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場憾動校友與金融界的盛會 

《台灣保險學之父》陽肇昌教授紀念研討會圓滿落幕 

金融學院 4 月 10 日在本校人言大樓啟垣廳舉辦「陽

肇昌教授百歲冥誕紀念研討會」，這場盛會吸引了超過 400

人出席，除了許多金融保險產業人士參與，也有諸多從資

深到年輕的校友返校，或是緬懷昔日的恩師--陽肇昌教授，

或是共同感受陽老師當年對逢甲銀保系、逢甲保險研究

所，甚至整個金融保險界的貢獻與人才培育。啟垣廳裡座

無虛席，更有 13 位逢甲大學傑出校友(其中金融學院就有

9 位)出席，是一場盛大的系友活動，更可說是金融界的一

場盛會，一場別具意義、源遠流長的紀念研討會。 

 
圖說：一場憾動校友與金融界的盛會 



「金融專業向前看 科技金融許未來」 逢甲人月刊專訪陳盛通院長 

逢甲人月刊 4 月 14 日由謝振裕名譽總會長、張立義顧問、賴文堂總編輯、金融保險系友會

黃順裕會長、柯閔鐘輔導會長及採訪團隊一行蒞校專訪陳盛通院長，並邀請本院各學系、學程主

任與會，談金融學院課程設計、系所特色與發展。 

 

圖說：逢甲人月刊專訪陳盛通院長(前排左三)      

金融校園巡迴講座逢甲場 建構普惠金融與永續發展的台灣資本市場 

金融學院與經濟日報、證交所、期交所合作辦理金融校園講座，5 月 11 日於本校第六國際

會議廳盛大展開，金管會黃天牧主委以「打造創新多元的資本市場」為題，向大家說明台灣資本

市場的現況與未來發展及規劃。本次校園講座為中部地區唯一一場金融校園巡迴講座，特別開放

與學生對話時段，讓年輕學子有機會與金管會等監理與主管機關面對面的交流溝通，期能讓學生

更深入瞭解最新金融趨勢與政策方向，達到金融知識推廣的效果。 

 

圖說：中部唯一一場金融校園巡迴講座在逢甲大學 

學院大事記 

金融學院陳盛通院長表示，非常

感謝經濟日報、金管會、證交所及期交

所在本校舉辦的這場金融知識宣導講

座，讓學生瞭解資本市場的現況及相

關金融政策的推展。也因為投資環境

的改變，讓年輕人也能以小額資金作

長期投資理財規劃，真正落實普惠金

融的願景。 

陳院長表示，金融學院是目前國內唯

一體制完整的專業學院。近年來，配合產業

及金融科技發展趨勢，推動課程改造，統整

專業科目的修調，以提供跨領域、多元、成

果導向的學習為目標。學校這學年推動的

「A+B」及「A 進 B 出」等創新學制，主

要也是為培養學生多元跨域能力，提升未

來畢業求職發展的廣度。 



  

三位教師榮升副教授 為學院系教研團隊更添實力 

本院財金系陳麗君老師、風保系宮可倫老師及財算學程馮詩蘋老師 109 學年第二學期獲教

育部通過榮升副教授，本院的教研團隊實力更為豐厚。三位教師升等後，現有 39 位教師中，教

授 11 位、副教授 16 位、助理教授 12 位。 

財金系 陳麗君 副教授 風保系 宮可倫 副教授 財算學程 馮詩蘋 副教授 

  
 

109 學年第二學期新進教師歡迎會                                 2021 年 3 月 11 日 

為歡迎 109 學年第二學期新聘教師，陳盛通院邀請系所主管及行政同仁一起出席歡迎會，

以簡單餐點、輕鬆座談方式，讓兩位老師認識系所主管及同仁。 

財務金融學系 蔡函芳 助理教授 財務金融學系 陳宗佑 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企業管理 博士 

專長：公司理財、公司治理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 博士 

專長：投資學、資產定價、行為財務學 

 

學院大事記 



 

學術活動 
元大期貨實習暨徵才說明會 逢甲大學專屬場次                     2021 年 5 月 13 日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非但衝擊台灣實體經濟，也影響就業市場的供給，對應屆畢業生在

找尋工作上面臨很大挑戰。本校去年與元大金控成立『未來金融實驗室』，除與『金融學院教師

教學成長社群』合作，109 學年也進行『金融創新場域』及『實務專題微學分』課程協作。 

  

圖說：元大期貨在逢甲舉辦專屬場次之徵才說明會 

元大期貨為臺灣期貨業領導者，成立於 1997 年，為臺灣首家上櫃之期貨公司，公司規模大

幅超越同業。說明會除提出公司營運現況，也針對未來合作之實習及目前職缺詳細說明，參與學

生可清楚知道自己專業領域可以對接的工作機會。此活動讓逢甲大學、元大期貨及參與學生皆有

滿滿的收穫，可謂創造三贏。 

國泰投信 2021Yong 世代 聰明理財必修課                            2021 年 5 月 11 日 

面對數位時代的挑戰，如何在學習生涯中建構自己的學習歷程、如何準備自己的職場競爭力

以面對未來職場的挑戰，財金系邀請國泰投信指數商品部主管陳郁仁及行政管理處主管岳豫西，

簡介有關 ETF 及在未來求職面試如何運用訣竅贏得想要的職缺。 

國泰投信為台灣的投信公司，成立於 2000 年 2 月，為國泰金控 100%持股的子公司，主要

營業項目包括投資信託、投資顧問、期貨信託。這場演講，除針對公司旗下 ETF 介紹、講解未

來趨勢外，也提供財金系研究所學生暑期實習機會，大大促進財金系與國泰投信之產學合作。未

來也期盼透多更多合作機會，將系上優秀學生推進好的企業服務。 

  

圖說：國泰投信聰明理財必修課講座 

 

 



學術活動 
脫下醫生白袍的張勝傑主任轉「航」保險醫生的一念之間             2021 年 5 月 6 日 

一位外科醫生為什麼會放下手術刀？轉換人生跑道後，他是如何為客戶診斷人生，成為保險

醫生？金融學院【金融創新場域-保險系列講堂】第二場講座，邀請三商美邦人壽張勝傑主任談

他由外科醫生轉職保險業的心路歷程。 

 

  

圖說：張勝傑主任分享轉職保險業的心路歷程 

生活理財旅行家林家樑訓練師 帶您進入 AI 理財的世界              2021 年 4 月 29 日 

 

 

圖說：林家樑訓練師帶您進入 AI 理財的世界 

觸發張主任轉航的是一則外科醫生被判賠巨

額賠償金的新聞，他體認到醫生是固定的職業生

涯，放棄醫生的工作，他還可以做什麼？他發現，

保險業務是個有溫度、有關懷和多一點關心的工

作，保險不是在向客戶推介商品，而是在形塑「個

人品牌」。抱持著「在風險發生前將保障帶給客戶」

的篤定信念，開啟他保險醫生的另一段職場生涯。 

劉炳麟副院長表示，籌劃保險系列講堂是希望

讓學生透過篩選審核過的管道，正確認識保險。金

融學院與三商美邦人壽此次的合作，即是以輕鬆的

主題，業師的分享，帶領學生認識保險實務。 

註：保險系列講堂原訂舉辦 4 場講座，因疫情升溫影

響，取消 5 月 20 日及 5 月 27 日兩場次。 

金融學院【金融創新場域-保險系列講堂】，首場

講座邀請三商美邦人壽資深訓練師林家樑先生分享

其理財的觀念、想法與思維。 

林家樑先生旅行過 17 個國家、累積出國 74 趟。

演講以「是先有摳摳再去旅行？還是去旅行後才想

要理財？」的提問展開。林講師說，理財是一條修

行路，是要準備、要規劃的。把自己當成企業來經

營，不設限、不侷限，抓住每一次機會，盡情發揮。

講師最後以「相信、行動、堅持」六個字告訴我們，

不做不會怎樣，做了就會不一樣。並鼓勵大家改變

觀念與習慣，擇定目標，寫自己的故事與人生。 

陳盛通院長表示，希望藉由與三商美邦人壽這

樣的產學合作模式，為金融學院學生帶來一些啟發，

也藉由講師的實務分享，讓學生瞭解產業的脈動。 



 

專題演講 
題目：保險公司管理與發展策略 

日期：110 年 5 月 5 日 

講者：法國巴黎人壽保險公司戴朝暉總經理 

  

圖說：戴總經理分享保險公司管理與發展策略 

在公司經營計畫中，戴總經理提到，為因應國際接軌 IFRS 17，公司將推動保障型商品，厚

實 CSM 基礎，並建構多元理財型商品取代部份儲蓄型保證利率商品，讓新商品組合最佳化，達

成公司財務及經營目標。 

題目：後疫情時代，消費者行為改變如何影響全球行銷策略 

日期：110 年 4 月 28 日 

講者：富邦人壽保險公司鐘啟二處經理 

 

圖說：鐘啟二處經理經談企業換位思考 

創造忠誠度甚至是孕育認同感。鐘處經理認為企業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的利基市場，再來是

做出產品的差異化以及多樣化，即是品牌能成功的不二法門。 

風保系邀請法國巴黎人壽保險公司戴朝暉總

經理從公司管理者角度，分析壽險市場概況，及在

接軌歐盟 IFRS 17 下，對公司策略制定之影響。 

目前，法國巴黎人壽以經營投資型商品及房

貸壽險為主，其中，其投資型商品保費收入為業界

前五大。投資型商品為由消費者自行承擔投資風

險之壽險商品，常見有變額壽險、變額年金、變額

萬能壽險。房貸壽險為保障家庭經濟支柱者因身

故、失能而無法繳交剩餘房貸所提供之保障。 

疫情嚴峻時期，消費者行為的改變將影響企

業的行銷策略。風保系邀請富邦人壽鐘啟二處理

經分享「企業如何換位思考，讓新苦惱也可以是新

生意」。 

鐘處經理首先列出各大國際品牌在極短時間

內做出反應，製造醫療器材、防疫物資，共同防疫

的例子。接著再以印度市場為例，講述企業的行銷

策略。最後，鐘處經理提到品牌行銷的重要性。現

在的消費者比以前更注重品牌所提供的差異性、 



 

專題演講 
題目：壽險保障型商品深化指南：長照篇 

日期：110 年 4 月 22 日 

講者：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郭淑貞區襄理 

 
圖說：郭襄理談壽險商品的全面照護 

郭襄理還分享了幾個高保額理賠的案例，從這些案例可以瞭解，保險是我們面對日常生活的

風險所能擁有的保障，沒人想遇到意外，但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提前做好充足準備。 

題目：Lloyd’s 倫敦國際保險市場之簡介 

日期：110 年 4 月 16 日 

講者：信利保險經紀人公司黃範董事長 

 
圖說：黃董事長介紹 Lloyd’s 倫敦國際保險市場 

隻的買賣，於是愛德華將咖啡店變成交易船隻的場所，引出了保險的含義和 underwriter 及 broker

名詞的由來，Lloyd’s 帶動了全球保險業的發展。近幾年中國平安保險公司買下 Lloyd’s 大樓，自

此中國人在倫敦 Lloyd’s 保險市場擁有發言權。 

黃董事長的演講，讓學生了解倫敦 Lloyd’s 的保險市場，以及世界保險市場的起源和未來發

展。學生除汲取先輩的保險經驗，也憧憬著 22 世紀中國上海的保險市場發展。 

隨著國人平均壽命、平均餘命的增加，壽險業今

年 7 月起適用第六回經驗生命表，其中對消費者影

響最大的莫過於健康險保費的增加，然保額所提供的

保障與物價上漲處於追逐關係。適當調整保額以因應

物價上漲，才能獲得較全面性的保障。雖說政府有長

照 2. 0，但其保障以服務為主，也只負擔部分費用，

無法提供全面照護，保障的缺口還是要需要商業保險

來補足。 

風保系邀請黃範董事長介紹 Lloyd’s 保險市

場在英國倫敦的發展，並分享現今保險市場的發

展方向。 

首先，董事長講述 Lloyd 家族的保險發展

史。在經歷 1666 年倫敦大火後，愛德華創立

Lloyd 咖啡店，這間咖啡店臨近航海業重要機

關，順理成章成為航海商人們交換資訊的重要場

所。當時英國稱霸世界，英國人正進行西班牙船 

 



 

專題演講 
題目：人壽保險稅務議題 

日期：110 年 4 月 8 日 

講者：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曾耀鋒副教授 

 
圖說：曾副教授說明人壽保險的稅務規劃 

投資型保險與一般保險應有之危險移轉與風險分散有所不同。基於租稅中立及實質課稅原

則，其課稅待遇與一般投資一致。此外，投資型保險之收益、連結投資標的之利息或股利所得均

須計入所得課稅。投資型保單通常以適格標準作為遺產稅課徵標準。 

題目：我的壽險之路 

日期：110 年 4 月 7 日 

講者：台大保險經紀人至尊團隊林意怜副執行長 

 

圖說：林副執行長分享她的壽險路 

長也鼓勵我們考取各項國際證照，如特許財務規劃師、AFP、CFP 等，提升專業能力。 

最後，林副執行長談自己行銷多年的體悟，比起傳統的 KYC (Know Your Customer)，更要

Let Customer Know You，主動與大家分享你能為他們提供怎樣的服務，增加自己的機會。 

曾教授於保險學界擁有多年教學經驗，此次演講將

就傳統型人壽保險與投資型人壽保險兩類之課稅規定

分別說明。 

壽險保費的繳納與保險給付都可以節稅，然，隨著

保險課稅制度的轉變，根據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要保人

與受益人不同時，保險金的生存給付與死亡給付都須列

入受益人基本所得額，並優先適用實質課稅原則；若死

亡給付被視為遺產，繼承人需繳納遺產稅，以避免行為

自由來逃避租稅負擔。 

在 COVID-19 疫情下，各行業景氣受到影響，熱錢

湧入股市，保險業 2020 年的表現，稅前損益 634 億元，

其中壽險業稅前損益 613 億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380 億

元。林副執行長表示，疫情帶動下，民眾對人身保險需

求強勁，加上台灣正步入高齡化，需要的保障增加，保

險正好能補足這缺口，提供健全的保障。 

在理財規劃部分，副執行長建議應列出人生各階段

會的資金需求，並提出理財成就率以及財富自由度作為

客觀比值，提醒自己與設定的理財目標之差距。副執行 



 

專題演講 
題目：人身保險理賠案例探討 

日期：110 年 4 月 7 日 

講者：新光人壽核保部台中核保課許秀霞經理 

 
圖說：許經理分享壽險實務之理賠案例 

常，以期理賠人員在保險公司與保戶權益間，依契約法律之標準進行理賠，達到「有理就賠」、

「讓證據說話」之準則。最後，許經理藉實務上保險詐欺案例，進一步探討理賠人員在理賠過程

必須考量的要點—找關聯、找異常、找異常關聯，並分析理賠人員所需具備的心態及特質。 

題目：差異化行銷時代的來臨 

日期：110 年 3 月 30 日 

講者：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余祖慰副教授 

 
圖說：余教授談差異化行銷時代的作為 

台灣老人化問題日益嚴重，保險業的核心課題是如何因應老年人所面臨的問題。而壽險業

獨到之處在完全或部份承擔生命、健康及通貨膨漲三種風險，這些風險的複雜度已超出壽險業

所能掌握，因此需要和其他行業協力合作。所以，保險業面對長壽風險所提供的服務就要有所區

隔。目前社會保險、政府與企業退休金制度已提供基本保障，不足部份可仰賴商業保險，例如健

康管理保單，提倡預防醫學，與健康管理平台異業合作，提供專屬健康管理師及諮詢服務，或是

長期照護服務保單，提供多樣化之照護服務。 

風保系邀請新光人壽核保部許秀霞經理以壽

險實務上理賠案例的分享，探討理賠基本概念及審

核要點。 

首先談意外事故傷害於理賠的重要性，及理賠

作業流程和理賠人員與保戶、公司及契約間的三角

關係。其次談理賠審核要點。理賠審核分形式審核

及實質審核。形式審核係審理申請人資格與申請文

件；實質審核則調查理賠項目是否符合應給付要

件，並對理賠申請進行契約效力判斷及分析有無異 

曾於業界工作及在保險學界多年教學經驗余副

教授，蒞校與風保系學生分享差異化行銷時代。 

近年，行銷理念轉變，著重於瞭解並滿足客戶需

求，或是秉持環境保育與永續原則，定期將成果回饋

顧客。所謂差異化行銷則是區隔、選擇目標市場及定

位，亦即對每一個區隔市場，提供不同的商品與行銷

方案。 



 

專題演講 
題目：COVID-19 疫情對國際市場之影響 

日期：110 年 3 月 26 日 

講者：美商達信(MARSH)保險經紀人公司沈義舫副總經理 

 
圖說：沈副總剖析 COVID-19 對國際市場之影響 

情所造成之損失數以萬計，若同意理賠，當所有企業都申請理賠時，保險公司將面臨賠款不足、

須提高費率以增加保費收入之情形，甚至會有倒閉之危機。 

沈副總也談到 2011 年日本 311 大地震時，MARSH 客戶投保之火災險全險保單將於 3 月 28

日到期，公司於 3 月 1 日向客戶報價續約時附加了地震險。當 311 大地震後，客戶回覆同意續

保，而保險公司卻主張該報價無效。透過實際案例的分享，學生能深入了解實務與理論的差別，

沈副總也讓同學發表自己的想法，以加深學習的印象。 

題目：從保險理論剖析現行保險法制之矛盾 

日期：110 年 3 月 23 日 

講者：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林建智教授 

林教授提出六個現行保險法規的爭議：1.對保險之定義過於含糊；2.保險應歸屬於何人；3.

損失填補原則-何謂「人身無價」；4.損失填補原則-複保險與保險競合；5.損失填補原則-保險代

位、6.締約衡平。若可解決這些矛盾，保險法在社會的運作會更行順暢。 

針對上述矛盾，林教授也逐一分析與說明，讓同學知道要從哪些方向來解讀保險法，對原來

晦澀不明的矛盾爭議有了新的理解與認知。 

 
圖說：林教授剖析現行保險法制之矛盾 

 

2020 年全球最受矚目的 COVID-19 疫情

影響了諸多行業，造成難以計算之損失。

COVID-19 是否為保險契約所指之法定傳染

病，以及所造成之營業中斷是否可理賠。風保

系邀請沈副總分享實務上的處理案例。 

就保險公司立場，COVID-19 所造成之損

失並不是保單所列營業中斷之理賠因素。因疫 



  

專題演講 
題目：國際保險市場發展實務--離岸風電技術風險、保險安排與專案融資風險管理 

日期：110 年 3 月 19 日 

講者：藍海離岸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施南光董事長 

繼供應鏈之後，離岸風力發電的技術與風險管理成為國際保險市場最新開發的領域。以離岸

風電為風險管理的客戶，首要處理的基礎風險包含風場風車的基本設備。臺灣因地理環境關係，

離岸風電實際產生的電力非常不穩定，在電力調度上也有風險。天氣、地質、建造離岸風電人才、

與國外合作之文化與溝通等問題，直接或間接增加離岸風機施工困難度。 

以英法海底隧道的案例看，對經濟供需與創造價值法則過於樂觀而忽略無法通過現實的邏

輯思維，工程匆忙上路、合約雜亂無章，政治強勢介入主導、催促完工，現實面的人性也有可能

使已分擔不同風險的特約公司與銀行都垮台。因此，在風險管理與保險行業，很多事沒有觀察及

分析清楚前，千萬不要採取激進的手段，保守的估計風險才是真正的風險管理。 

題目：保險交易爭議解決之法律程序及個案分享 

日期：110 年 3 月 16 日 

講者：臺灣臺中地方法院郭德進法官 

為讓學生了解保險交易可能面臨的爭訟問題及解決之道，風保系邀請郭法官以多年於法院

服務的豐富實務經驗，說明處理保險交易爭議之法律程序。 

郭法官提及幾則保險實務爭訟案例之法律問題，也列舉有關保險詐欺犯罪的案例。精闢的解

說，讓學生瞭解到在實務上，可能因情況的不同，在法院的見解也會有所差異。如被保險人蓄意

或非蓄意致死，在保險金判賠上也會有不同的判定。而保險詐欺犯罪部分，法院通常會給予減輕

罪刑的機會，若仍不知悔改，一再犯罪，也是不能原諒的。 

最後，郭法官提醒大家法律知識的重要性，並正當應用於生活中，保護自己與珍視的人。 

 
圖說：郭法官闡述保險交易爭議之法律解決 



  

專題演講 
金融學院 

110 年 6 月 11 日金融創新場域-機器人理財系列講座，邀請阿爾發金融科技陳志彥董事長演講，

講題機器人理財與財務規劃。 

110 年 6 月 4 日金融創新場域-機器人理財系列講座，邀請阿爾發金融科技陳志彥董事長演講，

講題投資組合績效之蒙地卡羅模擬。 

110 年 5 月 15 日金融創新場域-機器人理財系列講座，邀請阿爾發金融科技陳志彥董事長演講，

講題共同基金、ETF 優劣剖析與投資組合實作演練。 

110 年 5 月 6 日投資與風險管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邀請國泰投信江宇騰基金經理人演講，

講題股票型 ETF 基金管理實務。 

110 年 4 月 29 日投資與風險管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邀請統一投信章錦正副總經理演講，

講題私募基金與私募股權。 

110 年 4 月 22 日投資與風險管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邀請國泰投信鄭立誠副總經理演講，

講題加碼-從 Blackjack 到交易策略。 

110 年 3 月 26 日金融創新場域-機器人理財系列講座，邀請阿爾發金融科技陳志彥董事長演講，

講題如何評估投資人的風險偏好。 

110 年 3月17日金融科技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社群，邀請寶鼎聯通成振雄執行董事演講，講題保險

科技的應⽤。 

110 年 3 月 4 日金融學院大師講座，邀請安泰銀行劉先覺董事演講，講題國際保險科技成功經驗

分享。 

財務金融學系 

110 年 3 月 26 日跨領域畢業專題邀請慈濟大學邱奕儒教授演講，講題社區貨幣。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110 年 4 月 30 日邀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余清祥教授演講，講題保險諮詢經驗談。 

金融碩士在職與金融博士學程 

110 年 5 月 9 日邀請厚生集團徐正冠總裁演講，講題勝兵先勝而後求戰。 

110 年 5 月 2 日邀請明台產險陳嘉文總經理演講，講題綠色保險與金融科技。 



  

老師研究與動態 
期刊論文(110 年 2 月至 110 年 7 月發表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之論文) 

 莊明哲(財金系)；Valuation and Risk Management of Weather Derivatives: The Application of 

CME Rainfall Index Binary Contracts；NTU Management Review；Vol. 31, No. 1；pp 117-153；

2021/04；TSSCI。 

 莊明哲(財金系)；Option Pricing under Stock Market Cycles with Jump Risks: Evidence from 

the S&P 500 Index；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Vol. 56, No. 2021；pp 25-

51；2021/01；SSCI；科技部財務領域 A Tier-2 級期刊。 

 陳宗佑(財金系)；Momentum life cycle, revisited；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27；106119；

2021/06。 

 陳宗佑(財金系)；Does the turnover effect matter in emerging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67；101551；2021/06。 

 許文彥(風保系)；汽車保險需求—綠能車的實證研究；保險專刊；第 37 卷第 1 期，pp 1-20，

2021/03。 

 洪介偉 (風保系 )；Financial Evaluation of Post-Acute Care Plan for Stroke in Taiwan's 

Healthcare Policy；Review of Integrative Business & Economics Review；Vol. 10 Issue 4，pp 39-

46，2021/04，ECONLIT。 

 呂瑞秋(風保系)；Is Bitcoin a better portfolio diversifier than gold? A copula and sectoral analysis 

for Chin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https://doi.org/10.1016/j.irfa.2021.101674)，

2021/03，ECONLIT。 

 呂瑞秋(風保系)、林明仕(風保系)；Pricing the Revenue Insurance of Sugar Apple and Banana 

in Taiwan: An Actuarial Approa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s 

(IJFAEC)；Vol. 9 No. 2，pp 109-123，2021/04，ECONLIT。 

 曾鹿鳴(風保系)；Company–customer conflicts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of life insurance 

agents: the role of ethics institutionalization；Managerial Finance；Vol. 46 No. 9，pp 1145-1163，

2020/11，ECONLIT。 

 王健航(風保系)；The behavioral additionality effects of a tax incentive program on firms’ 

composition of R&D investment；R&D Management；Vol. 50 Issue 4，pp 510 - 521，2020/09，

SSCI。 

https://doi.org/10.1016/j.irfa.2021.101674


  

老師研究與動態 
會議論文(110 年 2 月至 110 年 7 月發表在學術會議中之論文) 

 莊明哲(財金系)；Catastrophe Risk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Matter for Catastrophe 

Equity Puts；中部財金學術聯盟研討會；2021/05/07；國立嘉義大學。 

 呂瑞秋(風保系)、林明仕(風保系)；Pricing the Revenue Insurance of Sugar Apple and Banana 

in Taiwan: An Actuarial Approach ；2020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0/12/19；逢甲大學。 

 張永郎(風保系)；臺灣痛苦指數與保險公司績效之分析；2020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

學術研討會；2020/12/19；逢甲大學。 

 張永郎(風保系)；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roblem in reinsurance--test by individual data；

2020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0/12/19；逢甲大學。 

執行中研究計畫(接受有關單位補助於 110 年 2 月至 110 年 7 月期間仍在執行之研究計畫) 

 謝依婷(財金系)；天然災害與貨幣供給：聯貸及信⽤市場之探索；科技部專題計畫；2020/08-

2021/07。 

 吳仰哲(財金系)；考量抗災、金融創新與政府介入下的巨災保險市場均衡(2/2)；科技部專題計

畫；2020/08-2021/07。 

 廖東亮(財金系)；中美貿易戰期間交戰國與非交戰國股價行為之研究；科技部專題計畫；

2020/08-2021/07。 

 張倉耀(財金系)；採⽤混頻 VAR 模型對 CO2 排放與經濟增長關係之再研究：G7 國家與台灣

(1/2)；科技部專題計畫；2020/08-2021/07。 

 李君屏(財金系)；道德風險、市場監督力量與資本市場基礎保險權益保證之評價；科技部專題

計畫；2020/08-2021/07。 

 楊明晶(財金系)；台灣夜盤交易的創立對衍生性金融商品資訊內涵之影響；科技部專題計畫；

2020/08-2021/07。 

 莊明哲(財金系)；衍生性金融商品與標的資產之非流動性風險雙向影響(1/2)；科技部專題計

畫；2020/08-2021/07。 

 陳清和(財金系)；選擇權投資人的錯誤反應與期貨市場的報酬、波動、與流動性；科技部專題

計畫；2020/08-2021/07。 

 吳威震(財金系)；基於區塊鍊建立智能合約之長期整合照顧服務系統；企業部門計畫；2020/09-

2021/08。 



  

執行中研究計畫(接受有關單位補助於 110 年 2 月至 110 年 7 月期間仍在執行之研究計畫) 

 許文彥(風保系)；汽車保險資訊不對稱的幾個議題；科技部專題計畫；2020/08-2021/07。 

 曾鹿鳴(風保系)；壽險從業人員對競爭中不道德行為的倫理態度與意圖：台灣壽險業的案例；

科技部專題計畫；2020/08-2021/07。 

 宮可倫(風保系)；遺贈動機、自我保險與政府補助對長期照護保險定價與最適選擇的影響；科

技部專題計畫；2020/08-2021/07。 

 張永郎(風保系)；再保險需求分析：對手效應觀點；科技部專題計畫；2020/08-2021/07。 

 梁穎誼(風保系)；使⽤文字分析探討健康外溢保單之數位科技風險；科技部專題計畫；2020/08-

2021/07。 

 馮詩蘋(財算學程)；增進風險值與預期短缺預測能力：應⽤統計學習核擬合法，科技部專題計

畫；2020/08-2021/07。 

 陳彥志(財算學程)；金融機構資訊安全風險之研究(1/2)；科技部專題計畫；2020/08-2021/07。 

老師研究與動態 

商學大樓七樓 研究學習創新場域 

空間的改變能帶來不同的學習與相處模式； 

開放的空間，選擇自己想要的角落，可以是安靜的學習，也可以跟夥伴或群組共同學習 

休憩/用餐空間 研討室 開放討論空間 



 

校園動態 

 

賀！金融學院 110級畢業生獲獎 

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謝隆發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許菀芸 

財務金融學系甲班      余泇葳 財務金融學系丙班     鍾筱妍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甲班   林珉琪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班 李 郁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黃纓棋  

畢業生學業優良獎 

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謝隆發 金融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陳菀瑜 

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許菀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班  李 郁 

財務金融學系甲班      余泇葳 財務金融學系乙班      張祐誠 

財務金融學系丙班      鍾筱妍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甲班   林珉琪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乙班   王姿雅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黃纓棋 

畢業生及人獎 

財務金融學系丙班      蘇怡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甲班   謝育勝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乙班   王姿雅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戴紹廷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何東昇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 宋沛蓉 

畢業生天行獎 

財務金融學系乙班      李元宇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乙班   黃子芸 

 



校園動態 
金融博士學程暨金融碩士在職學程線上畢業典禮                     2021 年 6 月 6 日 

疫情因素無法舉行實體畢業典禮，但又想傳達對畢業生的祝福與不捨，特別布置畢業典禮會

場，事先錄製影片，並舉行線上畢業典禮，邀請師長、畢業生、在校生及親友共同觀看預錄影片，

給予畢業生滿滿的祝福。活動溫馨感人。 

參與金融博士學程線上畢業典禮師長有陳盛通院長、劉炳麟副院長、張倉耀主任、陳森松教

授、呂瑞秋教授、吳瑞雲教授。畢業生名單如下：謝隆發、吳芳君、王國良、張瓊月、李榮富、

王有毅、劉俊奇、吳孟芳、李勳欽、陳德來。 

 

參與金融碩士在職學程線上畢業典禮的師長有陳盛通院長、張倉耀主任、游志平教授、李宗

儒教授、康裕民教授、呂廣盛教授、張吉宏教授、呂瑞秋教授、吳瑞雲教授。畢業生楊岳蒼、康

美娟、吳佳穎、吳政明、陳駿逸、許宛真、洪子傑、林厤翔、張珠容、謝明淑、陳俊男、韓榮剛、

張惠英、林家慶、黃叔豪、吳政翰、陳菀瑜、李雅安、黃郁雯、廖偉婷、倪麗靖，在校生代表蔡

錦竹、陳雪玲，及系辦林曉琪助教、孫莆荃助教、隨班助教董立懃、簡品陞與胡婉柔。 

 



 

校園動態 
金融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迎新                                      2021 年 5 月 8 日 

為協助新生認識學校，金融碩士學程舉辦迎新活動，邀請師長們給予勉勵，學長姊分享讀書

心得與校園環境導覽，系辦製作 110 學年課務手冊並介紹系務。此外，也安排新生自我介紹，讓

新生感受到全體師長、助教及學長姊熱情歡迎他們的加入。 

 

財金系期中實習成果發表                                        2021 年 4 月 17 日 

透過大四在各企業實習的學生分享目前在大型企業的實戰感想與職務工作內容，讓學弟妹

們對自己的未來能清楚規劃。109 學年下學期共媒合成功 9 間實習企業，包含三信商銀、中租控

股、台中商銀、玉山商銀、板信商銀、國泰世華商銀、富邦產險、統一期貨、陽信商銀等金融領

域企業。並由實習委員開會推薦 29 位優秀學生至企業實習，讓同學獲得提升金融專業及服務行

銷就業力。於期中返校座談會中，實習生分享目前在企業擔任職務及實務工作。實習導師勉勵同

學，希望透過實習，為未來進入職場儲備滿滿能量與實力。 

  
圖說：財金系期中實習成果發表會 



  

英雄榜 
金融學院 109 學年第二階段專業證照獎勵 

109 學年第二階段專業證照獎勵計有 161 位同學提出 161 件申請，經審核計獎勵 161 件，其

中 A 級 2 件，每件獎學金 5,000 元、B 級 25 件，每件獎學金 2,000 元、C 級 134 件，每件獎學

金 400 元，共核發獎學金 113,600 元。 

109 學年蘇文斌老師紀念獎學金獲獎 

為獎勵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成績優異之碩士班學生，勤奮向學，特由蘇文斌老師家屬提供獎

學金。每學年2名，除獎狀外，每名獎學金新台幣2萬元。109學年獲名單如下： 

風保碩一 蔡方柔 

風保碩二 柯宇峰 



 

逢甲大學金融學院 

407802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路 100 號 

TEL: 04-24517250-6101 

E-mail: cof@fcu.edu.tw 

https://cof.f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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