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束鮮花 感謝陳森松前院長兩年來的付出與貢獻 

陳森松院長 109 年 7 月 31 日卸任，新任陳盛通院長 7 月

30 日安排簡單儀式，並致送鮮花，感謝陳前院長兩年來的辛

苦與貢獻；陳前院長細心的向新院長說明學院近況與未來規

劃，期許新院長繼續帶領金融學院往前邁進。 

卸下行政重擔的陳前院長心情顯得輕鬆許多，8 月 1 日

後仍是風保系教授，繼續誨人不倦的教書生涯，少了行政的

束縛與牽掛，陳前院長將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新

院長除了給予祝福，也誠摯希望陳前院長未來仍能不吝給予

院務指導與支持，一起為金融學院的發展努力。 

  
圖說：陳盛通院長(左)致送鮮花感謝陳森松院長(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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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盛通教授借調金融博士學程 肩負金融學院未來發展 

 

禮聘特約講座 為提昇實務應用課程之教學注入活泉 

金融學院 109 學年禮聘三位特約講座，期借重他們在產業豐碩的經驗及對人才培育的卓

越見解，帶給本院師生在實務應用課程的嶄新風貌，提昇本院之教學能量。 

 

沈臨龍特約講座 

畢業於法國巴黎第一大學經濟學研究所，主修貨幣金融，是國內

少數具有博士學位的金融業高階主管。由於豐富的學識以及多年

的金融業監理與管理實務經驗，使沈博士在金融業界一直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沈博士也是國內少數同時具備銀行、保險、證券機

構主管經歷的高階專業人士，在金融業資歷非常完整，對金融相

關議題均有深入之見解。 

 

劉宗聖特約講座 

目前為元大投信董事長，畢業於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企管研究所和

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博士班，曾擔任寶來證券(香港)、寶來投信和元

大投信總經理，學經歷相當完整。 

 

黃維誠特約講座 

目前為元大證券總經理，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除曾擔任元大銀行執行副總經理，一直都在元大證券各個重要部

門，尤其對於國際業務營運部分，更是不遺餘力。 

 

陳盛通教授，曾任教務處副教務長、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財稅學系系主任及商學院商管教育創新中心主任。109 年

8 月 1 日起借調金融博士學程，並兼任金融學院院長。年輕、積

極、又有衝勁的陳院長，帶領各學系、學位學程拼招生，以及其

在副教務長任內規劃創新學制及教務事務的經驗，按部就班的

規劃推動院務發展，期能讓金融學院成為真正的專業學院。 



  

金融學院教研團隊再添生力軍 

本院 109 學年新聘兩位專任教師，為表示歡迎，陳盛通院長 9 月 29 日安排餐會，邀請系

所主管及行政同仁參與，以簡單餐點、輕鬆座談方式進行，藉此機會讓兩位老師認識系所主管

及同仁。兩位老師的加入，對未來金融創新場域之推展及精算領域的發展，將有相當助益。 

財金系劉智華助理教授 風保系林明仕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管博

士，專長在金融科技、

AI、大數據分析，為 i

專業領域教師。協助金

融科技輔修、金融場域

課程之授課與推動。  

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博

士、副精算師。協助本

院學生精算考試之輔

導及財算學程精算專

業課程之授課。 

 

籌辦陽肇昌講堂系列活動 北中南校友出席籌備委員會 

為緬懷陽老師在逢甲保險百年樹人的精神，並感念其育才的理念與重任，由校友們主動發

起募捐，籌畫於陽老師百歲冥誕時辦理紀念研討會，並將陽老師的作品、事蹟、照片及校友們

與其互動經驗的故事，集結成冊，發行紀念專刊。為此，本院 12 月 10 日邀請北中南校友代表

蒞校召開第一次籌備委員會，共同研商籌備事宜，也算是宣示籌備工作正式啟動。 

  

北區校友由劉延村學長、張立義學長及徐正冠學長為代表，三位學長都曾與陽老師有極密

切的互動，也都有許多故事可以分享。學院師長代表中，除陳森松教授曾受教於陽老師，其餘

師長對陽老師都比較陌生。北區學長們提供的精闢建議，讓我們在未來籌備工作上有更多著力

的方向。中區黃順裕學長、柯閔鐘學長、吳芳君學姐和南區張懿文學姐雖然未實際接觸過陽老

師，然均出於對校友會的熱誠，付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籌委會決定於 110 年 4 月中旬舉辦紀念研討會，期能延續陽老師的育才理念，讓更多人

認識保險界的重要前輩。 



  

2020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在逢甲 

為提昇國內風險與保險領域之學術發展，並增加學術交流機會，12 月 19 日風保系與台灣

風險與保險學會(Taiw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 簡稱 TRIA)在本校啟垣廳共同舉辦

「2020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與會包含台、美、日、韓、香港等地學者及

本校師生 180 餘人，活動圓滿落幕，賓主盡歡。 

金融學院陳盛通院長開幕致詞提到，2020 年是十分特殊

的一年，受疫情影響，讓大家更關注風險管理的重要性。本

次研討會讓與會者透過交流，更瞭解風險管理的金融趨勢。

TRIA 學會理事長利菊秀教授則表示，今年邀請中華經濟研究

院張傳章院長、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曾郁仁教授、政治大

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王儷玲教授進行三場專題演講，研討

會以學術論文研討及學術/實務座談方式進行，希望藉這場盛

會，建立學術交流、國際視野，進而拓展台灣保險市場能見

度。今年受全球疫情影響，會議採實體及視訊雙軌並行。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以國內大專院校風險管理與保險領

域的師生、保險業界專家、經理人與從業人員為主要成員，

推動台灣有關風險與保險領域之學術研究與交流。每年定期 

舉辦學術研討會，以提供教師研究成果、博碩士論文、業界實務經驗交流與分享；同時也與亞

太風險與保險學會(APRIA)及美國風險與保險學會 (ARIA)加強學術合作，拓展台灣保險研究

的國際視野與能見度。 

 
圖說：實務論壇實況 

圖說：陳盛通院長致詞 

圖說：利菊秀理事長致詞 



  

金融學院「碩士 3+1 及學士 7+1 實習學程」產學合作計畫 

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及培育專業人才，本院除簽訂院級實習合作企業，財金系與風保系

也分別與相關產業進行實習學程之合作，提供學生到產業實習機會，期讓學生在學期間即擁有

實務學習經驗，同時滿足產業對人才需求，為企業注入新活水，創造雙贏，達到學用合一的教

育目標。109-2 實習機構如下： 

學系名稱 實習類別 企業名稱 提供實習名額 

金融學院 
3+1/7+1 學期

實習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 聯合面試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1~4 

遠雄人壽保險公司 2~3 

和泰產物保險公司 數名 

財務金融學系 7+1 學期實習 

台中商業銀行 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2 

玉山商業銀行 2 

陽信商業銀行 6 

三信商業銀行 8 

板信商業銀行 3 

統一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2 

中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 

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 

3+1/7+1 學期

實習 

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 學士 1、碩士 2 

台灣產物保險公司 2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 5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2 

明台產物保險公司 1~2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2 

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6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7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 6 

3+1 學期實習 將來商業銀行公司 1 

為實習學生權益考量，實習企業皆提供基本薪資以上的保障。學系也會安排實習導師不定

期到企業訪視學生，以瞭解實習場域、關懷學生實習狀況，並與企業導師共同輔導學生。 



  

題目：壽險公司實務介紹 

日期：109 年 12 月 15 日 

講者：保誠人壽保險公司黃少松核保副理 

保誠人壽黃副理應風保系邀請，以「壽險公司實務介紹」為題，分享業界實務之發展與展

望。首先就目前台灣壽險公司、壽險公司特定部門、輔助人及相關機構進行介紹。我國保險密

度全球排名前五，保險滲透度更是全球第一。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經濟衰退情況下，台灣卻

逆勢成長，帶動經濟成長，GDP 保持上升趨勢。 

 

 

 

 

 

 

使輕度症狀之 COVID-19 患者得到治療；區塊鏈技術部分，各國保險市場多已開始實施電子

病歷系統，以實現更高效的醫療服務。 

題目：產物保險面面觀 

日期：109 年 10 月 24 日 

講者：臺灣產物保險公司蕭仕庭經理 

 
 

同學清楚瞭解實務上的應用。最後也對第三人責任險、車體損失險、汽車竊盜險加以說明，讓

同學更加融會貫通。經理也提到交通事故的應變處理原則，對車禍類型的判斷、財物損失的後

續理賠處理、肇事責任的研判等，蕭經理也詳細講解，讓同學都受益良多。經理也提醒大家，

要將正確的態度帶入職場，並且考取相關證照，對未來就業將有加分效果。 

圖說：黃少松副理演講 

亞洲保險公司之趨勢，當前保險公

司皆已採取多項資訊科技為基礎之創

新，以遠程保健為例，保險公司建立平

台提供多種服務，如遠程醫療、電子處

方、醫療檢查和保健計畫。印尼最大之

遠程醫療公司 Halodoc，透過與藥房、實

驗室和乘車服務商合作，提供藥物交付， 

風保系邀請臺灣產物保險蕭仕庭經理與同學

分享產險各種面向及探討。蕭經理首先介紹產險保

障範圍。相對於壽險，產險期間較短，資金規模及

經營條件也有很大不同，以車險為主要收入來源。 

課程中，經理介紹汽車保險的種類，及強制險

的起源及特色，並說明承保範圍與理賠方式，在限

額無過失基礎下，無何謂不保事項及追償事項，讓 
圖說：蕭仕庭經理演講 



題目：產險公司之經營管理 

日期：109 年 10 月 17 日 

講者：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洪舜銘經理 

 
 

在組織的分工，有核保管控、理賠服務、後勤支援、行銷展業、資金運用及精算與風險管

理。至於行銷，經理以 4C 策略說明產險需要大量行銷，尤其商品之無形特性，客戶對保險公

司及銷售人員之信任度，是選擇購買極重要因素。而顧客滿意度，也是留住顧客之所繫。產險

公司收益係透過與客戶風險對價之合理費率，在行銷通路方面，招攬佣金合理、行政費用適足

也相當重要，公司要有定期檢測機制，保有良性競爭優勢，才能提供優質的商品與服務。 

題目：人生沒有白走的路 

日期：109 年 10 月 16 日 

講者：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邱創駿簽署人 

 

圖說：邱創駿簽署人演講 

下到企業實習。若選擇升學，除精進自身在金融保險領域專業，畢業後起薪也相對較高。最

後，邱簽署人提醒同學，只要目標堅定，不管選擇哪條路，都可以有相對的成就與發展。 

產險公司以專業團隊誠信經營；商品則

透過行銷通路多元化、商品競爭創新差異化，

並輔以行銷團隊，建構資源，在費率精算下，

運用核保專業及理賠效率進行保戶服務，並

透過後勤支援確保公司財務健全，不管在人

力政策、風險管理及資金運用都必須仔細評

估，才能夠穩定獲利且永續經營。為更瞭解

產險經營，特別邀請洪舜銘經理與同學分享。 圖說：洪舜銘經理演講 

畢業後的出路是應屆畢業生最煩惱的問

題，站在人生十字路口，該如何選擇？風保系邀

請邱創駿簽署人以自身經驗分享其職涯經歷。 

社會新鮮人通常以公司規模、薪資、公司福

利、升遷制度做為選擇的考量，邱簽署人建議可

詢問已畢業學長姐對其目前任職公司的資訊。

公司則會考量應徵者之態度、工作經驗、社團經

驗、相關證照等。所以，同學可針對這些做準備，

考取有助於職涯發展的相關證照，或利用大四 



題目：一日保險經紀人 

日期：109 年 10 月 7 日 

講者：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王郁綺襄理 

 
圖說：王郁綺襄理演講 

選適合的商品，不會侷限於一家壽險公司，並說明如何幫助客戶獲得理賠。最後，襄

理鼓勵同學不要放棄任何機會，多到不同部門嘗試，了解自己的興趣，最重要的是知

道自己的目標，態度決定高度，不要因為害怕而限制自己，努力向前成功就在不遠。 

題目：壽險分公司之經營實務 

日期：109 年 9 月 30 日 

講者：台灣人壽保險公司簡碧英協理 

為讓同學瞭解壽險分公司的經營，風保系邀請簡碧英協理為同學解析。首先談壽險分公

司的業務，分為契約、理賠、保服、收費、行政課，除做職務說明，也告訴同學所需具備的

能力與性格。數位金融的崛起，協理亦分享大數據及雲端計算，以及社群網路應用的案例，

幫助同學了解金融科技在實務上的應用，及如何與我們的生活融合。 

 

圖說：簡碧英協理演講 

於專業領域的培養及抗壓力，將來在進入職場能更有效率的發揮所長，改變與創新去適應新

的時代，並透過生涯行動與實踐，將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上。 

 

目前壽險公司不管是在資訊的整合平台、

資料的即時更新、系統的防呆檢測，最後搭配

雲端科技的應用，都影響著公司的發展。隨著

時代變遷，具有專業能力，才是公司要培養的

人才，尤其證照對未來求職是十分重要的。未

來人力的需求是國際化、多元化、關懷化、學

習化、創新化以及科技化，協理期許同學專注 

保險經紀人與一般壽險公司差異為何？

風保系邀請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王郁綺襄

理分享「一日保險經紀人」。王襄理告訴同學

風保系的職場競爭力，也詳細解說實務工作

內容，並分享自己的求職經驗，告訴同學畢

業前所需具備的技能及證照。 

襄理說保險經紀人是站在客戶的角度挑 



  

財務金融學系 

109 年 12 月 21 日邀請公股行庫輔考會計學、記帳士輔考陳錦龍講師演講，講題公股銀行應試

技巧。 

109 年 12 月 3 日邀請鼎玉家族辦公室林群貿執行長演講，講題家族信託與財富傳承。 

109 年 11 月 30 日邀請國泰投信鄭立誠副總經理演講，講題投資與量化交易。 

109 年 11 月 20 日邀請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陳彥志助理教授演講，講題資安風險與金

融商品設計之研究。 

109 年 11 月 03 日邀請高雄科技大學張嘉倩教授演講，講題 Do investor sentiment, weather and 

catastrophe effects improve hedgin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the Taiwan options market。 

109 年 10 月 27 日邀請徐慧敏老師演講，講題實習面試與履歷撰寫。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09 年 10 月 12 日「人壽保險」深碗專題邀請台灣人壽保險公司簡碧英協理演講，講題壽險公

司網路服務之運用。 

109 年 10 月 12 日「人壽保險」深碗專題邀請三信商業銀行郭禎娟經理演講，講題揭開銀行保

險的面紗。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109 年 11 月 24 日邀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余清祥教授演講，講題生命表與修勻理論。 

109 年 11 月 12 日邀請喬美國際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李彥儒金融研究員演講，講題 FTE 台灣資

金交易所共享金融應用介紹。 

109 年 10 月 23 日邀請遠雄人壽人事總務室高丹琳經理演講，講題人資主管教你創薪價職-履

歷準備與面試技巧。 

  



金融博士學程 

110 年 1 月 2 日邀請中國輸出入銀行理事主席(董事長)林水永演講，講題配合新南向政策金融

業發展契機。 

109 年 12 月 26 日邀商業發展研究院謝龍發院長演講，講題科技進展如何影響未來金融服務。 

109 年 12 月 20 日邀請僑光科技大學余致力校長演講，講題論決策。 

109 年 12 月 12 日邀請玉山銀行前董事長曾國烈演講，講題銀行經營及發展。 

109 年 11 月 22 日邀請臺灣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專任特聘教授、永豐餘控股公司獨立董事盧希鵬

演講，講題隨經濟下的金融科技發展趨勢。 

109 年 11 月 21 日邀請福邦證券前董事長、福邦創投董事長黃顯華演講，講題綜合證券經營與

發展。 

109 年 11 月 8 日邀請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合聘教授朱雲漢演

講，講題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展望後新冠病毒的世界。 

109 年 11 年 8 日邀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佑宗演

講，講題新冠肺炎危機下兩岸三地政治價值的變遷：一項跨國比較的網路調查。 

109 年 11 月 7 日邀請金管會黃天牧主委演講，講題金融機構監督管理。 

109 年 10 月 25 日邀請 IEEE 中華民國分會、理事、監事，逢甲大學董事及特約講座盧志遠演

講，講題當今國際政經變局及新時代科技產業之驅動與競合。 

109 年 10 月 25 日邀請東方廣告董事長、創河塾塾長、政大科智所兼任教授溫肇東演講，講題

台灣 50 大企業集團的表裡及流變。 

109 年 10 月 24 日邀請香港亞太菁英財富管理學院院長、台灣普羅財經集團執行長羅立群演

講，講題疫情過後的全球宏觀變局及對資本市場趨勢的改變，兼談 PWC2020 家族傳承白皮

書。 

109 年 10 月 10 日邀請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理事長許士軍演講，

講題 1.企業全球佈局策略與管理 2.數位時代下之企業經營模式與轉型。 

109 年 9 月 19 日邀請邱華創演講，講題內、外資巨型金融機構資本市場核心管理與應用。 

109 年 9 月 19 日邀請前台灣人壽董事長凌𣱣寶演講，講題金融業價值觀。 

  



  

風保系許文彥教授、財算學程陳彥志助理教授 榮獲 MSIG 交通安全研究獎助 

明台產險結合 MS&AD 集團秉持支持創造永續社會與交通安全之心，以實際行動贊助交

通安全研究獎助。風保系許文彥特聘教授與財算學程陳彥志老師合作之「台灣計程車車聯網保

單之商品設計與效益研究」，榮獲「2020 年 MSIG 三井住友海上集團交通安全研究獎助金」。

12 月 17 日由陳彥志老師代表出席頒獎典禮。 

 

圖說：財算學程陳彥志老師(前排右三)代表出席頒獎典禮 

許文彥特聘教授長期針對台灣計程車保險市場與汽車保險市場的重要議題進行研究，本

研究成果除提出計程車保險市場資訊不對稱現象的學術實證發現，並根據實證，探討如何利用

車聯網保單設計，創新我國計程車保險商品，健全計程車保險市場，促進社會福利，達到計程

車司機、保險公司與社會三贏局面。 

明台產險即將邁入 60 周年，2005 年併入 MSIG 三井住友海上集團，2010 年成為 MS&AD

保險集團成員。推動交通安全研究獎助金贊助活動邁入第 3 年，今年之活動擴大研究範圍，納

入與保險相關的交通研究課題，對未來提升交通環境安全具深遠意義。陳老師表示，此次獲獎

除了感謝明台產險與三井住友海上集團對學術研究的支持與重視，也希望透過金融創新解決

計程車保險投保率偏低問題，建構更完備的計程車保險市場。未來將持續從事能促進社會福利

之研究，實踐大學之社會責任。 



  

名列世界前５％經濟學家 張倉耀特聘教授榮任 Applied Economics(SSCI)副主編 

本院金融博士學程張倉耀主任(財金系特聘教授)鑽研於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在該領域位居

翹楚。其研究能量，也一直是本院教師的典範。傑出的研究能量，受到國際期刊的關注，受邀

擔任英國 University of Warwick 發行之期刊 Applied Economics
註 1的副主編，Applied Economics

是 SSCI 期刊，享譽國際盛名，張特聘教授是副主編群裡唯一的台灣代表。 

此外，張特聘教授於 2020 年 2 月英國 IDEAS
註 2 發布之世界經濟學家排名中榮獲全國第

二，根據 2020 年 10 月 IDEAS 最新資料顯示，張特聘教授榮登世界前 5％經濟學家名單，其

世界排名第 2793 名，顯見其研究一直是經濟領域的標竿，引領著年輕經濟學人，不只是張主

任個人的榮耀，也為金融學院及台灣在全球學術界爭取到很大的殊榮。 

*註 1：Applied Economics(SSCI)是一本將主題領域解釋為「將經濟分析應用於公共和私營部

門特定問題的期刊」，並力求發表「定量研究，其結果可用於實際領域」，有助於「使

經濟理論更接近現實」；Applied Economics(SSCI)是經濟學及其實際應用方面領先同

行期刊。 

*註 2：IDEAS 是最大的經濟學書目數據庫，基於 RePEc，對超過 3,100 萬個研究項目進行

索引，其中包括 2,900 萬個可全文下載的研究。RePEc 是一項致力於提高經濟學研究

自由傳播的大型志願者活動，IDEAS 則是使用 RePEc 數據的幾種服務之一。 

 
圖說：張倉耀特聘教授(中)榮任 Applied Economics 副主編且榮登世界前 5%經濟學家 



  

期刊論文(109 年 8 月至 110 年 1 月發表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之論文) 

 莊明哲(財金系)；天氣衍生性商品評價與風險管理：CME 雨量指數二元式合約之應用；臺大

管理論叢；Accepted；2020/11；TSSCI。 

 Wang, Mei-Chih, Pao-Lan Kuo, Chan-Sheng Chen, Chien-Liang Chiu, and Tsangyao Chang(張倉耀；

財金系)；Yield Spread and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Evidence from Japan； Sustainability；

2020;12(10)；1-14。 

 Aviral Kumar Tiwari, Richard O. Olayen, Yu-Cheng Chang, Tsangyao Chang(張倉耀；財金系)； 

The hydroelectricity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n countries - evidence using an 

asymmetric cointegration approach；Applied Economics；2020；52(37)；3999-4017。 

 Wu, Cheng-Feng, Shian-Chang Huang, Tsangyao Chang(張倉耀；財金系), Chei-Chang Chou, and 

Hsin-Pei Hsueh；The nexu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cross major Asian 

economies: Evidence from Bootstrap ARDL test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2020；372；112660。 

 Wu, Cheng-Feng, Fangjhi Li, Hsin-Pei Hsueh, Chien-Ming Wang, Meng-Chen Lin, and Tsangyao 

Chang(張倉耀；財金系)；A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health 

care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avelet analysi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20；17；1386。 

 Fang Hao, Joseph. C. P. Shieh, Tsangyao Chang(張倉耀；財金系), and Meng-Wen Wu；Which types 

of Stock herded by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re informational in the emerging stock 

market?；Romanian Journal of Economic Forecasting；2020；XXIII(3)；31-48。 

 Yang-Che Wu(吳仰哲；財金系), Ti-Fu Chan and Shih-Kuei Lin；Risk Management of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s with Risk-Based Premiums and Credit Default Swaps；Quantitative 

Finance；2020；20(7)；1085-1100 (SSCI；Impact Factor 1.530；科技部財務領域 ATier-2 期刊)。 

 Yang-Che Wu(吳仰哲；財金系)；Equilibrium in natur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market under 

disaster-resistant technologies, financial innovation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2020；95；116-128 (SCI；SSCI；Impact Factor 1.359；保險精算

ATier-2 期刊)。 

 許文彥(風保系)；廣義線性模型在自用小客貨車汽車車體損失保險訂價的應用；保險專刊；第

36 卷第 2 期；159-187；2020/06。 

 呂瑞秋(風保系)；Do Lump-Sum Investing Strategies Really Outperform Dollar-Cost Averaging 

Strategies?；Studies in Economics and Finance；38 卷第 1 期；1-23；2021/01。 

 王健航(風保系)；科技基本法施行後大專院校的專利發展：以邁向頂尖計畫高校為例；科技管

理學刊；25 卷第 2 期；39-59；2020/06；ACI。 



  

會議論文(109 年 8 月至 110 年 1 月發表在學術會議中之論文) 

 陳清和(財金系)；期貨現貨基差的偏態與股票市場報酬；2020 第 11 屆 CSBF 兩岸金融研討會；

2020/09/01-2020/09/03；苗栗縣苑裡鎮享沐時光渡假莊園酒店。 

 莊明哲(財金系)；Illiquidity of derivatives is matter too! new model and evidence from the 

options market；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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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至 110 年 1 月期間仍在執行之研究計畫) 

 謝依婷(財金系)；CEO潛在人格特質與過度自信及風險承擔-以美國銀行為例；科技部大專生

計畫；2020/07-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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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盤台指選擇權的資訊內涵；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0/07-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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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正儀(財金系)；樂透型股票的內部人交易對股票報酬之影響；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0/07-

2020/12。 

 劉炳麟(財金系)；機器人理財之投資風險屬性評估；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0/07-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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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部門計劃；2020/09-

2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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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中研究計畫(接受有關單位補助於 109 年 8 月至 110 年 1 月期間仍在執行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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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權風險值與預期短缺計算：股票流動性風險之影響；科技部大專生計

畫；2020/07-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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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科技結合長期照顧保險之研究；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0/07-

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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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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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士學位學程第五屆畢業專題發表                2020年 12月 19日 

 

圖說：財算畢業專題發表與評審及師長合影 

當天巧遇風保系舉辦 2020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現場來了許多業界菁

英，同學們正好藉此機會向產業界展示畢業成果。發表過程中，評審及來賓們給予相當多的建

議，同學們都認真的記錄，也覺得收穫很多。(財算四戴紹廷撰稿) 

財金系邀請校友返校與碩士班學生分享座談                        2020 年 12 月 4 日 

 
圖說：財金系校友與師長及學生合影 

財算學程 12 月 19 日於第六國

際會議廳舉辦畢業專題成果發表。

開場由呂瑞秋主任致詞，並邀請馮

詩蘋老師、陳彥志老師、梁穎誼老

師、林明仕老師、統計系林麗芬老

師及新光金控林劭杰副總、德慎精

算詹志清總經理、富邦產險王青竹

經理、林統民經理等業師，和政大

風保系謝明華教授、東吳大學財精

系詹芳書副教授、台中科大保金系

劉議謙副教授等共同評審。 

由劉炳麟主任發起，邀請系上老師聯

繫不同產業已畢業年輕校友返校，與碩士

班學弟妹分享在金融行業不同領域之工作

經驗，透過座談會，就在校生有興趣之職業

類別，給予面試技巧及工作經驗。劉主任首

先介紹學系現況，並介紹與會校友，接著請

他們分享自己的工作經驗，讓想投入金融

產業的學弟妹進階瞭解產業生態與運作。 



  

財金系參訪阿爾發金融科技公司及股票博物館                    2020年 11月 20日 

阿爾發機器人為國內第一家將 Chatbot 智能聊天機器人運用於投資理財，建立並導入投資

行為評估，個人財務目標、投資規劃、智能風險評估及投資組合建議。國泰投信為台灣資產管

理業龍頭，總管理規模居業界之冠，旗下產品多元，以追求長期投資利得與穩定收益為目標。 

這次企業參訪主要在讓學員能夠更加認識阿爾發金融科技公司，包含企業介紹、訓練制

度、社會公益內容及總部參觀，讓同學們瞭解未來出路的諸多選擇。此外，也安排股票博物館

參觀，讓同學在上午的學習過後，可以放鬆心情。 

 
圖說：參訪阿爾發金融科技公司後合影 

非華語區外籍生座談會 聽聽他們說什麼                       2020 年 10 月 22 日 

外籍生可能因語言的障礙，聽不懂中文，在學習上遇到瓶頸，但又沒有適當管道可以諮詢

或反應。本院規劃辦理座談會，由陳盛通院長主持，期能協助他們解決學習上的問題。 

學生參加座談會通常都不太發言，總是讓師長們唱獨角戲。座談會當天，我們將主導權交

還給學生，每位學生都必須簡短發言，也因此聽到學生對學習上提出的一些困難。劉炳麟副院

長表示將協助與授課老師溝通，希望能改善學習上的障礙。劉副院長也提到本學年開始規劃本

院學生專屬的 12 門金融專業英語課程，學生可以跨系修習，以部分解決語言不通帶來的學習

困境。財算學程呂主任則鼓勵同學參與系友會活動，風保系張永郎老師、財金系陳麗君老師及

財算學程陳彥志老師也都表示，學生若有任何問題，隨時歡迎到研究室諮詢。 

  

圖說：外籍生座談會 



   

財金系迎新宿營                                            2020年 9月 25-27日 

  

圖說：迎新宿營大合照 

籌備活動，全心投入，從早到晚緊湊且嚴謹的訓練及準備，為的就是帶給新生一個最好的迎新

宿營，展現最好的團隊合作、溝通能力，特別感謝系學會，盼未來一年也能有更多精彩活動。 

迎新宿營 風保ｘ合經ｘ工工                           2020 年 9 月 25-27 日 

左圖：迎新宿營大合照 

財金系碩士班迎新說明會                                      2020 年 9 月 10 日 

 

圖說：碩士班迎新會 

今年與環科系在梅庄溫泉休閒

渡假中心合辦迎新宿營「環具總動員 

潘 Dora 的火柴盒」，以活動劇分前後

段方式呈現給新生，準備水大地、陸

大地、RPG 等各式各樣活動，還有精

彩晚會表演。期藉活動的舉辦，為大

一新生帶來滿滿的回憶並為他們揭

開未來四年嶄新的大學生活。 

大二大三學長姐利用暑假時間 

風保系與合經系、工工系聯合

舉辦迎新宿營，讓新生不只認識系

上同學與學長姐，也可以認識他系

朋友，拓展交友圈。系學會盡心盡力

準備，為讓新生有難忘的經驗。 

由碩二學長姐發起，於開學前舉辦碩一迎新活動。開

場由劉炳麟主任說明課程制度規劃，接著，學長姐自主性

的發起抽直屬學弟妹，讓碩一新生在未來碩士班生涯中如

遇到困難不只有同儕的鼓勵，也可尋求學長姐的協助與支

持，進而對於碩士班生涯更增添學習動力。 



                        

風保系大一新鮮人計畫 

為讓新鮮人瞭解所學理論與實務之應用並引發學習興趣，風保系配合防疫政策，以「學生

走出去、實務走進來」為主題進行新鮮人計畫。 

在「學生走出去」部分，規劃有新光人壽企業參訪，實地走訪保險公司業務科、核保科、

理賠科、保服科、管理科，各處經理與同學分享保險內勤於保險的定位與實務，並引領同學走

訪各工作場域，協助同學瞭解工作項目及內容。而在「實務走進來」方面，則由老師於課

堂講授保險之理論基礎，並請同學進行好書導讀，以瞭解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及相關理

論，透過分組報告，培養學生思維邏輯與表達能力。為使同儕間激起更深廣的討論，同

學更藉 Kahoot 遊戲，加深同儕對於好書的內容與印象。其次，邀請保誠人壽黃少松副

理進行講座，以壽險實務與同學分享，除介紹台灣壽險公司、壽險公司特定部門、輔助

人及相關機構，也向同學分享未來就業之展望。經理也告訴同學當前業界需要之人才

及同學應具備之證照與能力，並給予建言，讓大一新鮮人清楚知悉未來就業之選項，並

鼓勵同學要好好規劃目標，充實自我。 

  
圖說：新光人壽參訪講座      圖說：各組好書導讀分享 

風保系謝易霖中央健康保險署 2020 年暑期實習分享 

 
圖說：謝易霖與指導專員(左)合影 

為期六周的實習活動，謝易霖同學很感謝指導專員-美

芳學姊，帶著他了解承保一科的業務。易霖同學表示，在

職場中與人相處，需要的是互相配合與良好的互動關係，

此期間也體驗到企業文化，大家一起忙碌，一起歡笑，一

起努力的感覺真的很棒。這段時間指導專員付出很多時間

來教導他，讓易霖同學瞭解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操作模式，

及執行業務模式的不同。最好的學習就是實地探訪，易霖

說，他很珍惜這次的機會。 



  

108 學年第二學期學業競試獎學金頒獎 與會學生分享榮耀 

金融學院 11 月 3 日召開師生座談會，並邀請學業競試獎學金獲獎學金出席，透過公開場

合，由陳盛通院長、劉炳麟副院長及金融保險系友會黃順裕會長共同頒發獎狀，除恭喜獲獎同

學，讓與會同學分享榮譽，也藉此積勵同學更努力向學。 

陳院長及劉副院長均就本校現行推動的創新學制，在課程改造及精實化基礎下，期許同學

可以積極參與跨領域學習，以培養多元能力。兩位師長也提到，師生座談會是學院與學系學生

代表溝通的管道之一，同學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都可藉此管道反映與回饋。黃會長說明系友

會與學校間的鏈結，歡迎學弟妹踴躍參加系友會舉辦的活動，以加強學校與系友間的互動。 

學業競試獎學金是本院新設置的獎勵，其目的係為鼓勵大學部學生在金融、保險、精算等

領域拓展其專業智能、積極向學。獎學金係由台中市金融保系友會捐助，主要也是為鼓勵學弟

妹在專業學科努力學習。系友會除黃會長外，成振雄副會長、戴啟原副秘書長亦出席活動，共

同分享學弟妹的榮耀。本次獲獎學生 38 人，8 位同學另有要事未克出席，其餘 30 位同學均出

席受獎，顯示同學對這項獎勵的重視。獲獎名單臚列於下。 

財金系 

會計學(二) 二甲符策領、二甲黃筱涵、二乙劉涵育、二乙楊治洹、 

二丙陳昕諭、二丙蔡晴卉 

財務管理(二) 三甲余佑澤、三甲李至為、三乙吳明源、三乙吳沛臻、 

三乙劉晉廷、三丙宋璨真、三丙陳柏蓁 

期貨與選擇權 四甲顧佑威、四甲林紫嫻、四乙鄭宛諭、四乙朱越中、 

四丙鍾筱妍、四丙黃暐傑 

風保系 

保險學 二甲陳沛予、二甲黃郁庭、二乙張瑋玲、二乙吳育憲 

保險法 三甲陳偉欣、三甲郭文琪、三乙張芷芸、三乙郭家君 

風險理財 四甲唐雨鏌、四甲洪婉容 

財產保險經營與管理 四乙王姿雅、四乙楊雅涵 

財算學程 

經濟學(二) 二年級胡博聰、二年級翁愈喬、二年級張致愷 

精算定價模型(二) 三年級黃俊霖、三年級楊善惠 

精算實務與軟體(二) 四年級黃纓棋、四年級林冠良 



 

勤學有禮 2.0  風保系獲第三名及績優獎 

風保一乙及風保二乙參加勤學有禮活動，為期四周的競賽期間，兩班同學堅持自動自發及

自治精神，營造班級學習氛圍，終於獲得第三名及績優班級殊榮，並分別獲頒獎狀與獎金24,000

元及 10,000 元。獲獎班級於校級師生座談會時頒獎，另授課老師則安排於校務會議時頒發獎

狀。 

為鼓勵學生待人有禮、勤於學習，以激勵學生學習動機，啟迪學生自動、自發、自治的精

神，營造班級群體學習影響力，並落實品德教育理念，本校學務處規劃「勤學有禮 2.0」競賽

活動，以班級為單位，選擇三門科目參賽，每科目至少須有 30 人以上修習。此一活動源於 97

學年開始，當時的規劃係為提升學生品德教養、重視校園倫理、落實勤學美德，舉辦「勤學有

禮模範班級選拔」，以增進學生的榮譽感。學務處更於 108 學年推出 2.0 版的競賽活動，期透

過活動，讓班級的向心力更加凝聚，同學間的情誼與學習影響力，更具效益。本院獲獎班級及

科目、授課老師如下： 

名次 班級 科目 授課老師 

第三名 風保一乙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 王健航 

經濟學 非本院老師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非本院老師 

績優 風保二乙 財務管理 洪介偉 

財產保險 張吉宏 

管理學 王健航 

金融學院 109 學年第一階段專業證照獎勵 

109 學年第一階段專業證照獎勵有 110 位同學提出 205 件申請，經審核獎勵 205 件，其中

A 級 5 件，每件 5,000 元獎學金、B 級 27 件，每件 2,500 元獎學金、C 級 173 件，每件 500 元

獎學金，共核發獎學金 179,000 元。 



  

財算學程學生「最適資產配置」作品獲選大專生證券菁英種子線上培育營佳作 

金融學院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江宗元、張兆文、何昀叡、王柏元等 4 位同學在陳彥志老師

的指導下，以「最適資產配置」作品，獲選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09 年大專生證券菁英種子線上

培育營競賽佳作，12 月 18 日由櫃買中心總經理李愛玲頒發獎狀，學生們對在大學最後一年為

自己的學習歷程增添一筆獲獎紀錄，均表示開心與感謝。 

櫃買中心自 2008 年開辦「大專生證券菁英種子線上培育營」，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改以

線上視訊形式辦理，活動自 9 月中旬起進行 2 個半月，有高達 89 個隊伍報名線上課程並製作

簡報影片參加投資組合競賽。本院財算學程 4 位學生以「地球上最浪漫的投資人」為隊名，從

分工、討論、資料蒐集、研究、製作簡報等，每一個階段都是珍貴的學習過程，也藉此瞭解團

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眉角，讓他們的作品能獲得評審的肯定，榮獲佳作。同學們都很感謝陳彥

志老師給予的支持與指導，讓他們可以從實作中更瞭解書本上所提到理論的應用與擴充。 

 
圖說：(左起)何昀叡、江宗元、王柏元、張兆文等獲選大專生證券菁英種子競賽佳作 



                      

109 學年劉純之教授紀念獎學金 

為紀念劉純之教授，風保系於 107 年設置劉純之教授紀念獎學金，除鼓勵碩士班學生提

升學業成績及優秀學生就讀，也讓學生可以安心就學。109 學年得獎名單及獎勵金額如下： 

編號 姓名 班級 獎勵金額 

1 許○○ 碩二 15,000 

2 李○ 碩二 15,000 

3 許○○ 碩一 10,000 

4 曾○○ 碩一 10,000 

5 粘○○ 碩一 10,000 

6 劉○○ 碩一 10,000 

7 呂○○ 碩一 10,000 

8 李○○ 碩一 10,000 

財算學程「這樣財算瘋狂」團隊 第五屆璀璨藍圖摘冠 

 

財算三傅敬雯跨校團隊「腳下功夫」獲 DIGI
+數位新星大賞第二名 

 

研習單位：鞋類暨運動休閒科技研發中心 

參與學校：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逢甲大學/財算學程 

為提供大一新生發揮才藝的舞

台，本校學務處 2016 年起舉辦璀璨藍

圖活動，期透過活動交流，加速新生

融入大學的生活及學習。財算學程「這

樣財算瘋狂」團隊榮登第一名寶座。 

右圖：財算團隊與評審、師長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