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院大事記 

逾 400 人齊聚 學習後疫情時代的新經濟與企業永續發展 

金融學院於 2021 年成立「陽肇昌教授紀念講堂」，去年 4 月

辦理首場「陽肇昌教授百歲冥誕紀念研討會」反應熱烈；今年延續

肇昌講堂成立初衷，12 月 4 日在啟垣廳以「後疫情台灣的國際政

治經濟與金融局勢」為主軸舉辦論壇，逾 400 位校友與產學界人士

參加盛會。 

圖：高董事長(右 4)、王校長(右 5)、周筱玲副董(前

排左 1)、張振山局長(前排左 3)及傑出校友們合影 

2022 年肇昌講

堂論壇以三場精采

的講座畫下圓滿句

點，與會者對三位主

講者精闢且前瞻的

見解與剖析，表示獲

益良多，不虛此行。 



  

【逢甲之後的我】 第 23 屆傑出校友精彩分享 

11 月 15 日是逢甲的生日，今年更特別定為傑出校友日，

除表揚第 23 屆傑出校友，也安排四場難得且精彩的論壇，讓

逢甲 60 Plus 校慶系列活動在這一天達到最高點，也讓久違的

校友回到校園，與學校重新串起歡樂、喜慶的連結。 

當天下午，金融學院與商學院共同邀請大商學院傑出校

友分享其豐富的人生閱歷。7 位傑出校友對論壇的主題【逢甲

之後的我】給予高度的肯定，也表達是逢甲造就今日的他們，

以身為逢甲人為榮。 

 

成功不一定能複製，但絕對有極高的參考價值。這些傑出

校友無私分享其人生精華閱歷，足為學弟妹學習之楷模。20 萬

校友始終是學校堅實的後盾，對學弟妹的提攜、照顧亦是不遺

餘力，充分表露逢甲人關愛之情。期許所有逢甲人繼續同行，

為台灣教育再創新頁。 

 

學術活動 

用投資改變世界 國泰金控校園巡迴

論壇在逢甲 

國泰金控持續投入 ESG，以「氣候」、

「健康」、「培力」作為三大 ESG 發展主

軸，透過長期策略推動「青年培力」及「責

任投資」，2022 年攜手台灣影響力投資協

會，將「影響力投資」與「SDGs」納入

重點知識傳播，巡迴全台 6 所大專院校，

期能啟發青年學子關注永續議題，並付

出行動影響他人。111 年 9 月 27 日在逢

甲大學盛大舉辦下半年度第一場，邀請

國泰產險副總經理翁翠柳、三商美邦人

壽行銷長張財源及逢甲大學金融學院院

長陳盛通，分享及對焦 SDGs 與綠色金融

等議題對環境與社會的影響力。 

 
(左起)吳道揆執行長、翁翠柳副總、張財源行銷

長及陳盛通院長進行專題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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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2 年 11 月 21 日 

講題：淺談大數據 / AI 模型實務的應用 

講者：中信金控台灣人壽(營運規劃二部)卓昭賢協理 

為讓學生瞭解大數據對現代社會的重要性，風保系邀請台

灣人壽卓昭賢協理分享大數據/AI 模型實務的應用。卓協理說

在科技發展的現在，行動支付讓網路購物更為便利。 

大數據的應用係透過蒐集眾多個人的資料匯聚起來，再由

專家透過資料分析，便可以知道某人的習慣、偏好。能掌握的

資料越多，就能夠越有效、精準的預測市場的發展。接著談消

費者行為趨勢在過往與現今的差異。科技的發達使我們可以透

過網路比價、線上付款或貨到付款購買產品。為讓線上購物更

有保障，而以 OTP 密碼減少信用卡遭盜刷風險。 

 

在保險方面，例如 UBI、AI 健康分等，是大數據的應用實

例。現階段連結健保快易通只能得到近三年的資料但並沒有用

藥指示；未來如果能有用藥指示，在核保上就會相對精準。 

專題演講 

日期：2022 年 11 月 8 日 

講題：風險管理與產險實務 

講者：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台

中分公司鄧文傑資深經理 

產險在實務上應注意哪些事項？風

保系邀請新安東京海上產險鄧文傑經理

分享「風險管理與產險實務｣，以讓學生

瞭解實務上的細節。 

鄧經理首先談到產險的基本概念，

也說明各家產險公司的組織架構，以及

核保與理賠該注意的問題，並提及這些

重複性高的工作將會被所謂的金融科技

(FinTech)、保險科技(InsurTech)所取代。 

 

日期：2022 年 11 月 2 日 

講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與評議案例解析 

講者：宜和國際律師事務所郭浩恩資深律師 

 

風保系邀請宜和國際律師事務所郭浩恩資深律師

蒞校談近期金融評議中心各式金融消費糾紛，及對金融

消費爭議的處理機制。郭律師首先說明評議中心與法院

兩種紛爭解決機制的差別，並對保險類的金融評議案件

進行焦點分析。接著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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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說明義務的踐行、違反適合度原則及

告知說明義務的法律效果等。最後對今年受矚目的防疫

保單爭議，和同學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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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學院 

111 年 12 月 19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國泰投信許振民協理演講，講題高資產客戶的投資策略和客戶經營。 

111 年 12 月 16 日投資與風險管理教師社群邀請國泰投信鄭立誠副總演講，講題資產管理公司的 ESG 發展

現況。 

111 年 12 月 12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法金中二區魏世育資深經理協同本校教師團隊評論創新服務與使

用者行為分析課程小組作業-分析平均收盤價低於 10 元以下上市櫃企業股價偏低原因。 

111 年 12 月 8 日金融科技教師社群邀請元大銀行數位金融部柯怡伶經理演講，講題認識數位金融。 

111 年 12 月 8 日邀請元大銀行數位金融部詹雅慧副理演講，講題數位金融大解密。 

111 年 12 月 8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國泰投信投資研究總處林生華投資研究襄理演講，講題 AI 在資產管理

業應用。 

111年 12月 8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高師大數學系葉倚任老師演講，講題Recent advances in text recognition。 

111 年 11 月 29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明台產險陳嘉文總經理演講，講題 UBI 與大數據在車險的應用。 

111 年 11 月 28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國泰投信投資研究總處楊俊禮投資研究副理演講，講題金融投資研究

的資料科學專案。 

111 年 11 月 28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法金中二區魏世育資深經理演講，講題授信案例-銀行授信違約案

例之探討(潤寅詐貸案及其他實務案例分享)及法金 MA&ARM 職務說明和面試攻略。 

111 年 11 月 24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鼎玉家族辦公室林群貿執行長演講，講題碳資產 VS 金融科技。 

111 年 11 月 24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國泰投信指數商品部鄭凱允研究副理演講，講題 ETF 資產配置及策

略。 

111 年 11 月 21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法金中二區魏世育資深經理演講，講題法金授信產品之應用介紹

-以中小信保融資及自償性融資商品為例。 

111 年 11 月 21 日金融科技教師社群邀請新光人壽廖晨旭資深協理演講，講題保險科技運用現況與發展。 

111 年 11 月 18 日投資與風險管理教師社群邀請復華投信全權委託二處張力文協理演講，講題指數化投資

與操作、搭配機器人理財。 

111 年 11 月 14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法金李宗杰資深協理演講，講題土地建築融資貸款案例分享。 

111 年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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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期權市場展望。 

111 年 11 月 10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期貨曾郁婷專業襄理演講，講題 MultiCharts 交易策略開發理念

與績效分析。 

111 年 10 月 31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法金李宗杰資深協理演講，講題從公司治理風險及預警指標看銀

行授信風險。 

111 年 10 月 24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法金李宗杰資深協理演講，講題法金徵、授信基本概念介紹。 

111 年 10 月 24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法金林哲欽資深協理演講，講題法人金融組織和業務介紹。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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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學院 

111 年 10 月 20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期貨曾郁婷專業襄理演講，講題 MultiCharts 進階功能介紹。 

111 年 10 月 17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投資銀行業務部曾建智協理演講，講題興櫃公司估值案例實作。 

111 年 10 月 6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期貨曾郁婷專業襄理演講，講題 MultiCharts 策略實務開發。 

111 年 9 月 29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期貨曾郁婷專業襄理演講，講題程式交易概論與設計與分析

MultiCharts 基礎語法。 

111 年 9 月 26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投資銀行業務部曾建智協理演講，講題興櫃公司訂價實務分享。 

111 年 9 月 19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投資銀行業務部曾建智協理演講，講題 IPO 公司於資本市場的第一

次訂價。 

111 年 9 月 12 日金融創新場域邀請元大期貨周筱玲副董事長演講，講題法金業務簡介。 

財務金融學系 

111 年 11 月 23 日投資學課程邀請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簡仲明總經理分享人生階段與風險因應。 

111 年 11 月 22 日邀請統一投信董永寬總經理演講，講題小錢滾出大財富-青年學子必備的傳家寶。 

111 年 10 月 28 日不動產投資課程邀請遠雄房地產洪健倫與李亭儒專員分享台中房市概況。 

111 年 10 月 25 日財金概論課程邀請台灣金融研訓院金融測驗中心楊博凱所長分享金融證照與職涯發展。 

111 年 10 月 18 日邀請徐慧敏老師演講，講題履歷撰寫與面試技巧。 

111 年 10 月 4 日邀請第一銀行信託處林鈺恩副理演講，講題全方位信託實務分享。 

111 年 9 月 27 日邀請中國信託綜合證券楊森傑業務協理演講，講題台灣資本市場概況及投資銀行業務發

展。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11 年 12 月 15 日邀請中華開發資本余珊蓉資深副總經理演講，講題防疫險-金管會是否管過頭、踩過界？ 

111 年 11 月 1 日邀請喬安網路平台公司何淑美總監演講，講題安家 30 的實戰經驗~團隊經營篇。 

111 年 10 月 31 日邀請喬安網路平台公司王春蓉總監演講，講題安家 30 的實戰經驗~市場銷售篇。 

111 年 10 月 25 日邀請華鴻保險經紀人事務所蕭嘉薇保險經紀人演講，講題最好在畢業前就知道的-人身要

保險。 

111 年 10 月 25 日邀請喬安網路平台公司何淑美總監演講，講題互助保險與商業保險的差異與互補。 

111 年 10 月 22 日邀請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王郁綺副理及邱創駿襄理演講，講題一日保險經紀人。 

111 年 10 月 18 日邀請新光人壽保險公司許秀霞經理演講，講題人身保險核保理賠案例研討。 

111 年 10 月 17 日邀請喬安網路平台公司顏存佑處長演講，講題互助保險的創新服務與困境。 

111 年 10 月 15 日邀請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鄧文傑資深經理演講，講題產險公司之經營管理。 

111 年 10 月 1 日邀請臺灣產物保險公司蕭仕庭經理演講，講題產物保險面面觀。 

111 年 9 月 24 日邀請台灣人壽保險公司簡碧英協理演講，講題壽險公司之經營實務。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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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工程與精算學程 

111 年 12 月 9 日邀請新光人壽林劭杰前風控長演講，講題綠色金融 3.0。 

111 年 12 月 2 日邀請逢甲大學企管系顏上詠教授演講，講題公司治理。 

111 年 11 月 18 日邀請逢甲大學碳中和研發與服務中心呂晃志主任演講，講題碳盤查、碳足跡與碳中和。 

111 年 11 月 11 日邀請逢甲大學碳資產管理與認證中心林英杰主任演講，講題碳權與碳資產。 

111 年 11 月 4 日邀請新光人壽林劭杰前風控長演講，講題永續金融。 

111 年 10 月 6 日邀請怡安班陶氐保險經紀人公司(Aon)施南光前董事長演講，講題產險公司的命脈-產險精

算。 

金融博士學程 

111 年 12 月 10 日邀請中國輸出入銀行理事主席林水永演講，講題新南向企業投資與金融機構的經營。 

111 年 11 月 12 日邀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教授林建智演講，講題保險消費者之權益保障。 

111 年 10 月 29 日邀請台灣證券交易所總經理簡立忠演講，講題淨零排放-看企業如何面對挑戰。 

111 年 10 月 16 日邀請中興大學法政學院院長李長晏演講，講題運用地方創生激活在地經濟。 

111 年 10 月 15 日邀請中信金控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林建甫演講，講題金融控股公司經營與管理。 

111 年 10 月 1 日邀請前台灣人壽董事長凌𣱣寶演講，講題傳統保險精算 VS 大數據分析。 

111 年 9 月 18 日邀請農委會主委陳吉仲演講，講題台灣農業如何永續，從新農業談起。 

111 年 9 月 18 日邀請台灣大學國家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唐代彪演講，講題 Economic War with China: To 

Decouple or Not to Decouple?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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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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研究與動態 

金融學院陳盛通院長通過理財規劃最高國際認證 

成為 CFP 理財顧問 

公務繁忙的陳盛通院長，利用公餘時間，參加本院

永續金融研究中心開辦的 CFP 全方位理財規劃認證課

程，並通過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CFP)專業能力測驗，成為國

際認證之理財規劃顧問。陳院長表示，為了證明自己寶

刀未老，報名參加 9 月份 CFP 認證考試，終於在 11 月

11 日放榜，通過測驗取得證照。 

 

 

張倉耀特聘教授榮登全球經濟與管理學科前 2%頂尖科

學家之列 

史丹佛大學經濟與管理學科(Economics & Business)領域

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臺灣有 46 位上榜，張倉耀特聘教授榮

列其中，是本校唯一上榜者。 

張特聘教授長期鑽研於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在該領域位居

翹楚，曾多次榮登英國 IDEAS 世界前 5%經濟學家，傑出的研

究能量，也受到國際期刊關注，受邀擔任 Frontier in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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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譽國際盛名。其研究也一直是本院教師的典範，引

領年輕教師，持續在學術研究與教學上卓越精進。 

風保系曾鹿鳴升等教授、梁穎誼升等副教授 

曾鹿鳴老師，專長在風險評估、風險理財及公司

治理；曾任風保系主任、風險與保險事業研究中

心主任。 

梁穎誼老師，專長在人口統計、空間統計、統計

諮詢及數位人文學。 

財算學程陳彥志老師獲選 111 學年教學傑出教

師、財金系謝依婷老師獲選教學績優教師 

陳彥志老師，專長在風險管理與保險、退休金制度

與基金管理、保險精算及金融科技與保險科技；現

任學院教師秘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謝依婷老師，專長在聯合貸款、財務會計及合併收

購；協助本院與越南孫德盛大學(TDTU)雙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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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111 年 8 月至 112 年 1 月發表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之論文) 

 陳清和(財金系)；Limit order revisions across investor sophistication；Journal of Empirical Finance；Forthcoming； 

2022/11。 

 陳宗佑(財金系)；Overreaction-based momentum in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market；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e；22；453–471；2022/9。 

 莊明哲 (財金系)；Do investors herd in a volatile market? Evidence of dynamic herding in Taiwan, China, and US 

stock markets；Finance Research Letters；103364；2022/9。 

 莊明哲 (財金系)；Can banks reduce risk by increasing capital buffers?；Journal of Futures and Options (TSSCI)；

2022/9。 

 張倉耀(財金系)；How consumer confidence is reshaping the outbound tourism expenditure in China? A lesson for 

strategy makers；Economic Research– Ekonomska Istrazivanja；36(1)；1-19；2022/9。 

 張倉耀(財金系)；Carbon trading market policies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 China；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371；133683；2022/10。 

 張倉耀(財金系)；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in major CO2-emitting countries: Evidence using 

bootstrap ARDL with a Fourier function；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10；2022/9。 

 張倉耀(財金系)；Dynamic price linkage of energies in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quantile connectedness；

Resources Policy；78；102886；2022/9。 

 張倉耀(財金系)；Policy-driven or market-driven? Evidence from steam coal price bubbles in China；Resources 

Policy；78；102878；2022/9。 

 張倉耀(財金系)；Renewable energy in prism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uncertainty；Renewable 

Energy；189；467-478；2022/9。 

 張倉耀(財金系)；Does digital finance promote the green innovation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Energy Economics；

114；106254；2022/10。 

 張倉耀(財金系)；Macroeconomic Outcome of OPEC and non-OPEC oil supply shocks in the Euro area；Energy 

Economics；109；105975；2022/9。 

 張倉耀(財金系)；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on, development zone and urban green innovation -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cities；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9(16)；1509-1514；2022/9。 

 張倉耀(財金系)；Tehran’s house price ripple effects in Iran: application of bootstrap asymmetric panel granger non-

causality in the frequency domain. Housing Studies；37(9)；1566-1597；2022/8。 

 張倉耀(財金系)；Re-investigating the degree of the persistence of U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using the Fourier 

non-linear quantile unit root test; Applied Economics；54(39)；1-10；2022/2。 

 楊明晶(財金系)；Modeling the Linkage between Vertical Contracts and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Policy: Energy 

Price Marketization Level and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Energies；15(13)；4509；2022/6。 

 楊明晶(財金系)；Does Income Influence Rational Decisions?；Economic Horizons；24(2)；185-198；2022/7。 

 楊茜文(財金系)；銀行不動產抵押貸款與貨幣傳遞機制：流動性與價格風險的實證研究；經濟論文叢刊；第 50 卷

4 期，1-37；2022/12。 

 Chien-Wen Yang (財金系), Fang-Ni Chu, Wan-I Chen, and Ming-Chi Chen；House-purchase Willingness in the 

Economic Lost Decades for Japan Urban Housing Market；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25(3)；333-370；

2022/11。 

 楊茜文(財金系)、朱芳妮、呂少毫、陳明吉；房市參與者之關注度會影響房價嗎？管理與系統；第 29 卷第 4 期，

老師研究與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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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111 年 8 月至 112 年 1 月發表在國內外學術期刊之論文) 

 Chien-Wen Yang (楊茜文、財金系), Fang-Ni Chu, Wan-I Chen, and Ming-Chi Chen；House-purchase Willingness in the 

Economic Lost Decades for Japan Urban Housing Market；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Review；25(3)；333-370；2022/11。 

 楊茜文(財金系)、朱芳妮、呂少毫、陳明吉；房市參與者之關注度會影響房價嗎？；管理與系統；第 29 卷第 4 期，

495-523；2022/10。 

 許文彥(風保系)；個人傷害保險訂價的再檢視；保險專刊；第 38 卷 第 2 期；pp 139-158；2022/7。 

會議論文(111 年 8 月至 112 年 1 月發表在學術會議中之論文) 

 陳宗佑(財金系)；Price limits, turnover, and cross-section of stock returns；2022 國際經濟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

2022/11/11；國立中正大學。 

 莊明哲(財金系)；Empirical performance and theoretical pricing CDD/HDD futures for ESG derivatives under 

seasonal and asymmetrical GARCH models；2022 TRIA-FeAT 聯合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2022/12/17；靜宜大學，

臺中市，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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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學會 2022 年年會；2022/12/3；台灣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張永郎(風保系)；The Demand for Reinsurance: The Impacts from Rivals；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Finance Association；2022/6/17-18；新竹。 

 梁穎誼(風保系)；Cyber Risk Content Analysis using Topic Modelling Approach；The 25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IME 2022)；2022/7/12-15；雪梨。 

 賴煥升(風保系)；因應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機制之法律風險管理策略-以離岸風力發電規劃場址為例；台灣文化資產

學會 2022 年度研討會；2022/11/11；桃園。  

 賴煥升(風保系)；防疫保單契約條款的解釋與適用-以保險法理視角為考察；疫情時代下保險核保理賠暨契約解釋

研討會-談防疫保單之紛爭解決；2022/7/8；台北。 

 林明仕(風保系)；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hrough innovative design of green bonds based on climate 

proxies；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Economics and Finance；2022/7/2；南投。 

執行中研究計畫(111 年 8 月至 112 年 1 月期間仍在執行之研究計畫) 

 陳彥志(財算學程)；退休金制度與退休商品設計之研究(1/2)；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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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機器學習核擬合法增進隨機波動股價機率密度函數與選擇權風險預測；國科會專題計畫；

2022/8/1-2023/7/31。 

 劉智華(財金系)；人工智慧與智能合約在健康保險推薦設計之應用；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吳仰哲(財金系)；基於流行病模型的精算應用與風險管理(2/3)；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楊明晶(財金系)；保險公司之疫情監控與風險管理(2/2)；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洪偉峰(財金系)；流動性風險的避險與動能策略；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老師研究與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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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中研究計畫(111 年 8 月至 112 年 1 月期間仍在執行之研究計畫) 

 莊明哲(財金系)；再生能源憑證評價分析與風險管理(1/2)；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蔡函芳(財金系)；伊斯蘭教義與公司治理機制的替代效果；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謝依婷(財金系)；併購浪潮與公司融資(2/2)；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謝金育(財金系)；運用社群智慧與深度學習之時尚搭配推薦機制；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陳宗佑(財金系)；投資人注意力、凸顯性與樂透型股票(1/2)；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陳清和(財金系)；投資人情緒與選擇權市場的價格發現：以選擇權反轉與轉換交易為例；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

2023/7/31。 

 楊茜文(財金系)；氣候變遷與融資成本：臺灣房市的實證研究；逢甲大學金融學院補助研究計畫；2022/8/1-2023/7/31。 

 宮可倫(風保系)；保戶動態脫退行為對壽險公司國內外資產負債管理的影響(1/2)；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

2023/7/31。 

 張永郎(風保系)；保險科技新創公司：鯰魚效應？美國產物保險公司實證分析；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張永郎(風保系)；金融檢查裁罰對保險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分析；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2022/7/1-

2023/2/28。 

 梁穎誼(風保系)；空間分析於死亡率模型的應用(1/2)；國科會專題計畫；2022/8/1-202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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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國科會專題

計畫；2022/8/1-2023/7/31。 

 許文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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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鹿鳴(風保系)；網路平台互助保險的經營與永續發展專題；企業部門計畫；執行單位-風險與保險研究中心；

2022/8/1-2023/1/31。 

 曾鹿鳴(風保系)；焦慮感與逃避施打新冠疫苗的關聯性：疫苗保險與人格特質的影響力；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

畫；2022/7/1-2023/2/28。 

新型專利 

 莊明哲(財金系)；太陽能發電站的價值評估設備；新型第 M634378 號；2022/11。 

老師研究與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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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算學程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 

財算學程 12 月 9 日辦理 111 學年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

邀請校內外 13 位評審參與此學術盛會。呂瑞秋主任致詞時提

到，成果發表會是互動式的教學與成果之驗收，也是向評審老

師學習的機會。過程中，同學們與評審間思想的交流與碰撞，

也藉由業師評審讓同學瞭解學術與產業的差異。 

 

最後，評審老師總結同學的表現並給予寶貴的意見。無論

同學畢業後是投入職場或繼續升學，在報告時應保持自信，姿

態無須過於緊繃，將聆聽者視為客戶，仔細且清晰的介紹報告

內容。同學也可以試著將報告內容使用電梯簡報 (Elevator 

Speech)方式準備，善用在簡短的時間內將想法濃縮成精華，有

效的把重點統整。 

大四專題是 CDIO 流程的成果驗收。從構思題目、整合知

識，到實際做出成果，必定遭遇重重困難。在過程中，也能應

用所學專業知識，對產業現況將有更清晰的瞭解。[財算四陳

慈旻撰稿] 

 

永續金融研究中心培訓理財規劃專業

人才著有實績 AFP/CFP 通過率超過

全國 

本校去(2021)年 9 月通過成為社團

法人臺灣理財顧問認證協會 AFP/CFP®

國際金融證照培訓機構後，由本院永續

金融研究中心負責規劃培訓課程，並自

11 月起與三商美邦人壽合作企業包班。 

中心主任吳仰哲教授表示，非常感

謝三商美邦人壽張財源行銷長(本院傑出

校友)的認同與支持，截至目前，該公司

計 171 人次參與培訓課程、課程總時數

7,056 小時。報名參加今年 9 月 AFP 綜合

科目考試 45 人、通過 23 人，通過率

51.0%(全國通過率 48.10%)；參加 CFP 全

方位理財規劃測驗者 18 人、通過 12 人，

通過率 67.0%(全國通過率 45.3%)。 

AFP(Associate Financial Planner, 理

財規劃顧問)是獨立專業證照，也是取得

CFP(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國際認

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的金鑰。通過 AFP，

便能開始準備 CFP，以取得高含金量的

CFP 國際認證高級理財規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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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士學程系列活動 

線上課程說明會-10 月 9 日辦理博一課程說明會，陳院長及張

主任都給予博一新生諸多建議，學長姐也踴躍發問。 

迎新餐會-10 月 15 日在星享道舉辦迎新，高董事長、陳院長、

張主任及許多師長熱烈參與。餐會中逐一介紹博一新生，以及

學長姐的歌唱表演，場面熱烈。 

 

師生座談-10 月 29 日座談會，分享如何尋找指導教授並說明

學位論文考試相關規定。 

感恩餐會-為感謝師長的教導，由博一學長姐策畫，12 月 24 日

在潮港城辦理感恩餐會，並安排表演節目及摸彩活動。 

金融碩士學程系列活動 

12 月 24 日聖誕節交換禮物聯誼聚餐-由三屆同學於行政大樓

一樓交流區聯合辦理，學長姐們均認真規劃，每人需準備天使

禮物及惡魔禮物。參與師長及學長姐們都度過非常溫暖的聖

誕節！ 

 

金融碩士學程系列活動 

12 月 11 日師生座談會-以簡單輕鬆的午

餐座談進行，建立師生間溝通橋樑。在學

習或生活中遇到困難，除同儕相互幫忙、

鼓勵，也可以尋求師長或學長姐協助。並

向同學介紹下學期將辦理的校外參訪，

以，拓展國際視野與系所認同度，也增進

師生同儕彼此的了解。 

 

9 月 24 日一見傾新築夢未來迎新晚會-由

碩二學長姐籌備，並聯合三屆同學盛大

舉辦。席間除精彩的樂團表演，陳盛通院

長、張倉耀主任等師長們也唱歌同歡，更

祝福新生迎接未來 2 年愉快的校園生活。

適逢教師節前夕，碩二同學還準備花束

致送師長，感謝師長們的用心教導。 

 

 

校園動態 

12



 

財金系參訪台灣證券交易所 

財金系師生 71 人，11 月 25 日由陳

清和主任領隊、謝金育老師協同，參訪台

灣證券交易所，在證交所長官熱烈歡迎

及開場後，由負責專員介紹證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制度、ETF 與 ETN 商品，同學

們仔細聆聽後收穫滿滿。 

 

風保系學會系列活動 

抽直屬-大學必不可少的活動，在人生地

不熟的環境，來自不同縣市的新生，需要

學長姐們的帶領，也能有更多認識朋友

的機會，學習上不懂的科目也可以問學

長姊，讓學習能力更上一層。 

萬聖節制服趴-讓大一體驗萬聖節變裝的

樂趣，將主題定為制服趴，來自不同高中

多元的制服，讓同學回到高中穿著制服

那種青春洋溢的感覺。 

傳情活動-買雪 Q 餅送給欣賞的對象，也

藉由這個活動認識其他系的人。 

聖誕節活動-辦理 4 系聯合耶誕晚會「行

憲之夜」，在築夢地享受聖誕氣氛，還有

熱音社、熱舞社一同歡樂。以復古變裝為

主題，讓學弟妹們享受復古電音趴，有個

不一樣的聖誕節! 

風保系大一新鮮人計畫 

有鑑於保險科技的趨勢跟發展，對風險管理與保險領域

帶來更多不同的可能性。為使大一新鮮人了解風保系在理論

及實務之應用並引發學習興趣，培養同學設計、團隊合作和溝

通能力，進而成為能參與社會產業升級轉型的創新人才，將計

畫主題定調為「學生走出去、實務走進來–InsurTech 的舞台」。 

 

今年的活動由系學會與教學助理團隊協作，進行保險科

技的想像與啟發，培養同學創意思考、統整知識以及解決複雜

問題的能力，學習以合作和討論的方式完成任務。同學提出諸

如「保險詐欺大數據」、「人工智慧風險管理機制」、「數位虛擬

保險經代人」、「行動服務、遠距保險業務」等構想，日後得搭

配金融創新場域、金融科技輔修等獲得進一步的實踐。新鮮人

計畫搭配定錨課程「風險管理與保險學」，使同學理解風險管

理與保險之概念基礎，透過企業參訪、業師講座，提供學生未

來就業方向，使同學先了解業界實務及趨勢，知悉未來的就業

選項，並利用接下來四年的時間，規劃目標，充實自我。 

  

  

校園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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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動態 

風險與保險事業中心再度攜手喬安開辦保險科技講座 

去(2021)年由曾鹿鳴教授(時任風險與保險中心主任)首度

與喬安合作的金融科技講座，學生反應熱烈。今年再度攜手喬

安，以喬安經營網路平台十多年的經驗，讓學生瞭解 InsurTech

的發展及產業的實務操作。 

 

曾老師表示，今年的講座以傳遞保險科技事業概念，帶給

學生最真實的產業營運經驗，讓學習不只停留在課本，而是能

實際吸收企業端的營運及實務操作。期引導學生在保險創新

領域，激盪出更多新思維。喬安幾位主管也提到，在網路發達

時代，傳統商業保險已經不是唯一，未來可能還會有更多非傳

統保險的新商品出現，對消費者公開且透明的經營模式，將會

是未來保險商品的必要條件。也鼓勵學生畢業後可以考慮從

事業務工作，接觸的人多，視野也會更寬廣。在新創、多元、

透明的網路時代，保險產業將會有更多的創新。 

 

永續金融研究中心 CFP 模組六課程 

 

CFP®要學什麼 

 

為什麼要參加逢甲金融 CFP 專班? 

 以企業包班方式進行-時間彈性；地點

彈性；價格便宜；學員可至教育平台觀

看課程錄影，直到該期考試結束；同一

公司員工上課，學習效果好；隨班助理

課務服務 

 按照 FPAT(社團法人臺灣理財顧問協

會)證照測驗排程，每一年度開設 2 期 

 

期別 班別 開班月份

  M3員工福利與退休金規劃 每年四月

  M5租稅與財產移轉規劃 每年六月

  M1-M5總複習班 每年七月

  M6全方位理財規劃 每年八月

  M3員工福利與退休金規劃 每年十月

  M5租稅與財產移轉規劃 每年十二月

  M1-M5總複習班 翌年一月

  M6全方位理財規劃 翌年二月

第一期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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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算學程榮獲 2022 永續智慧創新黑客松競賽分組亞軍 

2022 永續智慧創新黑客松競賽全國總決賽，12 月 11 日

在靜宜大學盛大舉辦，106 組團隊同場競逐，財算學程陳彥志

老師指導「夏眠也冬眠」團隊官佳儀、陳雅蓉、蔡婷宇同學，

挑戰用數位科技，集結跨領域之創新激盪，解決企業命題，抱

回<偏鄉環境教育推廣組>亞軍及獎金 1.2 萬元；梁穎誼老師指

導「77 乳家架購」團隊張珈源、呂東憲、呂宜庭、陳慈旻、翁

愈喬、張致愷、莊詠翔等贏得<未來租賃組>佳作。 

 

2022 FinTech 金融服務-校際創意競賽 金融創新場域學

生再度奪魁 

2022 FinTech 金融服務-校際創意競賽決賽，12 月 9 日在

臺北商業大學盛大舉行，全國 18 組團隊進入決賽。財金系李

宗儒老師指導 JIXTA 隊財金系張子謙、陳楷賢、蘇靖婷、張

譯方等在「新興科技與消費金融」主題勇奪冠軍。另一組 Crowd 

Carbon-Credit 隊財金系鄭景熙、經濟系張孝宁等則在「數位理

財與服務創新」主題拿下亞軍，為金融創新場域再添佳績，也

展現場域學生在創意思維和專業知識方面的卓越表現。 

 
 

  

財算學程頒發吳家錄獎學金 盼飲水

思源 

財算學程今年獲得吳家錄獎學金者

有大四胡博聰、楊雨菡、張致愷、許僑瑋，

大三黃雅鈴、郭文榮、莊詠翔，12 月 7 日

由呂瑞秋主任頒發。呂主任分享吳家錄

先生成立基金會之理念，提醒獲獎同學

須飲水思源、勿忘本，並勉勵同學持續努

力，發揮保險專長，為保險事業盡一份心

力，對社會有所貢獻。 

 

111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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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實質提供

經費補助，讓學生安心就學。經獎學金審

查會議核定 8 位碩士生獲獎勵。獲獎名

單及獎勵金額如下： 

陳○方 碩二 15,000 

曾○羚 碩二 15,000 

陳○欣 碩一 10,000 

吳○頡 碩一 10,000 

胡○瑜 碩一 10,000 

曾○鈞 碩一 10,000 

蔡○軒 碩一 10,000 

李○儀 碩一 10,000 

英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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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創新場域囊括 2022 全國金融科

技校園創新創意競賽多項大獎 

金融創新場域學生在指導老師李宗

儒教授鼓勵下，以「小資百寶貸」、「交易

避險顧問」、「碎片式碳權整合交易平

台」、「ESG 機器人理財」及「阿娟金融看

護」等作品，參加 2022 全國金融科技校

園創新創意競賽，歷經初賽與決賽，在全

國 59 隊中脫穎而出，榮獲亞軍、季軍、

佳作及優選等大獎，為場域新添佳績。 

 

風保系章珉禎獲崇越論文大賞佳作 

被稱為管理學界奧斯卡的崇越論文

大賞，今年邁入第 15 年，著重於實務應

用與問題解決，希望有高品質的創新研

究，讓論文符合產業實務需要。 

章珉禎同學在張永郎老師指導下，

以「科技投資與風險承擔之分析」參賽，

使用美國 NAIC 資料庫數據，研究財產

保險公司科技投入對風險的影響，在數

百篇論文中脫穎而出，獲得一般管理組

的佳作獎項，對師生的努力有所嘉許。 

 

風保碩陳韻文碩士論文榮獲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碩士

論文獎優選 

科管學會博碩士論文獎是台灣科技管理研究重要參考指

標，本院風保碩陳韻文同學在王健航老師、曾鹿鳴老師共同指

導下，以「無形化身有形：金融保險業的知識管理到創新績效

發展」之論文，獲得科管學會博碩士論文獎優選殊榮，是第一

個非管理或科技管理相關學系獲獎學生，證明本校學生的實

力與頂大不分軒輊，也給學弟妹一個重要的鼓舞與學習模範。 

 

今年科管碩士論文獎優選 3 名，佳作 5 名，都是國立大學

科技管理相關學系學生，只有韻文 1 人是私立學校非科管學

系學生獲選，遠遠超過政大、陽明交大、中興等校，著實不易。 

風保系吳涵萱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暑期社區職場體驗社

會公益組第一名 

為協助非營利組織發展，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規劃暑期社

區職場體驗，讓青年學子發揮創意與活力，至非營利組織體驗

職場。風保系大二吳涵萱同學今年 7-8 月暑假期間，到雲林縣

元長鄉崙仔社區發展協會學習及體驗，讓自己過了一個充實

又有意義的暑假，其體驗成果分享更榮獲社會公益組第一名。 

 

英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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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榜 

風保系三年級「地瓜開心地瓜 YA」獲全國服務創新跨

界共創大賽特別獎 

「企業出題 X 師生團隊解題」是目前產學合作的趨勢，

風保系三年級陳證元、陳芝妤、余丞薰、張蕙心、楊欣雅等同

學(隊名地瓜開心地瓜 YA)，在王健航老師指導下，於全國服

務創新跨界共創大賽中榮獲麥味登企業特別獎。 

 

風保系王健航老師(右 1)指導風保三「地瓜開心地瓜 YA」團隊榮獲 

全國服務創新跨界共創大賽麥味登企業特別獎 

InnoConnect+全國服務創新跨界共

創大賽係透過企業出題、學生解題，從洞

察需求、創意發想、合作解題、產學共識，

促成產學對話與學用合作，讓企業看到

大專人才的價值。參賽同學表示，很意外

能夠得獎。感謝王健航老師指導，讓他們

能將過往所學的風險管理與創新管理等

知識實際運用在企業經營現場中，過程

中的到企業總部觀察經營模式、研究市

場趨勢，並且透過服務科學與創意思考

方式將想法發散、收斂後提供服務創新

方案，能夠獲得嘉許真的很開心。王老師

說，這是全台知名的服務創新競賽，透過

企業出題、學生解題，期望共同發展出共

創新價值的互動式競賽。學生們能夠發

揮所學的風險管理與創新思維，具體洞

察企業的經營挑戰和提供經營策略，真

的很難得。風保系學生在同時具有金融

保險專業與商學管理的雙專業培育，是

能夠在許多競爭團隊中發揮獨到見解，

並獲得企業與評審們青睞的關鍵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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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