、新竹縣市診所協會、台中市診所協會、台南市診所協會、高雄

市醫師公會及診所協會、台南市牙醫師公會、高雄市中醫師公會、高雄縣牙醫師

公會、大台中診所協會...等機構。 

◎證照：人身保險經紀人(92)特保險字第 00195 號、CCFP 理財規劃師認證、信

託業務人員、證券初級營業員、投信投顧業務員、壽險業務員、產險業務員、投

資型保單業務員、外幣保單業務員 

 

 



110年課程師資簡介 
鄭景杰 講師 

◎學歷：國立臺北大學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專業領域：各種績效提升及投資理財行銷專業

課程開發、保險行銷實戰策略、系統行銷術. 

◎經歷：IFPA 中華保險與理財規劃人員協會理

事、中華民國保險服務協會講師、證券發展基

金會專案課程講師、經濟日報專欄作者、亞洲

保險經理人協會講師國內外各大銀行、保險公

司台灣郵政等金融機構專案課程講師，非凡電

視台、中天電視台中華財經台、中廣流行網等

理財講座邀訪。 

◎譯著：不懂行銷 也能輕鬆成交 

◎證照：FchFP 特許財務規劃師、保險執照、投資型執照、外幣執照、信託執照、

理財規劃執照、產險執照、證券執照、CCFP 理財規劃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