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傳章特約講座與學院師長共同探索金融人才培育 

面對高教經營的挑戰及金融產業的瞬息萬變，金融專業學院如

何打造特色化與差異化，從內外部環境的發展趨勢與分析，提出具

體行動策略，以培養金融產業未來人才。本院 4 月 22 日邀請中華經

濟研究院張傳章院長，就學院重點發展規劃及研究所教育改造，提

供其經驗與建議。李秉乾校長親自到場致送特約講座聘書。高承恕

董事長亦專程撥空前來，感謝張院長給予逢甲指導。 

本院去(2021)年 7 月與中華經濟研究院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備忘

錄，並於同年 8 月邀請張院長擔任本院特約講座。未來將繼續推動

教學與學術研究合作、舉辦學術演講、座談會…等，期能具體落實雙

方合作事項，也讓本院老師們藉交流互動的機會汲取寶貴經驗，應

用在個人教學與研究創新上。 

  

左圖：李校長(左)致送張院長特約講座聘書；右圖：張院長(右二)與師長合影 



  

學院大事記 
攜手產業共育人才 逢甲等五校聯盟與中信金

聯手開設跨校金融創新課程 

金融學院本 (110-2)學期鏈結國際產學聯盟

(GLORIA)之能量，與中信金及政大、清大、輔仁和

淡江聯手開設跨校金融創新課程，以共同培育金融

科技人才。本院開設「金融保險科技專題」，由金融

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陳彥志副教授擔綱授課，介紹國

內外金融科技和大數據的近期發展，包含新型支

付、投資理財、保險科技、區塊鏈應用、人工智慧

和數位行銷等主題。 

 
圖說：陳彥志主任擔綱開授「金融保險科技專題」 

跨校金融創新課程為國內首創跨校產學共通

課程，結合國內金融科技領域的專業師資與中信金

企業導師群，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機會參與中信

金內部實際創新孵化機制，並規劃結合校園創新提

案競賽。中信金除提供高額獎金及期末受訓機會，

也給予獲獎同學的提案實際落地之輔導機制。課程

著重在讓學生從競賽中學習，完整參與創新發想、

評估驗證、執行專案的過程，期能提升學生未來就

業競爭力。 

金融學院與成大、台灣資安鑄造合作  開啟行

動金融資安檢測服務 

為建立跨資安、金融及管理領域之專業整合服

務團隊，運用獨特創新的行動金融服務 APP 資安檢

測技術，協助金融業者檢測與確保數位金融服務場

域資訊與通訊安全，金融學院與成大、台灣資安鑄

造公司(以下稱 TCFC) 4 月 1 日在成大舉辦「金融

服務行動 APP 資安檢測服務產學合作」簽約儀式，

由陳盛通院長、金融科技研究中心李宗儒副主任出

席，並由陳院長代表簽署合作備忘錄。 

此次簽約啟動了逢甲、成大和 TCFC 三方產學

合作的序幕，未來將由本院專研智慧交易的李宗儒

副主任與成大 FinTech 商創中心李威勳教授帶領，

雙方共組研究團隊，以執行產學計畫、進行資安人

才培訓專案，期使學術界資安研發能量導入金融與

資訊科技產業，而學術界教研團隊也能從交流中瞭

解產業資安研發思維與技術需求，以共同培育金融

資安高階菁英。 

 
圖說：陳盛通院長(左四)、李宗儒老師(左二)出席簽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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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攜手喬安公司開辦金融科技課程 

為讓學生瞭解 Fintech 的發展及產業的實務操

作，金融學院風險與保險事業研究中心與喬安網路

平台公司在 110 學年上學期共同開辦金融科技課

程，期透過產學合作模式，以喬安十多年來經營網

路平台的經驗，帶給學生最真實的產業營運體驗。 

曾鹿鳴主任表示，喬安是本院產學聯盟廠商喬

美國際網路公司的子公司，本次與喬安合作，傳遞

互助保險的思維概念及保險科技的實務經驗，以落

實學用合一，讓學生畢業後能更快融入企業。這次

的合作，喬安除安排多位主管到場分享，也贊助相

關經費，以完成主題競賽，希望學生藉設計思考的

跨領域合作模式，為台灣保險產業提出創新方案，

以活化金融產業。 

 
圖說：(右為曾鹿鳴主任)攜手喬安共同開授金融科技課程 

 
圖說：喬安分享互助保險的思維概念及保險科技的實務經驗 

中部財金學術聯盟研討會在逢甲 111 年 5 月 6 日 

數位科技的興起，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形成

消費型態的改變與破壞式創新，亦加速金融業的轉

型。為因應大環境改變帶來的衝擊，今年研討會主

題除傳統財務理論，也聚焦於金融創新、金融科技

與大數據議題之探討。期透過產業與學術的激盪，

對金融產業未來發展帶來正向效益。 

中部財金學術聯盟研討會於 2000 年由逢甲、

東海與靜宜三校發起，迄今超過 20 年，由大中部

13 所大學之財務金融學系輪流辧理，也曾與台灣財

務金融學會和台灣財務工程學會合辦。今年因疫情

因素，雖以線上會議形式辦理，仍吸引約 200 位產

學界人士參與，計發表 26 篇論文。研討會並安排一

場教學論壇，由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計畫總主

持人黃俊儒教授分享「教學實踐研究的規劃與經

營」。並安排以「從財富管理轉型觀點看全球 AI 機

器人理財新趨勢」為主題之實務論壇，分別邀請阿

爾發投顧陳志彥董事長分享「機器人理財 2.0--嵌入

式金融之新金融生態圈」，以及永豐金證券江偉源

總經理分享「有溫度的智能理財從財管實務創見需

求」，皆引發了參與者的熱烈討論。 

 

 
上圖：教學論壇、下圖：實務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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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日期：111 年 5 月 10 日 

講者：大任國際法律事務所陳建宏主持律師 

講題：訂立契約停看聽---淺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制 

為讓同學瞭解訂立契約時應注意的事項，以及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的相關規定，風保系邀請陳建宏

律師向同學介紹與討論。 

陳律師首先以日常生活常見的例子，如購買車

票、買咖啡、締結保險契約、自動販賣機設置、網

路購物等，說明包含要約及承諾、意思合致、交錯

要約、意思實現等概念，以及訂定契約的資格與能

力，讓同學瞭解。 

接著，介紹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制，就金融消費

者保護法之內容，諸如金融消費者的定義、廣告內

容真實性的確保、適合度原則的審核、告知說明義

務的履行、違反適合度原則及告知說明義務的法律

效果等。並藉由相關案例與實務案件的介紹，讓同

學們受益良多，也能認識自己在法律層面的權利與

義務。 

 
圖說：陳律師淺談訂立契約應注意事項 

日期：111 年 4 月 28 日 

講者：政治大學余清祥教授 

講題：癌症長壽風險及討論 

財算學程邀請余清祥教授蒞臨分享「癌症長壽

風險及討論」。余教授為精算、保險以及人口相關領

域知名專家，與政府單位、保險產業曾有多次合作。

在生命表與長壽風險議題，擁有豐富實務經驗。 

余教授表示，癌症的人數與發病率逐年增加。

透過健保資料分析，也同時觀察出健康壽命在縮

短，以及癌症首發年齡下降的趨勢。這些訊息都與

保險公司的訂價策略、商品設計息息相關。訂價策

略需考慮模型風險、趨勢風險以及偶發風險等三類

風險。癌症的發展趨勢則為趨勢風險的一環。此次

演講讓老師及學生都獲益良多，也激發許多討論，

開展未來相關研究的可能性。[撰文：梁穎誼老師] 

 

 
圖說：余清祥教授演講分享並與聽講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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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日期：111 年 4 月 8 日 

講者：土地銀行張卓煒襄理 

講題：金融科技之未來發展與金融業應備之職能-以

土地銀行為例 

財算學程邀請張卓煒襄理分享金融業應備的

職能。張襄理說，大學時期應該好好專研課業，像

他在學生時期，每個科目都會買多本參考書，一本

一本的讀完，也把題目都做完，雖然看起來要讀很

多東西，但其實每本參考書大同小異，所以讀的東

西其實沒有變很多。另外也提到，每個人都要去了

解自己，找到方法讓自己看過的東西可以記住。 

襄理也跟提到要建立好的人際關係、足夠的抗

壓性。未來進入職場，將有非常多事情要做，所以

要學會規劃，有系統的處理問題，做起來比較有效

率。最後也提到軟硬體能力、英文檢定及證照對未

來非常重要，建議我們可以利用寒暑假多考一些證

照。[撰文：財算一黃雅鈴] 

 

 

圖說：張卓煒襄理演講分享並與呂瑞秋主任(左)合影 

日期：111 年 3 月 18 日 

講者：美商達信(MARSH)保險經紀人公司沈義舫

副總經理 

講題：COVID 疫情對國際保險市場之影響與發展 

Covid-19 對全世界的影響將近 2 年時間，許多

店家倒閉、運輸成本增加導致通貨膨脹、供應鏈變

動加速各國進行產業分工與重組的步伐，疫情到底

從何而起早已不是重點。為讓學生瞭解疫情對國際

保險市場的影響，風保系邀請沈義舫副總解析。 

保險市場隨著國際情勢發展成硬市場 (Hard 

market)或軟市場(Soft market)，頻繁發生的損失迫

使保險公司必須收取更高的保費來平衡賠款的支

出。從資本額來看，國內任何一家保險公司相較於

上市上櫃公司都是杯水車薪、無法完全承擔上市櫃

公司所有的風險；從擁有的訊息量來看，臺灣的保

險公司以國內中小型企業為經營重心，因此對全球

市場的情勢變化不若以再保險公司為合約對象之

保險經紀人公司敏感，獲取資訊的速度也會較慢。 

全球再保險市場全部險種的費率在美、歐、亞、

大洋洲各洲市場從 2019 年第一季開始上漲，直到

2020 年第三季才緩慢持平，其中又以財務性保險

(如董監事專業責任險)的成長幅度最顯著。值得注

意的是，在亞洲市場，臺灣的保費漲幅相對於其他

如中國、日本、印度等是相對不明顯的。 

 
圖說：沈義舫副總經理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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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金融學院 

111 年 6月9日「投資與風險管理教師社群」邀請統一投信章錦正副總經理演講，講題通膨下的投資策略。 

111 年 6月8日邀請 David Chuang 業務協理、Tia Chang 事業群總經理進行金融科技課程分享，講題 Gartner 

Intro to Academia。 

111 年 6月2日「投資與風險管理教師社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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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5月27日「金融科技教師社群」邀請安侯企業管理顧問公司陳政勳風險顧問部經理演講，講題銀行業

風險管理的科技運用現況與發展。 

111 年 5 月 23 日邀請台大財金系何耕宇教授演講，講題 Do Top-Tier Scientific Journal Publications Improve 

Corporate Innovations?。 

111 年 5 月 7 日「金融創新微學程-機器人理財」邀請阿爾發投顧陳志彥董事長實作專題演講，講題投資組

合建置。 

111 年 4月29日「金融科技教師社群」邀請讀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徐金聖執行長演講，講題數位金融趨勢下

的體驗策略與服務創新。 

111 年 4 月 22 日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張傳章院長演講，講題國際淨零碳排現況、CBAM 與我國面臨的挑

戰。 

111 年 4月21日「投資與風險管理教師社群」邀請國泰投信鄭立誠副總經理演講，講題 ETF 市場發展近況。 

111 年 4月15日「金融科技教師社群」邀請台灣資安鑄造公司毛敬豪執行長演講，講題供應鏈資安在金融科

技下的威脅與機會。 

111 年 4月6日「金融科技教師社群」邀請元智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莊惠菁老師演講，講題財務文字資料分析

與應用。 

111 年 3 月 12 日「金融創新微學程-機器人理財」邀請阿爾發投顧陳志彥董事長演講，講題風險屬性衡量。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11 年 3 月 28 日邀請郭德進律師事務所郭德進主持律師演講，講題經營風險與保險訴訟案件實例解析。 

111 年 3 月 25 日邀請信利保險經紀人公司黃範董事長演講，講題 Lloyd’s of London。 

111 年 3 月 11 日邀請藍海離岸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施南光董事長演講，講題離岸風電風險管理與融資銀行保

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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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財務金融學系 

111 年 1 月 14 日邀請奧斯汀講座教授姜寄南先生演講，講題 Evidence of market risk, policy uncertainty 

and pandemic upheaval on global stock returns。 

辦理「金融證照與職涯規劃」課程，並安排金融產業講堂，場次如下： 

 111 年 5 月 26 日邀請會計師事務所葉芝彣小姐分享會計業。 

 111 年 5 月 19 日邀請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洪豐貴先生分享公股銀行。 

 111 年 5 月 12 日邀請中國信託市政銀行林秀貞小姐分享民營銀行業。 

 111 年 5 月 5 日邀請玉山銀行李鑑祐先生分享民營銀行業。 

 111 年 4 月 28 日邀請元大投信洪依㚬小姐分享投信業。 

 111 年 4 月 21 日邀請保險代理公司鐘鋒鍵董事長分享保險代理業。 

 111 年 4 月 7 日邀請裕隆汽車製造吳庭熏先生分享公司財務。 

 111 年 3 月 31 日邀請中租迪和簡正宙分享租賃業。 

 111 年 3 月 24 日邀請鼎玉家族辦公室林群貿先生分享家族企業傳承。 

 111 年 3 月 17 日邀請元大期貨游京州先生分享期貨業。 

 111 年 3 月 10 日邀請南山人壽經理鄂秌蓁小姐分享人壽保險業。 

 111 年 3 月 3 日邀請台新銀行陳光陽先生分享企業金融。 

 111 年 2 月 24 日邀請中國信託證券文心分公司黃以學業務襄理分享證券業。 

金融博士學程 

111 年 4 月 30 日邀請中研院經濟所研究員周雨田演講，講題波動模型與應用。 

111 年 3 月 19 日邀請前東海大學法律系林騰鷂教授演講，講題全面檢視股票當沖交易課稅減半案。 

111 年 3 月 5 日邀請銘傳大學財金系李修全主任演講，講題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odern Portfolio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R。 

111 年 2 月 20 日邀請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林建甫教授演講，講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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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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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研究與動態 
英國 IDEAS 經濟學家評比  金融學院張倉耀

特聘教授奪魁 

英國 IDEAS 日前發布 2022 年 2 月經濟學家最

新排名，在臺灣 74 個機構 252 位作者過去 10 年的

研究發表中，金融學院張倉耀特聘教授以其頂尖計

量技術研究榮登桂冠，其學術成就為本院學術能量

產生加值，亦為台灣在全球學術界爭取極大殊榮。 

 

張特聘教授受邀擔任 Frontier in Public Health 

VOL I, II and III 的 Guest Editor，以及由英國

University of Warwick 發行之 SSCI 期刊 Applied 

Economics、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的副主編，

而且是副主編群裡唯一台灣代表。 

許文彥特聘教授、陳彥志副教授再度榮獲

MSIG 交通安全研究獎助 

交通事故一直是道路安全的核心關鍵，如何降

低交通事故對個人與家庭的影響，須要從社會與產

業端著手。MSIG 三井住友海上集團設置交通安全

研究獎助，希望能實際運用這些研究成果，對社會

做出更多的貢獻。本院風保系許文彥特聘教授與財

算學程陳彥志副教授合作之「台灣遊覽車車聯網保

單的訂價」研究，榮獲「2021 年 MSIG 三井住友海

上集團交通安全研究獎助」。兩位老師連續兩年提

出的研究主題均能夠獲選，著實讓人佩服，亦顯示

其於提升交通安全品質的研究著有貢獻。 

 
圖說：陳彥志老師(前排右 4)出席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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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研究與動態 
期刊論文(111 年 2 月至 111 年 7 月發表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之論文) 

 Chi-Wei Su, Khalid Khan, Muhammad Umar, Tsangyao Chang (張倉耀、財金系)；Renewable energy in pris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Uncertainty；Renewable Energy；189；pp467-478；2022/03。 

 Zhenkai Yang, Mei-Chih Wang, Tsangyao Chang (張倉耀、財金系), Wing-Keung Wong, Fangjhy Li； Which 

Factors Determine CO2 Emissions in China? Trade Openness, Financial Development, Coal Consumption, 

Economic Growth or Urbanization: Quantile Granger Causality Test；Energies；15；2450；2022/03。 

 Fangjhy Li, Tsangyao Chang (張倉耀、財金系), Mei‑Chih Wang, Jun Zhou；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expenditure, CO2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BRICS countries—based on the Fourier ARDL 

model；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9:10908–10927；2022/03。 

 Mei-Chih Wang, Tsangyao Chang (張倉耀、財金系)；Jennifer Min (2022) Revisit stock price bubbles in the 

COVID-19 period: Further evidence from Taiwan’s and Mainland China’s tourism industries；Tourism 

Economics；28(4)；951–960；2022/02。 

 吳仰哲 (財金系 )；A Well-Designed Implement for Promoting Population Health and Property via 

Insurance；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9:700021；2022/01。 

 吳仰哲(財金系)；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in Chinese Firms: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Sustainability；14；1555；2022/02。 

 吳仰哲(財金系)；Can direct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save the stock market?；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84；271–284；2022/03。 

 吳仰哲(財金系)；Capital Structure Choices and Stock Market Volatility: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The Chinese Economy；forthcoming。 

 呂瑞秋(風保系)；A Study On Revenue Insurance Buying For Custard Apple In Taiwan: Perspectives From 

Prospect Theory And Ambiguity Preferenc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 

10 No. 2；pp 111-118；2022/04；ECONLIT。 

 宮可倫(風保系)；Multi-population mortality modeling: When the data is too much and not enough；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Volume 103；pp 41-55；2022/03；SSCI/SCI。 

 游志平(風保系)；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and the Fractal Market Hypothesis: Interfluves, 

Fusions, and Evolutions；SAGE Open；pp1-8；2022/03；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221082137；SSCI。 

 梁穎誼(風保系)；Selection Effect Modification to the Lee-Carter Model；European Actuarial Journal；

https://doi.org/10.1007/s13385-022-00312-6；2022/04；ESCI 。 

 Yen-Chih Chen(陳彥志、財算學程), Yin-Yee Leong(梁穎誼、風保系)；The Effect of Cyber Risk Management 

Services in Insurance Policies；Advances in Pacific Basi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Finance (科技部財務領

域 B 級期刊)；Volume 10；p159-172；2022/03。 

 賴煥升(風保系)；保單承保模式與保險事故舉證責任關係之探討；財產法暨經濟法；65 期；pp147-181；

2021/09；TCI-H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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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研究與動態 
會議論文(111 年 2 月至 111 年 7 月發表在學術會議中之論文) 

 Chien-Wen Yang (楊茜文、財金系) and Yi-Shan Hsieh；Cash Holdings and Firm Life Cycle: Evidence from 

Listed and Unlisted Taiwanese Firms ； 93rd International Atlantic Economic European Conference ；

2022/03/30-04/02；Virtual Meeting。 

 Yi-Shan Hsieh and Chien-Wen Yang (楊茜文、財金系)；Fight with Risks: The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of 

Mortgage Rates In the Urban Housing Market；93rd International Atlantic Economic European Conference；

2022/03/30-04/02；Virtual Meeting。 

 莊明哲(財金系)；Determination of bid-ask prices for illiquid options and applications to index options；

中部財金學術聯盟研討會；2022/05/06；逢甲大學。 

 呂瑞秋(風保系)；A study of invest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cross-se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ze, value, 

momentum, and intangible capital in the Taiwan stock market；2021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Conference；2021/12/11；台北。 

 游志平(風保系)；不同風險分量，不同「訊息不對稱」效果？；2021 後疫情時代下的企業管理與挑戰國

際研討會；2021/12/08；台北。 

專書(111 年 2 月至 111 年 7 月經公開出版之論文集或教科書) 

 許文彥(風保系)；人壽與健康保險；新陸書局；2021/10。 

 曾鹿鳴(風保系)；人身風險管理與保險；華泰文化；2021/08。 

執行中研究計畫(111 年 2 月至 111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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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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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與經濟增長關係之再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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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約風險與長壽交換契約之評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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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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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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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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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研究與動態 
執行中研究計畫(111 年 2 月至 111 年 7 月期間仍在執行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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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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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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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文彥(風保系)、黃孝慈(風保系)；自小客電動車保險現況與未來新式保險商品之探討；企業部門計畫；

執行單位-金融科技研究中心；2022/1/24-2024/9/30。 

 許文彥(風保系)、陳彥志(財算學程)；終身醫療險住院理賠頻率與理賠金額之研究；企業部門計畫；執行

單位-金融科技研究中心；2022/3/1-202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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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文彥(風保系)；軍人保險轉型年金制可行性研究；政府部門計畫；執行單位-金融

科技研究中心；2022/5/26-2022/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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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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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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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賀！金融學院 111級畢業生獲獎 

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林挺正｜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張澔文｜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蔡方柔｜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班 

李至為｜財務金融學系  黃一依｜財務金融學系  郭家君｜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楊善惠｜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畢業生學業優良獎 

林挺正｜金融博士學位學程   王冠婷｜金融碩士在職學程 張澔文｜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林珉琪｜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碩士班 余佑澤｜財務金融學系  吳沛臻｜財務金融學系 

宋燦真｜財務金融學系    黃浩成｜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郭家君｜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章家琪｜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畢業生礪德獎 

張方瑜｜財務金融學系  張芷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黃奕璿｜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畢業生天行獎 

余珮嘉｜財務金融學系 

畢業生及人獎 

陳冠宇｜財務金融學系  邱仕旻｜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林欣平｜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楊卓起｜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畢業生力學獎 

黃一依｜財務金融學系  程怡蓁｜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章家琪｜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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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111 級畢業典禮花絮 

金融博士學程       111年 5月 28日 

金融博士學程舉辦 111 級畢業典禮，高承恕董

事長、陳盛通院長、張倉耀主任、劉炳麟主任、曾

鹿鳴老師等師長蒞臨。當天由高董事長為畢業生正

冠，院長、主任及師長們頒發獎狀及禮物給畢業生，

活動溫馨感人。學程亦製作影片以傳達同學間的好

感情與離別的不捨及祝福，指導教授也以影片祝賀

學生。畢業生祝福學弟妹學業順利並表達對師長與

學程的感謝。今年畢業生計博三黃勝勇、陳俊宏、

林挺正、藍志中、廖盈潔、吳慶雄、林群貿、施南

光、簡碧英、郭明鴻等 10 位。 

金融碩士在職學程      111年 5月 28日 

今年畢業典禮由碩一學弟妹精心籌備，準備刻

有學長姐姓名和系所英文縮寫的鋼筆，及閃著美麗

燈光的小熊花束，乘載著學弟妹對學長姐滿滿的祝

福，畢業生也回送高雅大方的花束，感謝教導與協

助他們的師長和一起相處的學弟妹。 

當天，陳盛通院長、張倉耀主任、康淑珍老師、

呂瑞秋老師、曾鹿鳴老師、陳彥志老師、郭長榮老

師、康裕民老師、林曉琪助教、孫莆荃助教、隨班

助教呂東憲、隨班助教陳翊嘉等，以及在校生王𩃀

糧、李萌葳、李爾清、李韻茹、卓彥廷、蔡孟儒、

趙君宇、董曉芳、郭正揚、許哲維、余逸芳、鄭涵

云、鄭至凱、林岑芳等蒞臨盛會。今年的畢業生計

莊千力、王冠婷、陳雪玲、林君頤、蔡景隆、郭喬

華、郭艷秋、洪誠佑、巫庭昌、洪貴玲、劉子綝、

吳嘉宜、陳熙寰、蔡謹竹等 14 位。 

圖說：師長與金融博士學程畢業生合影 

圖說：師長與金融碩士學程畢業生及在校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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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111級畢業典禮花絮 

財務金融學系       111 年 6 月 9 日 

鳳凰花開的季節，代表畢業季的到來。疫情雖

嚴峻，財金系師長與全體系學會學弟妹仍懷著滿滿

的祝福，在 6 月 9 日舉辦混成畢業典禮，並由簡正

儀老師代表師長們祝福畢業生前程似錦。 

 

今年特別準備小花束酒精瓶做為畢業生禮物，

期許他們未來能運用所學對抗「病菌」。 

 

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111 年 6 月 17 日 

財算學程第六屆畢業典禮邀請陳盛通院長、呂

瑞秋主任、馮詩蘋老師、陳彥志老師、梁穎誼老師

及莊明哲老師等師長出席。今年因疫情影響採混成

方式進行，讓不能蒞臨現場的畢業生及家長也能參

與，一起祝福與歡送畢業生。 

典禮由師長引領畢業生進場拉開序幕，並由系

學會為畢業生獻上向日葵，祝福畢業生未來光明燦

爛。回憶當年青春生澀的大一新鮮人，經過畢業專

題嚴謹的訓練，蛻變為學有所成的畢業生，感謝師

長諄諄教誨，父母的培育與支持。 

當天亦表揚表現優秀的畢業生，包括斐陶斐榮

譽學會會員楊善惠、台中市 110 學年模範生黃俊霖、

學業優良獎章家琪、礪德獎黃奕璿、及人獎楊卓起、

力學獎章家琪、通過 SOA 考試、繼續升學、參加企

業實習、系學會幹部及班代熱心服務等獎項。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11 年 6 月 18 日 

111 級畢業典禮開始前畢業生紛紛到達會場，互相問候關心、談論未來， 氣氛中多點溫馨也多點感傷。

典禮由張吉宏主任致詞拉開序幕，接著在校生代表致詞，講述畢業生們不捨的情感，也祝畢業生未來一路

順遂。畢業生代表則用文字勾勒在學生涯的點點滴滴，為成長過程所經歷的歡笑與淚水感動不已。大學四

年看似漫長，但也轉瞬即逝，回想大一剛入學時滿懷憧憬，一路有同學與老師們的陪伴，終也跨過這旅程，

踏上夢想的道路。活動尾聲，畢業生集合在草地將手中方帽拋往天際，象徵畢業生各奔東西。祝福畢業生

們展翅高飛，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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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金融碩士在職學程系列活動 

為協助新生儘快融入學程，於 5 月 29 日舉辦

線上新生說明會，邀請陳盛通院長、張倉耀主任、

游志平老師與即將碩二的學長姐參與。師長們暖心

的勉勵與支持，拉近了師生間的距離，學長姐熱心

分享在學心得及助教詳細的系務與課務介紹，讓新

生充分感受到師長及學長姐歡迎他們的加入。 

 

為關心學生的學習，增進師生的瞭解，於 3 月

12 日辦理師生座談，以簡單輕鬆的午餐座談，讓學

生提問與分享，張倉耀主任、游志平老師及李宗儒

老師並叮嚀學習進度。當天也邀請碩二班代蔡謹竹

分享讀書心得與辦活動的小技巧，讓學弟妹依師長

給予的目標前進，踏著學長姐曾經走過的路，努力

精進，實現自我價值，成為金融碩班的驕傲。 

 

財務金融學系系列活動 

為讓學弟妹對未來能清楚規劃與瞄準目標前

進，4 月 23 日辦理期中實習成果發表，由大四在各

企業實習學生分享在企業的實戰感想與工作內容。 

110 學年下學期共媒合 11 家企業，包括第一銀

行、三信商銀、玉山銀行、板信商銀、國泰世華銀

行、玉山證券、元大證券、永豐金證券、富邦產險、

陽信商銀、三商美邦人壽等，由實習委員推薦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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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藉期中返校座談，由實習同學

分享在企業擔任職務及實務工作經驗。實習導師並

勉勵同學能透過本次實習機會，為未來進入職場儲

備滿滿的能量與實力。 

 

為瞭解碩士班學生學習狀況，開闢學生與老師

間溝通橋樑，2 月 22 日辦理碩士班職誼會活動，讓

學生在遇到困難時，除同儕間互相幫助、相互鼓勵，

亦可尋求師長或學長姐的協助，進而對碩士生涯增

添學習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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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吳奇螢系友與學弟妹分享職場心得 

財算學程 4 月 1 日邀請吳奇螢系友回娘家，

與學弟妹進行職涯分享，讓學弟妹更加認識精算

領域的工作概況。吳奇螢系友目前任職於香港商

德勤太平洋企業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管

理諮詢部，吳學姐表示，精算證照在精算行業是

非常重要，實習更是在求職時相當重視的產業實

務經歷。因為實習可以讓公司了解你對公司商品

是否瞭解、熟悉。 

 

精算工作主要在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管理

顧問公司及精算系統公司，以保險公司為主。證照

則是加薪或獎金的依據，因此，學姐鼓勵學弟妹多

參加證照考試。學姊分享的資訊，讓學弟妹獲益良

多，也對精算更加認識。[撰文：財算三呂東憲] 

 
圖說：吳奇螢學姐與梁穎誼老師(右)合影 

金融博士學程聯誼餐會 

金融博士學程 3 月 19 日由博二學長姐主辦聯

誼餐會及送舊活動，場面熱絡溫馨。 

 

永續金融研究中心 CFP 國際證照班 

永續金融研究中心與三商美邦人壽合作辦理

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企業包班課程，已開設

模組三-員工福利與退休金規劃(4月中旬至5月底)；

模組五-租稅與財產移轉規劃(6 月初至 7 月中)；模

組六(6 月 19 日開始上課)。上述課程分別於中區及

南區採實體或視訊模式上課。 

  
左圖為模組三中區實體班、右圖為模組五中區實體班 

  
左圖為模組三南區視訊班、右圖為模組五南區視訊班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3+1 / 7+1 實習學程計畫 

  培育保險專業人才，進行學用合一的人才養

成，風保系與新光產險、明台產險、富邦人壽、中

國人壽、遠雄人壽(院級)、和泰產險(院級)，推動研

究所及大學部學生於碩二下及大四下至企業進行

實務學習，期建立學用合一平台，企業可培養優秀

學子，厚植培育金融保險專業人才，協助企業持續

成長；學生可增加至企業實習及就業之機會，強化

實務知識，達到雙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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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榜 

財金碩班張芯慈榮獲臺灣銀行經濟金融論文獎優選 

張芯慈同學在謝依婷老師的指導下，以「建設業銀行往來關係」論文獲選碩士組優選，獎金 2 萬元。

臺灣銀行經濟金融論文獎迄今已邁入第 6 年，台銀表示希望藉此活動開創臺灣財經的創新研究，並培育具

潛力的財經研究人才，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張芯慈說，這是她第一次參加投稿活動，除了感謝努力認真的

自己，更是非常感謝指導教授謝依婷老師的鼓勵，才能有此殊榮。 

金融學院近年已有多位博碩士班學生參加臺灣銀行經濟金融論文獎徵選活動，也都有優秀表現，見

證本院博碩士學生在經濟金融領域之研究能量。 

 

金融學院 110 學年第二階段專業證照獎勵 

110 學年第二階段證照獎勵有 104 位同學提出 168 件申請，經審核計獎勵 168 件，含 A 級 2 件，每件

獎學金 5,000 元、B 級 29 件，每件獎學金 2,500 元、C 級 137 件，每件獎學金 500 元，共核發 151,000 元。 

蘇文斌老師紀念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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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蘇文斌老師家屬提供獎學金。每學年

名額 2 名，每名提供新台幣 2 萬元獎學金及獎狀乙紙。110 學年由風保碩一林珉琪、風保碩二林莉芸兩位

同學獲得獎勵。 

財算學程學生通過美國精算學會 SOA 精算考試 

四年級呂東憲通過 SOA EXAM FM 

四年級余曉理通過 SOA EXA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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