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學院迎接第一屆雙聯學生到逢甲 

隨著新冠疫情起伏，本校與越南孫德盛大學(TDTU)首

屆三位雙聯學生，在國際處、教務處等單位協助下，終於平

安抵台，揮別遠距安心就學，踏進校園完成來台接受金融

專業教育的理想，為金融學院國際交流合作添一新頁。 

本院國際學生人數相對其他學院為多，也一直是

PMP(全校國際生大一不分系學士班)大二分流首選。109 學

年起規劃 12 門全英授課之金融專業課程，藉外籍生的加

入，讓本地學生不用出國也能在國際化環境中學習，增加

本地學生開口說英文之機會，提升英文程度。另，為讓雙聯

學生參與實務學習，108 學年開始即與元大證券及富邦產險

洽談，期藉企業參訪、企業導師、實習、論文指導等合作，

讓 TDTU 學生與產業密切鏈結，建構與企業共育越南在地

人才目標。 

金融專業英語課程、產學介接合作、多元創新、國際

觀…等為本院的發展策略方向，期待藉雙聯合作及 PMP 學

生分流後的學習規劃，落實奠定金融專業學院的基石，在

國際化與產學合作能有更亮眼的成績。 



  

學院大事記 

永續金融議題升溫 金融學院成立永續金融研究中心協助企業永續經營 

多年來，企業社會責任(CSR)及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引領全球共同努力、邁向永續，尤其聯合

國 17 項 SDGs，從著重綠色或環境面的綠色金融，擴展到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及公司治理

(Governance)層面，加深金融在永續的角色。2020 年 8 月金管會發布「綠色金融行動方案 2.0」及「公司

治理 3.0-永續發展藍圖」，都與永續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緊密相關。 

 

合作之拓展。研究團隊包含陳盛通院長、張倉耀主任與游志平副教授，皆有豐富產官學計畫經驗，亦長

期經營產業界人際網絡，對中心產學業務之推廣將有所助益。 

中部 AFP/CFP®國際金融證照培訓機構 金融學院培訓理財規畫專業人才 

金融學院偕同本校推廣教育處申請逢甲大學成為「社團法人臺灣理財顧問認證協會-理財規劃教育訓

練機構」，業於今年九月順利取得辦訓資格，成為中部地區少數 AFP/CFP®國際金融證照培訓機構。 

為符合國際認證流程，理財規劃顧問(AFP, Associate Financial Planner)須有職業道德，以保障消費者

利益，並提供最佳的金融理財服務。因此，AFP 須具備核心理財規劃知識及技巧，且需熟悉國內市場發

展，客觀分析客戶的條件背景和所需服務。此外，AFP 認證不僅是獨立專業證照，更是取得國際認證高

級理財規劃顧問(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的金鑰。通過 AFP 測驗，便能開始準備 CFP 證照考試，

以取得高含金量的 CFP 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 

 

有鑑於此，金融學院成立永續金融研究中心，期藉產

學計畫，協助企業減少及管理氣候與環境風險，並研究金

融機構如何善用公共性及影響力，引導產業將 ESG 議題

納入經營決策，促成整體經濟永續發展的良性循環。中心

成立之初，將整合校內跨領域資源，積極爭取各項產官學

合作研究，建立永續金融合作平台，促進實務界與學術界

之研究發展。中心主任吳仰哲教授專精於風險管理，著有

學術績效，具執行國際產學計畫之經驗，有助於國際產學 

第一期 AFP/CFP 認證培訓系列課程開設

【M5 租稅與財產移轉規劃】，自 110 年 11 月 24

日至 111 年 1 月 12 日計 40 小時，採企業包班方

式進行。明年 3 月起將陸續開辦 M3、M5 及

M1~M5 總複習班。相關課程訊息請電洽推廣教

育處(04-24517250 分機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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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大事記 

110 學年第一學期新進教師歡迎會                                       2021 年 11 月 3 日 

為歡迎 110 學年第一學期新聘教師，陳盛通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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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珮瀅 助理教授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賴煥升 助理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財務金融 博士 

專長：公司財務、公司治理、財務會計 

 

國立中正大學法律 博士 

專長：保險法、財經法律、保險監理、

法律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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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產學共授創新教學模式的延續 金融學院攜手富邦產險共同培育產業人才 

延續金融創新場域產學共授帶來的效益，同時兼顧金融、保險與科技之均衡發展，本(110-1)學期邀

請富邦產險共同規劃財產保險之生活與金融科技講座，由業師以貼近生活、淺顯易懂的實務分享，讓學

生提早接觸實務知識，鏈結產業量能，提升就業即戰力。富邦產險為本院產學聯盟企業，近年也提供產

業實習機會，雙方合作密切。 

 

圖說：邱資副分享財產保險概覽與市場分析 

應充實自己的能力，尤其面對瞬息萬變的產業環境，更要讓學習多元化，以累積未來就業即戰力。 

財產保險商品與生活單元涵蓋家庭與企業之風險及保險規劃、遇到事故發生時之應對，內容實用且

貼近日常生活，有效補足學校教育偏重於學理的缺口。金融科技在保險業應用與發展單元跳脫以往學校

教育偏重商品條款及傳統經營管理內容，針對目前最熱門且對保險業未來發展有重大影響的保險科技做

介紹，如大數據、物聯網等可能在產險經營發生重大改變之發展，讓學生對產險業未來發展趨勢有所認

識，讓學生理論與實務兼容學習。未來，將延續此一合作模式，推廣至其他如保險、精算或保險科技等

課程，以接軌實務，鏈結產業量能，提升學生產業知能的學習機會與強度。 

產學聯盟企業榮獲金彝獎 為金融學院的創新教學添助力 

金融學院積極經營產學聯盟，並建立很好的合作關係。108 學年第二學期起規劃金融創新場域特色

課程，包含「機器人理財」、「企業轉型與創新」、「交易策略設計與分析」和「創新服務與使用者行為分

析」，陸續邀請阿爾發機器人理財、國泰投信、元大證券、元大期貨、台新銀行、遠東商銀等企業高階主

管共同授課，藉產學共授的創新教學模式，強化學生金融實務的應用，為學生帶來未來職涯發展的助力，

金融學院也有多位學生曾至這幾家合作企業實習，甚至取得留任就業的機會。 

  

產學共授是一創新的教學模式，透過邀請業師參與授課或演講，讓教師與企業有更多互動；另方面

也加強學生理論與實務整合，並提供學生至企業實務學習機會，與企業攜手「培專才、早選才、留好才」。 

富邦產險的共授規劃包含認識財產保險、財產保險商

品與生活、及金融科技在保險業應用與發展三大單元 8 個

主題，9 月 28 日展開場講座，由邱振淵資深副理以「財產

保險概覽與市場分析｣之主題，分享財產保險之實務概況，

並介紹富邦產險及其優勢。也提到金融科技的創新對產險

業既有經營模式產生的影響與衝擊。為讓同學瞭解就業市

場，邱副理亦分享在產險業的職涯發展與建議，期勉同學 

金彝獎是國內證券期貨界最高榮譽獎項，第 16

屆得獎名單中，本院合作企業元大金控拿下九座大

獎，合作業師元大期貨陳昱宏資深協理獲傑出期貨

人才獎；國泰投信獲五大獎項，合作業師鄭立誠副總

經理亦曾在第 15 屆獲傑出投信投顧人才獎；阿爾發

投顧是本院金融創新場域特色課程「機器人理財」合

作企業，係新創公司，此次獲頒「傑出金融創新獎」，

著實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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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與喬美公司聚焦會談 開展「網路平台互助保險」之產學研究                 2021 年 8 月 4 日 

趁疫情降級之際，本院風險與保險事業研究中心曾鹿鳴主任 8 月 4 日邀請喬安公司展業處顏存佑處

長、陳怡米經理及喬美公司李彥儒金融研究員蒞校，就金融科技領域產學研究計畫及其他產學合作方案

聚焦會談。本院陳盛通院長、劉炳麟副院長也專程與會，期對本院產學合作績效往前推展一步。 

  

喬美是台灣唯一專注「金融創新」及「金融專利開發」的知識型企業。喬安網路平台為喬美之子公

司，是全國第一家以「網路平台」概念命名通過的企業，由專業金融團隊研發直接金融專利，顛覆傳統

商業保險及民間互助會運作模式，創造新的互助互利共榮社群。曾主任也邀請研究專長在金融創新與專

利發展、趨勢與產業應用的王健航老師參與，期雙方在金融科技與創新領域的合作有更具體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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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實習機構如下： 

 學院/系 企業名稱 提供名額 學院/系 企業名稱 提供名額 

金融 

學院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 聯合面試 

財金系 

第一銀行(校級) 4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4 台中商業銀行 3 

遠雄人壽保險公司 1~6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8 

和泰產物保險公司 數名 玉山商業銀行 7 

風保系 

台中銀保險經紀人 學 1、碩 2 陽信商業銀行(校級) 5 

台灣產物保險公司 1~2 三信商業銀行 4 

新安東京海上產險 6 板信商業銀行 3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不限 永豐金證券 2 

明台產物保險公司 3~4 元大證券 11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2~4 三商美邦人壽 3 

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6 財算 

學程 

宏泰人壽保險公司 2 

國泰世紀產險公司 4~6 永豐金證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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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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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講題：保險、保險業、保險科技 

日期：110 年 12 月 2 日 

講者：新光人壽廖晨旭資深協理 

財算學程舉辦「保險、保險業、保險科技」系列講座，邀請新光人壽廖晨旭資深協理分享目前保險

業面臨的重要議題，包含如 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最新會計準則 IFRS 17 & ICS，並聚

焦因時代更迭而生的新常態發展，如數位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與保險科技(InsurTech)應用，擴展學

弟妹對保險領域的視野。 

廖協理認為，要解決問題，應該對該產業環境有一定程度的認知，方能發現問題的核心進而解決。

協理首先介紹何謂保險？保險的基本內涵與精神，以及保險產業的運作與價值鏈，包含保險業做為國家

特許經營業務之特殊性。也針對防疫保單與學生互動討論，貼近日常，同學熱絡參與及回饋。最後，協

理提到保險科技在實務上的現況及趨勢，為因應後疫情時代造成面對面互動機率的改變，保險業將朝向

低/零接觸、無紙化程度高的替代方案做為發展主軸，如視訊行動服務、遠程視訊櫃台(VTM)，也伴隨身

分辨識應用技術，像是 Mobile ID(MID 門號認證)、刷臉投保 F-FIDO(Finance Fast Identity Online)，在理

賠分析作業方面則有虛擬理賠(Virtual claim)、無人機損害調查(Drone inspections)等。透過分享，讓學弟

妹對保險與保險科技應用有更深入瞭解。 

 

講題：風險管理實務介紹 

日期：110 年 11 月 5 日 

講者：長榮國際公司風險管理本部(保險部)邱珮瑜副理 

  
 

邱副理為風保系系友，受邀於大一風險管理與保險學課程中分享長榮

風險管理部門的實務運作，及如何透過風險管理部門管理及移轉企業內外

潛在風險。 

邱副理說，長榮集團是跨國企業，保險部門主要是做風險辨識。戰爭

與天災屬不可保風險，可透過 Lloyd’s 購買特殊保險，對這種不可保風險

也會進行限縮賠償，一方面可以使市場需求者購得所需保障，另方面保險

市場有一定的營收，同時也增加風險評估與精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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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講題：人生賽道-勇敢試也要勇敢放棄 

日期：110 年 11 月 2 日 

講者：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邱創駿經理 

  

講題：產物保險面面觀 

日期：110 年 10 月 23 日 

講者：臺灣產物保險公司蕭仕庭經理 

為讓同學瞭解履歷撰寫技巧與面試重點，並淺論車險相關知識，風保系邀請臺灣產物保險蕭仕庭經

理蒞臨演講，以同學為出發點，深入淺出的介紹，讓同學了解其中的各種細節。 

如何寫好履歷表並熟悉面試重點是求職的敲門磚，仕庭經理提到履歷表是企業對求職者的第一印象，

大頭貼的背景不宜過於複雜、工作績效或經驗以條列式方式呈現，並提供具體事蹟、錯別字也是要避免

的重要事項，以及在面試時對產業、公司、職務的充分準備等，都是讓自己能力被看見的機會。 

接著蕭經理對車險強制險、任意險到附加險險種做完整介紹，如責任基礎的採用、不保事項、追償

事項、給付項目、理賠範圍等，也分享當車禍或汽車拋錨等交通狀況發生時，應如何即時處理，讓學生

覺得受益良多。 

 

風保系邀請台中銀保經邱創駿經理分享其從讀大

學到研究所的經驗，以及踏入社會後的經歷與對目前

職場生涯規劃的建議。邱經理對我國壽險市場了解甚

深，長年從事保險經紀人工作，因此也分享其在經紀

人公司工作上的實務經驗，同學們對邱經裡所提從事

保險業的優點以及競爭性特別感興趣。逢甲風保系是

我國最早成立之保險系所，多年來培育相當多優秀保

險業專業人才，邱經理對於風保系在教育方面的貢獻

也讚譽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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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講題：產險公司之經營管理 

日期：110 年 10 月 16 日 

講者：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鄧文傑經理 

風保系邀請新安東京海上產險鄧文傑經理蒞校，藉由介紹產險業，帶出產險公司的組織分工、市場

行銷、商品定價、經營理念等。鄧經理為風保系畢業，以自己的經驗來看逢甲風保系畢業生，在職場上

表現都很好，非常有競爭力，但多數不了解自己適合或喜歡的工作，因此以新安東京海上產險的組織架

構為例，向同學說明部門的工作內容，為同學解惑。 

接著提到產險公司市場行銷策略主要是根據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買者資訊搜集成本、買者道德危機

成本、買者專屬陷入成本等 4C 策略，行銷策略需要通路來執行，通路則可分為內部營業人員與外部保險

經紀人、代理人公司。最後賣出的保險商品是否能有盈餘，損失率及費率都是關鍵因素，取決於合理的

商品的訂價策略。在公司經營上是一環扣一環，每個決定彼此互相影響，擁有良好的循環才是經營之道。 

講題：常見企業面臨風險及保險規劃 

日期：110 年 10 月 12 日 

講者：富邦產物保險公司陳冠甫副理 

為讓大二修習財產保險之同學了解如何應用課堂所學於實務中，風保系邀請富邦產險陳冠甫副理分

享常見企業面臨風險及保險規劃。 

 

事項。企業險與個人險在規劃與行銷上也有很大的差異，如企業在營運上會面臨各樣的風險，因此需要

多面向的規劃，也就是說需要不同專業的人組成團隊服務客戶；在行銷方面，為爭取業績則需為客戶量

身訂製最合適的方案，或是在定價上也較需要公司資源的支援，價格上會更有競爭力。 

在銷售機制上，有許多面向可以使業績量增加，如開發潛在客戶、實地街訪、轉介紹等，依據目標

客戶的不同做完善的規劃，使客戶相信團隊的專業；增加投保流程的便利性，如利用 APP 可以使客戶更

容易被服務所吸引。最後，講師分享各險種的理賠案例，也告訴我們如何規劃更完善的保險計畫，讓學

生有更深刻的體驗。 

根據 109 年市場簽單保費統計，商業險種佔總保費三

成，可見企業對產險業有著舉足輕重地位，企業所面臨的風

險分有形的財產損失及無形的責任損失。對企業主而言，最

擔心的是無形的責任損失，因為責任歸屬難以界定，追究起

來非常費力耗時，損失的幅度也沒有上限。 

講師也介紹各商業險種，如商業火災保險、工程保險、

責任保險、海上保險等，包含保險標的、保險商品以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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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講題：壽險分公司之經營實務 

日期：110 年 10 月 2 日 

講者：台灣人壽保險公司簡碧英協理 

壽險業分公司內部如何組成？各課業務主要負責的工作項目有哪些？風保系邀請台灣人壽保險公司

簡碧英協理蒞校，讓同學了解壽險公司的組織架構。 

 

簡協理首先以自己的經歷勉勵同學，並提點學生在工作上應注意細節，也建議同學有機會就要去進

修，在未來升遷上將會更順利。協理也分享許多在核保理賠的實際經驗，如在核保實務中並非所有人員

都負責處理核保案件，會先由初核人員或核保助理負責案件受理、撤銷等初步作業，再交由覆核人員審

核、核保。理賠人員雖工作性質與核保不同，但因同為保險公司控制風險的手段，所以同樣須具備膽大

心細、溝通與合作等能力。 

講題：一日保險經紀人 

日期：110 年 9 月 25 日 

講者：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王郁綺襄理 

為讓大四同學在職涯探索的路上能提前瞭解產業概況，風保系邀請台中銀保經王郁綺襄理分享「一

日保險經紀人｣。郁綺襄理分析就業市場的薪資水平、職缺、所需能力、證照等，以及繼續升學或投入職

場的利弊，讓同學更有規劃地為目標做準備。接著介紹保險經紀人的工作內容，就是「幫客戶挑選最適

合的商品」，並提到傳統保險經紀人與銀行保險經紀人的差別，也介紹台中銀保經的背景及就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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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金融創新場域-交易策略設計與分析系列講座 

110 年 12 月 23 日邀請國泰投信林生華高級專員演講，講題 python 交易策略分析。 

110 年 12 月 2 日邀請國泰投信鄭凱允研究副理演講，講題 ETF 投資策略。 

110 年 11 月 18 日邀請國泰投信林生華高級專員演講，講題台股因子投資與模型。 

110 年 11 月 11 日邀請國泰投信江宇騰基金經理人演講，講題 ETF 基金管理實務。 

110 年 11 月 4 日邀請元大期貨陳建宇專員演講，講題交易策略專題-檢視開發理念與績效。 

110 年 10 月 21 日邀請元大期貨陳建宇專員演講，講題 MultiCharts 進階功能介紹。 

110 年 10 月 7 日邀請元大期貨陳建宇專員演講，講題 MultiCharts 策略實務開發。 

110 年 9 月 30 日邀請元大期貨陳建宇專員演講，講題程式交易概論與 MultiCharts 基礎語法。 

金融創新場域-創新服務與使用者行為分析系列講座 

110 年 12 月 24 日邀請台新銀行葉書伯副總經理蒞校，就金融創新與使用者行為分析進行業師檢核。 

110 年 12 月 10 日邀請台新銀行葉書伯副總經理演講，講題數位貨幣與 CBDC 的未來發展。 

110 年 11 月 26 日邀請台新銀行楊筑羽副理演講，講題數位金融 API 的介紹與應用：Pay+、ONE 碼。 

110 年 11 月 12 日邀請台新銀行葉書伯副總經理演講，講題金融生態圈介紹：金融支付、場景、商模。 

110 年 11 月 5 日邀請遠東商銀柯忠榮協理/區總監蒞校，就金融創新與使用者行為分析期中報告進行業

師檢核。 

110 年 10 月 22 日邀請遠東商銀柯忠榮協理/區總監演講，講題風險屬性程度與相對應的投資市場分析。 

110 年 10 月 8 日邀請遠東商銀邵士恩經理演講，講題客戶風險屬性分析內容與問卷實作。 

110 年 9 月 24 日邀請遠東商銀柯忠榮協理/區總監演講，講題銀行導客策略地圖：了解客戶屬性及銀行數

位服務內容。 

富邦產險產學共授-財產保險之生活與金融科技講座 

110 年 12 月 22 日邀請楊順傑經理演講，講題互聯網保險發展模式與展望。 

110 年 12 月 21 日邀請吳佳政專案副理演講，講題當事故(車禍)發生時，你該如何處理。 

110 年 12 月 15 日邀請吳思瑩經理演講，講題從大數據看保險發展趨勢。 

110 年 12 月 8 日邀請洪國銘經理演講，講題 Fintech 時代下的產險經營。 

110 年 11 月 30 日邀請莊雯琇資深襄理演講，講題如何規劃旅遊及意外事故保障內容。 

110 年 10 月 26 日邀請陳秋明經理演講，講題常見家庭風險及保險規劃。 

110 年 10 月 12 日邀請陳冠甫副理演講，講題常見企業面臨風險及保險規劃。 

110 年 9 月 28 日邀請邱振淵資深副理演講，講題財產保險概覽與市場分析。 

「金融科技」教師教學專業成⻑社群 

110 年 12月2日邀請新光人壽廖晨旭資深協理演講，講題發展保險科技的邏輯。 

110 年 11月26日邀請阿爾發機器人理財陳志彥董事長演講，講題阿爾發機器人理財之監理沙盒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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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投資與風險管理」教師教學專業成⻑社群 

110 年 12月9日邀請統一投信章錦正副總經理演講，講題最佳⻑期投資策略。 

110 年 11月11日邀請國泰投信鄭立誠副總經理演講，講題 ESG 投資趨勢。 

110 年 11月4日邀請元大期貨研究部陳昱宏協理演講，講題期貨自營操作及風險控管。 

財務金融學系 

110 年 11 月 9 日邀請凱基證券台中分公司林資敏協理演講，講題證券與銀行業-職場生態分享。 

110 年 10 月 12 日邀請徐慧敏老師演講，講題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110 年 12 月 2 日邀請新光人壽廖晨旭資深協理演講，講題保險、保險業、保險科技。 

110 年 11 月 26 日邀請新光人壽林劭杰前副總經理演講，講題 ESG 與永續金融的發展。 

110 年 11 月 19 日邀請逢甲大學風保系賴煥升助理教授演講，講題學生實習與勞工權益。 

110 年 10 月 22 日邀請韋萊韜悅 Willis Tower 公司周淑媛總經理暨首席精算師演講，講題精算的專業與

前景。 

110 年 10 月 15 日邀請中國人壽陳彥青資深副理演講，講題精算人員的工作機會與內容。 

110 年 10 月 8 日邀請美商達信保險經紀人公司台灣分公司 Risk Management Team 沈義舫助理資深副總

經理演講，講題國際保險經紀人及保險公司的工作與機會。 

金融博士學程 

110 年 11 月 27 日邀請玉山銀行曾國烈前董事長演講，講題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110 年 11 月 14 日邀請東海大學社會系陳介玄教授演講，講題倫敦-國際金融的核心舞台。 

110 年 11 月 13 日邀請福邦創投黃顯華董事長演講，講題從台灣資本市場的變化談資本市場、台灣產業

及證券業未來的發展。 

110 年 10 月 30 日邀請中國輸出入銀行林水永理事主席演講，講題新南向-企業投資與金融機構的經營。 

110 年 10 月 17 日邀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楊三億教授兼所長演講，講題國際關係導論。 

110 年 9 月 25 日邀請台灣人壽凌𣱣寶前董事長演講，講題運用價值觀喚醒金融業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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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研究與動態 

財算學程陳彥志老師獲選 110 學年教學績優教師及 109 學年優良導師 

 

金融學院 10 位教師獲 110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為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依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就學術研究、實

務應用研究、跨領域研究、產學研究或國際合作等面向進行審查後核給研究獎勵。本院 110 年度獲獎勵

教師有 10 位，占全院教師的 1/4。各學系獲獎勵名單如下： 

財金系  楊明晶特聘教授、吳仰哲教授、李君屏教授、陳清和副教授、莊明哲助理教授、

謝依婷助理教授 

風保系  許文彥特聘教授、張永郎副教授、梁穎誼助理教授 

財算學程 陳彥志助理教授 

 

12



  

老師研究與動態 

期刊論文(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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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117-153；2021/04。[TSSCI]。 

 Chin-Ho Chen(陳清和、財金系)；Investor sentiment, misreaction, and the skewness-return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Vol 41；1427-1455；2021/09。 

 Fangjhy Li、Mei-Chih Wang、Wing-Keung Wong、Yang-Che Wu(吳仰哲、財金系)、Zhi-Jie Xing；Empirical Study 

on CO2 Emission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the BRICS Countries；Energies；2021；

14(21)；7341。 

 Ning Zhang、Yang-Che Wu(吳仰哲、財金系) and Wan-Shiou Yang；Feasibility of Long-term Interest Balance among 

Stakeholders in the Natural Catastrophe Insurance Market；North American Actuarial Journal；2021；25(2)；163-

185。 

 洪介偉(風保系)、張永郎(風保系)；金檢裁罰對保險公司營運風險影響之分析；保險專刊；第 37 卷第 3 期；pp 

1-35；2021/09。 

 曾鹿鳴(風保系)；The ethical decisions of life insurance salespeople: the effects of interest conflicts, ethical 

leadership and ethical training；Journal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nd Compliance；Vol. 29, No. 4；pp 371-386；2021/07；

科技部排序財金領域 B。 

 宮可倫(風保系)；Modeling and pricing longevity derivatives using Skellam distribution；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https://doi.org/10.1016/j.insmatheco.2021.04.002)；2021/04；SSCI/SCI。 

 宮可倫 ( 風保系 ) ； Explaining the risk premiums of life settlements ；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

(https://doi.org/10.1016/j.pacfin.2021.101574)；2021/04；SSCI/EI/ECONLIT。 

 王健航(風保系)；Customer involvement in the new process innovation: antecedents, mediation and perform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https://doi.org/10.1108/EJIM-09-2019-0268)；2021/06；SSCI。 

 王健航 (風保系 )；The Role of Multi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Facilitating Emerging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 

Taiw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Strategy；Vol. 3, No. 2；pp 95-107；2021/06。 

會議論文(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1 月發表在學術會議中之論文) 

 莊明哲(財金系)；Catastrophe risk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determines the price of catastrophe equity puts；

臺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12/11；國立臺灣大學。 

 莊明哲(財金系)；Catastrophe risk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matter for catastrophe equity puts；臺灣財務工

程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10/29；國立中興大學(線上研討會)。 

 莊明哲(財金系)；人云亦云不如堅持己見相信你的投資哲學--以基本面分析為例；南區統計研討會暨中華機率統

計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2021/10/30-31；國立高雄大學。 

 莊明哲(財金系)；Catastrophe risk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matter for catastrophe equity puts；臺灣財務金

融學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2021/09/24-25；國立中央大學(線上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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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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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研究與動態 

會議論文(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1 月發表在學術會議中之論文) 

 吳仰哲(財金系)；Pandemic Risk Management for Insurers and Public Health Care Scheme；2021 台灣風險與保

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1/12/11；台灣大學。 

 洪介偉(風保系)；PMI 是否可以預測車體損失險保費收入；TRIA (Taiw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 14th 

Annual Conference；2020/12/19；台中。 

 張永郎(風保系)；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problem in reinsurance--test by individual data；2021 臺灣財務金

融學會年會暨國際研討會；2021/09/24-25；桃園。 

 黃孝慈(風保系)；Applying Data Mining to Predict Early Termination of Life Insurance；2020 台灣風險與保險

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20/12/19；台中。 

 梁穎誼(風保系)；Should Insurance Company Provide Cyber Risk Management Servicesin Insurance Policy?；

Virtual The 2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IME 2021)；2021/07/05-09；美國

(視訊研討會)。 

 梁穎誼(風保系)；台灣高齡流動人口死亡率研究；2021 年臺灣老人學學會線上論文發表會；2021/05/21-22；台

北。 

 王健航(風保系)；Quantify the Function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nalysis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Enterprise Resource 

Management；2021/03/20；台中。 

 王健航(風保系)；金融科技政策帶動的創新與挑戰：資本適足率的調節效果；TRIA (Taiw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 14th Annual Conference；2020/12/19；台中。 

 王健航(風保系)；台灣智慧金融產業發展之探索：科技創新系統之延伸；2020 第 31 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2020/12/12；嘉義。 

 王健航(風保系)；新興服務業的服務-銷售雙效權衡發展：動機-機會-能力觀點；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

文研討會；2020/12/11；新竹。 

 賴煥升(風保系)；COVID-19 對營業中斷保險之影響；中正大學金融保險法制之發展趨勢-青年學者論壇；

2021/12/06；嘉義。 

執行中研究計畫(接受有關單位補助於 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1 月期間仍在執行之研究計畫) 

 劉智華(財金系)；基於深度學習方法之智慧投資組合推薦機制設計；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劉智華(財金系)；以去中心化金融為基礎發行 ERC20 虛擬代幣之電商集點制度；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1/7/1-

2022/2/28。 

 吳仰哲(財金系)；基於流行病模型的精算應用與風險管理(1/3)；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張倉耀(財金系)；採用混頻 VAR 模型對 CO2 排放與經濟增⻑關係之再研究：G7 國家與台灣(2/2)；科技部專題

計畫；2021/8/1-2022/7/31。 

 李君屏 (財金系)；死亡率跳躍、違約風險與⻑壽交換契約之評價；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楊明晶(財金系)；保險公司之疫情監控與風險管理(1/2)；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洪偉峰(財金系)；非預期月營收、資訊衝擊與股票報酬；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14



  

老師研究與動態 

執行中研究計畫(接受有關單位補助於 110 年 8 月至 111 年 1 月期間仍在執行之研究計畫) 

 簡正儀(財金系)；52 週高點與樂透型股票之股價報酬關聯性；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1/7/1-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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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

2022/7/31。 

 莊明哲(財金系)；臺灣房地產與股市泡沫之偵測與二者相關性之研究；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1/7/1-2022/2/28。 

 謝依婷 (財金系)；併購浪潮與公司融資(1/2)；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陳宗佑(財金系)；漲跌幅限制、週轉率與橫斷面報酬；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陳清和(財金系)；選擇權盤後交易活動與市場報酬；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劉炳麟(財金系)；運用體驗學習法提升機器人理財的學習成效；教學實踐研究計畫；2021/8/1-2022/7/31。 

 宮可倫 (風保系)、莊明哲(財金系)、呂瑞秋(風保系)、陳彥志(財算學程)；加強風險管理理論與實務研究發展-可

贖回債券之評價；企業部門計畫；執行單位-金融科技研究中心；2021/10/1-2022/7/31。 

 宮可倫 (風保系)；考慮保戶行為之保戶解約動態精算模型；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張永郎(風保系)；保險科技新創公司會是顛覆者嗎？美國產險業實證分析；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張永郎(風保系)；金融檢查裁罰對保險公司競爭力的影響分析；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1/7/1-2022/2/28。 

 梁穎誼 (風保系)；台灣人口特定死因死亡率分析；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王健航 (風保系)；金融科技浪潮的科技創新系統與知識管理；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王健航 (風保系)；台灣金融服務業創新發展樣貌與趨勢-以專利分析為主；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1/7/1-

2022/2/28。 

 許文彥 (風保系)；保險通路對人身保險的解約與停效的影響--終身壽險與終身醫療險的實證研究(1/2)；科技部專

題計畫；2021/8/1-2022/7/31。 

 曾鹿鳴 (風保系)；網路平台互助保險的實務專題；企業部門計畫；執行單位-風險與保險事業研究中心；2021/9/13-

2022/1/31。 

 呂瑞秋(風保系)、陳彥志(財算學程)、宮可倫(風保系)、莊明哲(財金系)；利變型保單標的資產市場風險內部模型

專案委託；企業部門計畫；執行單位-金融科技研究中心；2021/11/1-2022/6/30。 

 陳彥志(財算學程)；金融機構資訊安全風險之研究(2/2)；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2022/7/31。 

 陳彥志(財算學程)；天氣參數型農業保險結合物聯網裝置定價與商品設計之研究；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1/7/1-

2022/2/28。 

 馮詩蘋(財算學程)；運用多變量系集預測於投資組合風險值與預期短缺計算；科技部專題計畫；2021/8/1-

2022/7/31。 

 馮詩蘋(財算學程)；台灣股票市場價格跳躍的交易資訊內涵；科技部大專生計畫；2021/7/1-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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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金融碩士在職學程迎新暨聖誕交換禮物          2021 年 12 月 25 日 

 

 

財算學程 110 學年畢業專題成果發表            2021 年 12月 17 日 

為檢核學生跨學期畢業專題的成果，財算學程 12 月 17 日於第四國際會議廳舉辦 110 學年成果發表

會，由呂瑞秋主任致詞與勉勵後揭開序幕。當天邀請馮詩蘋老師、陳彥志老師、洪偉峰老師、宮可倫老

師、梁穎誼老師、林明仕老師，及校外與產業界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對各組專題提出建議與評分。 

畢業專題從大三下學期開始規劃，應用前五個學期所學專業知識與技能，設計、開發金融或保險商

品與定價，或進行金融保險相關資料分析，以海報、專題報告等方式呈現各組成果。這次的成果發表也

讓每一組同學向各自邀請的評審、老師與觀摩的學弟妹做簡報，由組員記錄聽眾的建議，於發表會結束

後繼續檢討修正。同學表示，在簡報及回答專家學者的提問過程中，獲益良多。 

 

碩二學長姐用心籌備的迎新聚餐，

因疫情影響推遲到年底舉辦，搭配碩一

學弟妹精心策畫的交換禮物，邀請張倉

耀主任、游志平老師、李宗儒老師一起同

樂。財金組與風保組的趣味對抗賽，讓現

場氣氛非常歡樂，還有豐盛美味的外燴

餐點，使得今年聖誕節格外溫馨，大家也

非常開心。期待金融碩這個大家庭更加

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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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張立義學⻑榮任總會⻑ 金融保險系友總會成立大會圓滿順利      2021 年 12月 19 日 

為整合北區、中區及南區金保系友會，並與金融學院各學系、學程保持良性互動，由張立義學長擔

任金融保險系友總會籌備主任委員，12 月 19 日假裕元花園酒店舉辦中區金保系友會第三屆會員大員暨

總會成立活動。當天推選張立義學長榮任總會長，帶領北中南區系友會組織，逐步的找回金融學院一萬

多名系友，創造系友會更高的價值。 

 

金融學院前身為銀行保險學系，銀保人在台灣金融保險發展史上具舉足輕重地位，孕育多位傑出校

友及金融界菁英。2007 年金融學院成立，為讓銀保系友更有歸屬感，同年 12 月 23 日成立中區金保系友

會。北區銀保系友會為結合原銀保系及財金、風保系友的活動與會務發展，於 103 年更名為北區財金風

保系友會，與金融學院結合成為「金、銀、財、保」之完整系友組織。南區系友會則於 2020 年 7 月 11 日

成立。於今成立總會，係為凝聚更多畢業系友，整合北中南區系友會力量，與學院合作推動大型學術活

動、建立產業交流平台，讓金融保險系友會更加茁壯。 

活動當天有來自學院師長、台中市校友會、中區系友會顧問、北區及南區系友會、南投校友會與朝

陽系友會等貴賓，一同見證這歷史性時刻。未來有總會帶領、併肩同行，金融保險系友會將會另創高峰。

當天亦推選李玟儒學姐為中區金保系友會第三屆理事長，由張立義學長監交印信、鍾智文學長監交會旗。

玟儒理事長是 106 級金融碩系友，未來新團隊在玟儒理事長領導下，定能帶來更多元豐富的活動，找回

更多的系友與系友會連結。期待總會與北中南區系友會能凝聚更多的系友與動能，讓系友會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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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校園證券智慧王中區複賽在逢甲            2021 年 12 月 16 日 

  

財金系年輕系友回娘家聯合講座               2021 年 12月 16 日 

  

財金系碩士班參訪阿爾發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及昇恆昌內湖旗艦店    2021 年 12 月 13 日 

 

第 18 屆校園證券智慧王中區複賽，12 月 16 日在逢甲大學

舉辦，本校 113 隊參與網路初賽，為中區學校最多，並獲得 10,000

元獎勵金。 

競賽分網路初試與現場競答，試題與證券業務員證照相關，

財金系 10 年來每年都鼓勵同學參賽，承蒙全系老師支持與推動，

近五年參賽隊伍均破百，讓同學在輕鬆競賽中，學習證券交易法

規與制度，為未來進入職場儲備知識。 

財金系每年年底都會舉辦年輕系友講座，今

年由陳麗君老師及簡正儀老師規劃並聯繫年輕

校友返校，與碩士班學弟妹分享在金融業不同領

域之工作經驗。透過聯合講座，讓還沒想好未來

工作規劃的學弟妹瞭解業界動向，並與校友深度

對談。 

阿爾發投顧是與傳統金融業不同的新創公司。將自動化

投資運用於投資理財上，導入個人財務目標及綜合風險評估

等規劃後，給予適當投資組合與建議。昇恆昌為全台灣唯一免

稅購物中心，帶領同學至內湖旗艦店參觀及分享其如何在台

佔有一席之地的經驗，包含企業介紹、訓練制度、社會公益。 

這次企業參訪的目的在讓學員能更加認識阿爾發金融科

技及昇恆昌的經營模式，希望即將成為金融從業人員的碩士

生，不再窒礙於過去舊有規範，應跳脫框架。販售不僅是商品

更是服務，希望可以觸碰到客戶的心，去包容設想更多元的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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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財算學程系友回娘家 邀請林旻彥系友分享經驗        2021 年 11 月 30 日 

 

的學弟妹許多寶貴建議。學長亦提到解決問題能力在工作上的重要性，在面對不同工作時，不一定所有

事情一開始就會，因此，如何找到問題且想辦法解決，是需要要多多培養的能力。最後，學長鼓勵學弟

妹應多參與各種活動，替自己未來的履歷增添不同的色彩。 

財算學程系友回娘家 邀請許家華系友分享經驗          2021年 11月 4日 

財算學程邀請第一屆畢業系友許家華學姐回娘家，跟學弟妹分享工作點滴與經驗，藉此緊密連結系

上情感，也讓大一學生瞭解未來職涯的選擇。 

家華學姐以目前任職於國泰人壽商品部的角度，介紹精算人員主要負責的工作內容，包含傳統型保

險商品設計與宣告利率的擬定、配合最新會計準則 IFRS 17 更新相關業務及日常處理保險局來函或查核

各類文件等。此外，學姐亦提及精算的契機、分享她大學及研究所求學到工作的歷程，以及當面臨瓶頸

時如何克服及調適。學姐也分享系上畢業後的其他出入選擇以及選擇工作時可以切入考量的面向，最後

並鼓勵學弟妹在大學階段可以積極參與活動，以建立人脈及責任感，學習溝通與問題解決的能力。同時

建議未來如要從事精算相關領域工作，至少要考取兩科以上證照，以創造自我價值。 

 

財算學程第二場系友回娘家活動，邀請第二屆系友林旻彥

學長回校分享。旻彥學長曾任系學會會長，四下到陽信銀行實

習，目前任職於陽信銀行授信部門。學長以自身面試經驗與履

歷準備做開端，帶入就學期間的學習經驗、參與系上活動及金

融證照準備，並介紹銀行業的工作與發展。 

學長分享他的學習歷程與實習經驗，鼓勵學弟妹認真學

習，積極參與企業實習。學長也介紹進入銀行業所需的金融證

照，希望學弟妹在就學期間做好準備。此次活動讓大二學弟妹

對銀行業有初步認識，也給予未來想選擇銀行業做為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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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金融博士學程 110 學年第一學期活動總整 

110 年 7 月 15 日辦理博一線上課程說明會，院長及學程主任給予博一新生就讀前的建議。 

110 年 8 月 13 日逢甲大學金融博士學術發展學會籌備會在福華飯店召開，推舉謝隆發學長為會長。 

110 年 9 月 25 日在福華飯店辦理迎新餐會，董事長、院長、學程主任及師長熱烈參與，並有各項表演節

目，場面熱絡。 

110 年 11 月 27 日辦理師生座談，學長姐就課程及指導教授等問題提出諮詢，院長與學程主任給予建議。 

110 年 12 月 12 日在商 512 辦理金融博班聚餐，由博三學長姐作東，以外燴方式聯繫同學情誼。 

 

金融碩士在職學程師生座談會                2021 年 11 月 6 日 

金融碩師生座談會邀請陳盛通院長、張倉耀主任、游志平老師及李宗儒老師，以簡單輕鬆的午餐座

談，加深師生間互動，透過學生的提問與分享，深入了解學生學習現況及生活所需之協助。陳院長表示

不論是學習上有遇到問題或上班空檔剛好過路學校，都歡迎大家到他的研究室找他聊聊。張倉耀主任、

游志平老師及李宗儒老師也表示學生若有任何問題，隨時歡迎找他們諮詢。 

 

財金系碩士班聯誼會                 2021 年 9 月 9 日 

今年疫情肆虐下，財金碩二學長姐仍於開學前，舉辦迎新活動，表達對碩一學弟妹的歡迎。活動由

劉炳麟主任開場並說明財金系課程制度規劃，學長姐也自主性發起抽直屬，讓學弟妹在未來碩士班生涯

中，同儕間互幫互助、相互鼓勵，亦可尋求學長姐的協助，進而對於碩士班生涯更增添學習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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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學院 110 學年第一階段專業證照獎勵 

110 學年第一階段專業證照獎勵計有 50 位同學提出 79 件申請，經審核計獎勵 79 件，其中 A 級 5

件，每件獎學金 5,000 元、B 級 14 件，每件獎學金 2,500 元、C 級 60 件，每件獎學金 500 元，共核發獎

學金 90,000 元。 

110 年度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為提早培育優秀研究人才，鼓勵學生執行研究計畫，儘早接受研究訓練，體驗研究活動、學習研究

方法，並加強實驗、實作之能力，科技部訂定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讓大二以上的學生在指

導教授的引導下，獨立完成計畫的研提及最後的結案心得報告。110 年度科技部核定 3173 件大專生計畫，

本校通過 98 件，金融學院有 7 件，占全校 7.14%。各學系獲補助學生名單及計畫名稱如下： 

姓名 學系/年級 計畫名稱 指導教授 

劉文渝 財金四 以去中心化金融為基礎發行 ERC20 虛擬代幣之電商集點制度 劉智華 

康書華 財金四 臺灣房地產與股市泡沫之偵測與二者相關性之研究 莊明哲 

黃一依 財金四 52 週高點與樂透型股票之股價報酬關聯性 簡正儀 

黃郁庭 風保三 金融檢查裁罰對保險公司競爭力的影響分析 張永郎 

吳育憲 風保三 台灣金融服務業創新發展樣貌與趨勢-以專利分析為主 王健航 

鄭定邦 財算四 天氣參數型農業保險結合物聯網裝置定價與商品設計之研究 陳彥志 

黃俊霖 財算四 台灣股票市場價格跳躍的交易資訊內涵 馮詩蘋 

風保系程怡蓁獲 109 年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創作獎 

程怡蓁同學大二時意外得知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的訊息，google 後發現可以提早體驗研究生撰寫

論文過程，抱持多認識風險管理與保險專業領域的態度，開始尋找指導教授。剛升上大二的怡蓁，專業

知識的學習仍顯不足，為了能完成計畫的研提，很認真的自學、閱讀各種文獻，在張永郎老師指導下，

順利提交計畫並獲得通過，於大三時歷經 8 個月的研究學習歷程，完成成果報告。怡蓁表示，學術研究

給予她的訓練，除強化個人邏輯思考的架構與論述能力，也瞭解如何運用數據分析工具探索問題，更養

成其清晰的表達能力。那份成就讓她體會到，只要認真付出，即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 

 

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為經科技部評定其研究成果報告具創意且成

績優良所頒發的獎項，每年 200 名，可獲得 2 萬元獎金及獎狀，其指

導教授並可獲頒獎牌，以資表揚。109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全國總共 3,132 件(本校獲補助 93 件)，程怡蓁同學之研究成果報告

能在 3000 多件計畫中脫穎而出，獲頒研究創作獎(本校有 8 件計畫獲

獎)，著實不容易。現在已經大四的怡蓁對自己的生涯一直都是勇於挑

戰，她始終相信「每一次踏出去的選擇，都可能改變自己的一生」。怡

蓁也以榜首甄試上本校風保碩士班，將繼續深耕她在專業領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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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學生參加 2021 金融科技校園創新創意競賽奪魁  金融創新場域添佳績 

金融創新場域跨領域畢業專題學生在指導教授鼓勵下，參加 2021 金融科技校園創新創意競賽，分別

榮獲大專組第一名及第三名，為金融學院金融創新場域新添佳績，也是對學生跨域多元學習的一種鼓勵

與肯定。 

競賽活動由朝陽科大金融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主辦，以「校園幣」為主題，期藉參賽團隊創新創意的

跨域思維，提出校園虛擬貨幣推動策略與營運模式具體可行之企畫，以深化金融科技教育與區塊鏈的應

用，激發金融科技之創新與創意發想，此部分由競賽評分項目之創新性及實務可行性佔 6 成即可見其重

要性。競賽分初賽與決賽兩階段，並以參賽隊伍所提企畫簡報之創新性、實務可行性、解決方案及預期

成效等評選出 24 隊進入決賽。本院財金四張方瑜、陳翊淇、許斐茜、李恩瑤、施育倫等 5 位同學(隊名-

八啦小分隊)在大專組 24 隊中脫穎而出，獲得第一名殊榮；財金四劉于瑄、黃洛潔、宋璨真等(隊名-肝是

好東西)亦榮獲第三名佳績，非惟學生之榮耀，也顯示金融學院金融創新場域跨域多元學習之教學成效。 

金融學院自 108 學年起規劃金融創新場域，透過金融科技輔修、場域特色課程和跨領域畢業專題，

並藉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學生社群及金融科技與大數據創新基地等輔導和共學平台，鏈結內外部資源，

培養學生量化交易、資料視覺化、雲端應用、風險管理、大數據分析和數位行銷等核心能力。邀請阿爾

發投顧陳志彥董事長、國泰投信鄭立誠副總經理、元大證券黃維誠總經理、元大期貨陳昱宏協理、台新

銀行葉書伯副總經理、遠東商銀柯忠榮協理等企業高階主管及其團隊，藉產學共授的創新教學，強化學

生金融實務應用，也為學生帶來職涯發展的助力。 

      
圖說：《八啦小分隊》與劉炳麟老師(右一)合影       圖說：《肝是好東西》與蔡函芳老師(左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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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屆吳家錄保險文教基金會獎學金頒獎 

 

圖說：財算學程獲獎同學與呂主任(中)合影 

   

圖說：風保系碩士班獲獎同學與張主任(右三)合影  圖說：風保系學士班獲獎同學與張主任(右三)合影 

110 學年劉純之教授紀念獎學金 

風保系為紀念劉純之教授，於 107 年設置劉純之教授紀念獎學金，鼓勵碩士班學生提升學業成績及

優秀學生就讀風保碩士班，並實質提供經費補助，讓學生安心就學。110 學年核定 8 位同學獲得獎勵。獲

獎名單及獎勵金額如下： 

粘雅惠 碩二 15,000 呂梅菱 碩二 15,000 林珉琪 碩一 10,000 王姿雅 碩一 10,000 

謝易霖 碩一 10,000 章珉禎 碩一 10,000 洪婉容 碩一 10,000 楊雅茹 碩一 10,000 

 

財算學程 12 月 1 日於商 512 教室由呂瑞秋主任頒獎，每

位獲頒獎學金一萬元及獎狀一紙。獲獎同學有財算四李文昌、

黃俊霖、李祐安及財算三吳欣怡、呂東憲、黃楨甯等 6 位。 

風保系 12 月 2 日在商 1007 教室由張吉宏主任頒獎，碩

士班獎學金二萬元，大學部獎學金一萬元。碩士班獲獎同學有

蔡方柔、劉昱函、吳芷寧、林莉芸、邱奕恒、曾政勝等 6 位；

大學部獲獎者有陳玟諭、林姍蒂、葉怡均、李佳晅、吳育憲、

蕭嘉偉、劉禹圻等 7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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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保系程怡蓁及謝易霖獲選第 22+1 屆保險信望愛「最佳校園菁英獎」 

第 22+1 屆保險信望愛獎 8 月 3 日舉行線上頒獎典禮，本院風保系程怡蓁同學及謝易霖同學受到評

審青睞，獲得「最佳校園菁英獎」。保險信望愛獎素有「保險屆奧斯卡」之美譽，是保險業界的年度盛事。 

今年因疫情影響，首度以虛實整合跨平台線上直播方式進行頒獎典禮，吸引全國金融保險業菁英與

民眾，同步線上觀看。為紀念 2019 年保險業的榮景，以及去年各公司在疫情中走過的每一步，特別將今

年的活動定名為「第 22+1 屆保險信望愛獎」。參加最佳校園菁英獎的競賽，除了需撰寫一篇保險教育心

得、在校學習的專業度外，參賽者對校內外社團與公益等社會投入也是評審的重要項目。 

程怡蓁同學說，感謝張永郎教授、張吉宏教授推薦，以及鄭琇蔓學姐的鼓勵，讓我在獎項的申請上

有更明確的方向，亦能將自己的經歷完整呈現出來。獲得保險信望愛校園菁英獎，不只是對自我價值的

一大肯定，也代表逢甲風保系對學生的優良培育。 

謝易霖同學則表示，系上邀請台中銀保經賴麗姿董事長擔任保險實務的講師，經賴董事長的推舉，

我鼓起勇氣角逐校園菁英獎，心想可以在未來工作上為自己加分。這是繼新光吳家錄基金會獎學金後參

加的大型獎項，在資料的準備上讓我更快上手。逢甲給了我們很多資源，不管是課業上或研究助理的學

習，帶給我很大的幫助。我也申請成了預研生，在研究和修課上都能把握時間，提早進入職場，逢甲絕

對是我幕後最大的推手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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