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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消息 

「2020 年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將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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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風保系與台灣風險與

保險學會(Taiwan Risk and Insurance Association, 簡稱 TRIA)將於 12 月 19 日(六)在啟垣廳共同

舉辦「2020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主要針對風險與保險相關之

研究領域、國際趨勢以及國內當前保險相關政策等方面進行學術、實務及政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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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及 7+1 實習學程」產學合作計畫 

  培育保險專業人才，進行學用合一的人才養成，本系與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國泰人壽保險

公司、富邦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新光產物保險公

司、台灣產物保險公司及將來商業銀行公司，推動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分別於 3 學期及 7 學

期在校學習，最後 1 學期在企業實習的「3+1 及 7+1 實習學程」產學合作計畫。 

  本系學生表現深獲企業肯定，企業本次除延續去年之「3+1 及 7+1 實習學程」產學合作計

畫，提供研究所及大學部學生實習名額。透過本學程之實施，彼此建立學用合一的平台，企業

可提前參與培養優秀學子，厚植培養金融保險專業人才，協助企業持續成長；而本系學生可增

加至企業實習及就業之機會，強化實務知識，將可達到雙贏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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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大學與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簽約儀式 

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及培育專業人才，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與逢甲大學風險

管理與保險學系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即大學部 7+1 實習學程(7 學期在校學習，最後 1 學期在

企業實習)與碩士班 3+1 實習學程(3 學期在校學習，最後 1 學期在企業實習)。此產學合作之推

動，能夠幫助學生在未來就業前，就能擁有寶貴的實習經驗，同時亦能滿足業界對於人才之需

求，為企業注入新活水，創造雙贏，達到學用合一的教育目標。 

此次雙方產學合作計畫合約簽訂儀式，於 2019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2 時在逢甲大學商學大

樓 508 室舉行。由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趙學欣總經理與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

系張吉宏主任代表簽約，簽約儀式有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各高階主管，以及逢甲大

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的師生一同參與。 

積極為社會、為國家培育人才一直以來都是逢甲大學努力的目標，期盼以更加具體的方式

實現產學合作背後的精神。透過此次產學合作計畫，對於本校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學生而言，

除可提早適應職場生活外，亦能結合學術理論，建立實務知識，為未來就業奠定深厚基礎。 

 
▲遠雄人壽保險公司趙學欣總經理(左)與逢甲大學風保系張吉宏主任(右) 

簽署合約完成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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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系蔡子晧副教授演講 

主題：長壽風險管理與腦中風保單精算 

日期：2019/11/29 

  2019 年 11 月 29 日本系邀請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系蔡子晧副教授蒞臨演講，演講

主題為「長壽風險管理與腦中風保單精算」，蔡教授以其豐富的教學經驗，與同學分享長壽風

險的特性與相關議題及腦中風保單的保單精算。 

  首先，蔡子晧副教授先給同學回答三個問題：預期退休年齡、退休時的所得替代率、預估

壽命，與台下的同學互動，並且教導同學如何計算退休後所需的養老資金。退休後的風險在於

壽命的不確定性、所得的不確定性、通貨膨脹與經濟波動、醫療支出波動，未來醫療日新月異，

所需的支出也增加，醫療進步造成平均壽命增加的趨勢，若多活幾年又提早退休將會產生缺口，

因此提存足夠的養老基金是相當重要的。 

  接著介紹長壽風險以及其所帶來的影響與因應方式。實際存活壽命超過預期壽命或精算壽

命而低估未來的財務需求或醫療負擔就會產生長壽風險，長壽風險的特性為長期、緩慢且持續，

為系統性風險，無法分散，個人應該進行投資策略調整，政府要有老人福利政策及年金政策，

而保險公司所販售的年金保單可能因壽命的延長導致保險公司面臨倒閉的危機。政府因應長壽

風險的方法，包含人口政策、避免人口結構造成財政惡化、醫療（發展高齡照護產業，如長期

照護法）等。個人因應長壽風險的方式，可分為財務面與非財務面。日本為亞洲高齡化程度最

高的國家，提供一些負擔不會太大的工作機會給老年人，使其能夠維持其基本的生活水平；若

有遺傳疾病則能在年輕未發病時購買醫療保險，保障高齡的醫療支出；非財務面則可以參加老

人互助團體，讓老人與老人之間可以互相照顧，可以大幅改善老人生活；保持身體健康，在學

生時代可以養成 2~3 種運動習慣，包含心肺、肌耐力及具有社交性質的運動。 

  最後介紹腦中風的保費估計與計算。長期熬夜少運動的人為中風高危險群，而腦中風為成

人殘障主因，但目前市場上沒有腦中風相關保單，且醫療險存在著很高的資訊不對稱成為保險

公司在開發此保單時需注意的問題。 

 

         
▲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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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賴建全副理演講 

主題：汽車保險理賠流程與案例分析 

日期：2020/3/11 

  2020 年 3 月 11 日本系邀請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

司 賴建全副理蒞臨演講，演講主題為「汽車保險理賠

流程與案例分析」。我們每天出門上班上課，不論是坐

公車、騎機車或開車、甚至是走路，都有可能導致車

禍的發生，但是要避免是不太可能，若不幸發生交通

事故，在商討時也必須有一些基本常識，才不會讓自

己的權益受損。因此了解交通法規、責任歸屬等知識

是非常重要，這次課程的範疇除了汽車的理賠案件之

外，也大概說明了交通的路權、法條等，都是在我們

日常生活中有可能碰到的狀況。 

    本次演講以臺灣的路權為開頭，先說明若是車禍事故發生，以臺灣的交通法規的規定，根

據路權的大小，來判別肇事的責任比例，並延伸到行政責任（罰單）、民法侵權行為（包括車

輛及財物之損害賠償等）及刑法過失傷害（包括事故發生時是否有犯法或重傷死亡案件）等的

賠償責任。 

  接著介紹在車禍發生時所常用的險種，從最基本的、人人都必須保的強制險開始介紹起，

強制險為最基本的保障，讓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夠獲得快速獲得理賠，但上述是屬於有受傷的

情況，也就是說強制險是沒有包含財物損失的賠償，若是不小心撞到昂貴的跑車等，就需要第

三人責任險來理賠，而此保險也僅限於賠給對方，自己的愛車則需要保車體損失險，其中每種

形式保單的承保範圍都不盡相同，因此講者強調必須了解自己的需求來組合自己所需要的保障。 

  最後進入重點：理賠的流程，經過查證、勘損、和解等過程，其中查證為確認是否有損失，

勘損則確定賠償金額，最後達成和解，若是與加害者無法達成共識，則需要透過調解委員會協

調，若是與保險公司有爭議，則需透過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處理。 

  這次的演講除了了解處理理賠的方式之外，主講者也舉了許多案例加深我們的印象，讓我

們更了解在實務上面的處理方式，相信對於同學們未來進入就業市場有非常大的幫助。 

 

▲演講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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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謝明華教授演講 

主題：下一波的人工智慧 

日期：2020/3/20 

  2020 年 3 月 20 日本系邀請國立政治

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謝明華教授蒞

臨演講，演講主題為「下一波的人工智

慧」，透過謝教授的講說使同學們概略的

認識了程式語言以及未來科技發展走向

的種種可能性。 

    首先先介紹現今不論是金融相關科

系或是企管系甚至是法律系等等的都需

要學習程式語言，每個領域越來越重視這

一塊，內容談到了許多 Python 的介紹，目

前 Python 是現在的主流語言，其中像是

youtube、dropbox 都是使用 Python 編寫的著名運用，不管是要做人工智慧或是一般軟體的開

發，許多的科技大廠都會使用 Python，就連美國的小學生現在也將 Python 列為必修課程，所

以 Python 很值得大家學習應用，例如：開發風控模型。 

   接著正式進入主題探討下一波的人工智慧，過去有名的破壞式創新即為我們現在人手一機

的智慧型手機，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導致許多公司受到衝擊，例如：Nokia、數位相機、導航業

者。現在的資料取得非常容易，因為有許多的 IOT 技術(Internet of Things，又稱物聯網)，物聯

網的主要結構大致區分為三個層次，而現在最多的是感知層(Sensor Level)，例如環境感測器所

應用的智慧農業，使農夫可以不必出門在家使用平板控管農田，此即為 AI 的一種。 

   產業採納 AI 的狀況包含四個象限，與新創公司的狀況和媒體是否重視及客戶是否已經採

用有關，其中第一象限為 NECESSARY 為投資大且客戶也多，第二象限 TRANSITORY 發展還

在一個過渡化，第三象限 EXPERIMENTAL 為正在萌芽階段，第四象限 THREATENING 為破

壞式創新，主要介紹第一象限 NECESSARY 以及第三象限 EXPERIMENTAL 的發展趨勢。 

    最後同學提問台灣在金融科技 AI 技術發展方面運用情形如何以及未來發展方向為何?謝

明華教授提到國內有幾家大的金控，例如國泰金控、玉山金控、富邦金控、中國信託等採用許

多金融科技，從運用端來看玉山金控以及中國信託有較多具體成果所以相對成功，而國泰金控

則是投入許多資金致力於資料庫整備及AI程式平台的建置，相對來看比較沒有具體成果表現，

現在許多金控公司都把發展趨勢放在整合各子公司的金融科技而不是分散各子公司進行資料

整理及 AI 人員培訓。 

  



8 風保通訊 28 期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李俊德副理演講 

主題：從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談壽險理賠實務 

日期：2020/4/9 

    2020 年 4 月 9 日邀請到富邦人壽李俊德專案副理來為各位同學演講有關「從新型冠狀病

毒武漢肺炎談壽險理賠實務」 

    一開始副理透過自身經歷，告訴同學要選我所愛、愛我所選並堅持到底不放棄任何機會，

也鼓勵同學可以學以致用與教學相長，好好把握學習的時光。 

    在理賠實務的介紹，副理透過前中後的分類，詳細介紹理賠在實務上到底如何與顧客進行

互動，並藉由最近令人人心惶惶的傳染性新冠病毒去做延伸，不僅讓同學們可以了解到保險公

司如何去因應流行性病毒，並推出相關商品，讓同學們了解到，原來保險是如此地貼近我們的

生活，而且藉由保險的力量可以達到安定社會的功效。 

    副理透過住院醫療、手術醫療及門診手術的實際案例去做說明，並對其中的爭議問題去做

詳細的探討，再輔以保單條款讓同學可以真正了解保險公司如何去避免顧客不合理的要求及保

險理賠需要細心注意的部分。 

    最後李副理提到了保險公司中關於理賠部門的重要性並對於同學進行詳細的職務說明，而

從事這份工作所需要具備的能力以及性格，更鼓勵同學在專業領域的培養以及心靈層面的抗壓

能力，告訴大家理賠的重要性在於成就「後保險」所以需要邏輯思考能力強、喜歡與人溝通說

話而這並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就如剛開始副理所說，人要愛我所選並堅持到底不放棄，如果能

堅持到底，成功並非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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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綜合保險代理人公司魯祥中總經理演講 

主題：壽險行銷實務 

日期：2020/4/15 

     2020 年 4 月 15 日邀請到統一綜合保險

代理人公司魯祥中總經理，來跟同學分享有

關於「壽險行銷實務」。 

    首先經理先跟大家介紹保險業有哪些機

構，除了產壽險公司還有再保險公司及保險

輔助人也就是所謂的保經代公司，而在這些

公司裡面的經營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並告訴

同學們產險業經營的商業模式、組織分工、

行銷與通路發展在精算、核保及契約的運作

下，公司的經營才能順利發展。 

    再來總經理提到以風險管理的角度，去達成安定經濟的生活，是需要透過產險公司的專業

與誠信，過過通路及團隊的行銷多元化，並利用核保風險、投資風險、利差風險及費差損益的

計算才能使公司穩定且永續經營，而組織分工就是為了能做到這些。 

    至於保險資金運用流程則需要透過風險控制及追蹤，藉由資產配置調整 RBC 確認資產符

合預期報酬、確認資金成本，並以此做為調整保費的依據，這時候投資、精算和行銷更是不可

或缺的，而經理也特別介紹保險業的常用語，讓保險專有名詞可以與實務做結合讓同學了解如

何去做應用。 

    最後經理特別提到客戶權益的重要性，在契約行為、要保人安排上時常確認及保持聯絡是

必須做到的，保險業身為利率敏感的行業，除了要有穩定社會的力量，更要有移轉風險的效果，

這也是壽險行銷實務上需要謹慎小心的地方。 

 
▲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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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余祖慰副教授演講 

主題：保險行銷實務專題製作 

日期：2020/4/17 

    2020 年 4 月 17 日邀請到朝陽科技大學余祖慰副教授，來跟同學分享有關於「保險行銷實

務專題製作」 

    在課程中教授先介紹所謂專題的架構，首要的步驟是先找到專題製作題目，教授提到除了

可以跟著老師的研究計畫也可以以自己長久以來就好奇與關注的議題作為題目或是請專業的

老師分派給你題目而且在平常與就要常與學長姊、同學討論並從中找到的靈感。 

    確定好題目之後，接下來便是封面、摘要及目錄，尤其以摘要的部分非常重要，內容應以

精簡具體的方式闡述整個研究之來龍去脈與結果，並應包含研究問題、研究目的、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研究發現及結論與建議等，是整篇文章的精神所在。 

    接著來到內容的部分，在前言的地方要注意要包含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研究步驟，文獻

探討的部分則是要具有綜合、分析、還要能夠進一步批判現有文獻的功能，並指出目前文獻的

優缺點、有何不足之處，並由這些不足來發展出研究者自身研究的問題與目的。至於在研究的

過程中，研究者不是為研究方法而採用研究方法，而是達成研究目的及研究主題為指標來選用

研究方法。 

    最後結果與討論的部分要注意有效率的使用圖表、避免複製相同的文字、將意義相近的表

格統整、忠於原來的資料做陳述及表格製作宜考量可讀性，結論及建議應言簡意賅與條理分明，

結論的敘述宜強而有力，且能呼應該項研究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參考文獻則是要注意格式及引

用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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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金控台灣人壽莊中慶總經理演講 

主題：The Day After COVID-19 

日期：2020/4/24 

2020 年 4 月 24 日本系邀請中國信託金控台灣人壽莊中慶總經理蒞臨演講，演講主題為

「The Day After COVID-19」。 

目前於疫情當下，世界各國所面臨的難題，就如同保險業目前面臨的難題一樣，保險業正

站在選擇的十字路口，綜觀保險業的過去、現在、未來，過去占保險公司業務很大一部分的儲

蓄型保單正在逐漸凋零，目前當下疫情影響消費者需求，消費者之保險需求趨近於零，導致保

險公司的商業行為必須跟著轉變，保險公司必須思考未來如何轉型，講者認為，蹲越低才可以

跳得越高，保險公司應化危機為轉機，將以往「商品驅動式行銷模式」轉換成以「客戶需求為

核心」，考量顧客開始與保險公司接觸為開始的過程中的每個服務點，讓顧客有更佳的金融消

費體驗；並從以往傳統的實體平臺轉換到虛擬平臺，並以 ABCDE 等方式應用於 Insu-Tech(保

險科技)中，這些方式分別為：AI(人工智能)、Block chain(區塊鏈)、Cloud & Data(雲端儲存與

計算)、Experience by users un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使用者於數位化轉型中的體驗)，其中講

者認為最重要的是 Data，如何透過數據分析更加了解客戶的需求也就是 KYC(Know Your 

Customer)是保險科技未來的關鍵。 

 

▲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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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曾耀鋒副教授演講 

主題：人壽保險公司的退場處理機制 

日期：2020/5/28 

2020 年 5 月 28 日本系邀請台中科技大

學曾耀鋒副教授蒞臨演講，主題為「人壽保

險公司的退場處理機制。」 

曾教授首先從近年的壽險公司退場新

聞談起，講解為什麼會有針對保險公司的退

場機制，原因為保險公司屬於特許經營的行

業，而且因為保險法的規定，當保險公司發

生財務困難的危機時，存在有安定基金保障

被保險人的權益，而且對於合併或承受經營

不善之同業的有效契約，主管機關會給予該

保險業行政寬容的優惠。 

接著曾教授提到如何規劃保險公司的退場機制，依我國保險法之規定，除了有強制接管的

門檻，更輔有保險業資本適足率的適用，對於經營不良的保險業可以有提前預警的效果，在平

時由各保險險業所提撥的安定基金，也持續不斷的累積資金，用以保障被保險人的權益，為了

增進處理問題保險公司，金管會正在研擬增列「過渡保險公司」制度，用以承接和經營問題保

險公司的資產還有負債，緩解保險安定基金的財務壓力。 

曾教授透過介紹日本保險法規對於問題保險公司的定義與處理啟動時點，並以行政程序及

處理程序加以說明，針對日本的退場處理方式，教授舉了三個日本經驗，利用實際例子說明，

讓學生可以了解要如何讓「救援保險公司」、「繼承保險公司」或保障機構，承接保險契約，讓

問題保險公司能夠退場又能保障被保險人，實為台灣可以學習的對象。 

最後曾教授以不同商品別契約條件變更來說明保險契約的移轉以及契約條件變更後的影

響，繼承保險公司在承接保險契約時，是否要由要保人保障機構出資，或視其狀況進行資金援

助。根據日本經驗，教授提出了兩項建議：「退場處理上，設立過渡保險機制的選項，應較自

行承接優先，但仍需審慎斟酌」、「過渡保險機制若兼營新契約招攬，恐日後不易脫手，應審慎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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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公關廣宣部黃鐵嶺經理演講 

主題：Lamigo 運動行銷廣告合作案 

日期：2020/06/10 

2020 年 6 月 10 日本系邀請新光人壽保險公司黃鐵嶺經理蒞臨演講，主題為「Lamigo 運

動行銷廣告合作案」 

黃經理首先談到如何將運動與品牌行銷作連結，並透過運動行銷來重塑壽險品牌，而這其

中有幾點要件，首先是企業形象的建立，發展運動認證企業，再來是品牌的傳遞，品牌傳遞有

助於品牌年輕化及族群的情感認同，最後便是業務的拓展，藉由運動連結球迷市場觸發銷售契

機，並從客戶互動中獲得曝光聲量。 

運動行銷可以建立與球迷的連結，創造彼此的共同語言，將球隊活潑與熱情的象徵重塑壽

險品牌的象徵，並取得高度的認同，而其合作的內容中，經理提到除了有球場的場內廣告呈現、

合作商品的推出、專屬企業日活動、並於現場互動置入品牌訊息，以上與球團的合作都為公司

創造新的銷售機會。 

過程中黃經理也介紹了如何強化品牌與棒球的連結，除了將開球的權益回饋給客戶，並以

此引發媒體的關注，間接地為品牌行銷，使得相關報導於電子、平面及網路都有亮眼的呈現，

因為新光人壽本身是屬於老牌壽險公司，因此在與運動行銷作合作時，利用球團所舉辦的主題

活動日，透過娛樂效果強烈的帶動下，進而也帶動壽險品牌的年輕化，並以此提升觸及率，根

據統計於所舉辦的兩日主題日活動，總計就有逾 85 萬的觸及，因為如此近距離的溝通服務價

值，獲得年輕族群的支持，強化品牌認同。 

最後黃經理也提到除了與運動作結合，人壽保險公司也須專注於回饋社會，提供社會正向

的力量，公司除了設有新光基金會從事社會服務及弱勢家庭的關懷，也透過舉辦各式各樣的公

益活動，讓品牌建立熱心服務的精神價值，有好的服務及優良的社群互動，才能使企業永續經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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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郭淑貞區襄理演講 

主題：壽險業行銷策略與實務案例分析 

日期：2020/6/12 

2020 年 6 月 12 日本系邀請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郭淑貞區襄理來跟同學分享有關於「壽險業

行銷策略與實務案例分析」的主題。在課程中郭襄理先介紹人壽保險事業的行銷策略的架構與

作法；接著經由案例與個案討論，分析人壽保險事業行銷策略的實際運作，並藉此分析人壽保

險事業行銷的能力。接著經理提到人壽保險事業的行銷策略應分為幾個族群，需針對不同的壽

險客層運用不同的行銷方法。實務運作方面，郭淑貞經理利用簡報方式，教育壽險客層正確的

保險觀念，再針對潛在的準客戶進行個別諮詢，了解其保險需求後再介紹合適的保單。郭淑貞

經理指出有些客戶本身有保險的需求卻限於經濟壓力而無法促成保單，但此類顧客仍有轉介紹

的可能性。郭淑貞經理認為，教育顧客正確的保險觀念比一昧努力達成交易更為重要。最後，

郭淑貞經理認為藉由實際個案的討論與分析，可以拉近理論與實務的差距，並提升學生資料蒐

集與分析的能力。 

 

 
▲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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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郭德進法官演講 

主題：保險法經典案例之分享 

日期：2020/6/17 

2020年 6月 17日本系邀請台灣台中

地方法院郭德進法官蒞臨演講，演講主題

為「保險法經典案例之分享」，透過郭法

官演講跟同學們分享了幾個保險實務上

的爭訟案例，讓我們更了解除了課堂所學

的保險理論外，保險在實務上的應用，會

遇到各種法律問題。 

郭法官介紹了數起保險詐欺的案例，

有分多人及個人犯案。法官說多人犯案是

最容易有破綻的，像是有為了家人的債務問題，華姓婦人為愛犧牲，選擇槍殺自己來換取巨額

保險金為前夫及胞兄償債，最後還是因為法醫判定華女陳屍在駕駛座、衣著完整，仍繫安全帶，

除頭、臉、頸部有血跡，顯見死亡前沒有掙扎，又均與前夫及胞兄都有通聯紀錄，而使自殺詐

保的案件露餡，案發後她的前夫、胞兄及槍手都被判刑，而兒女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遭拒提告。 

還有，陳某為了詐領保險金連續殺害 5 名親人的案件，直到他於民國 92 年 5 月，被警方

查獲他性侵及強盜殺害陳姓女子，加上先前保險公司向警方報案的質疑，他才向警方坦承殺害

5 妻兒為詐領保險金的駭人聽聞過程，最後判他死刑定讞。 

最後是前國手陳某發生車禍，除了向肇事者求償 1000 多萬還向 3 家保險公司，領取 522

萬保險金，事後因肇事的施姓老師為確定陳男病情而跟拍錄影蒐證陳男裝瞎詐保，最後陳男被

判敗訴還錢。 

綜合上述保險詐欺的案件，發現保險犯罪的類型包羅萬象，有謀殺詐領保險金、肢體自殘、

縱火等多種類型，因此保險詐欺犯罪的偵破，從保險公司核保過程到司法機關公權力的介入調

查需要相互配合。 

 

 

 

 

 

 

 

 

 

 

 

▲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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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研究與動態 

學術著作 

  本系老師在卓越的教學之外，亦積極從事各種研究活動，過去半年來，系上老師在學術刊

物與學術研討會上，均有豐碩的成果。 

 陳森松教授；「汽車損失險業務是否存在順向選擇？」刊登於保險大道(第 78 期，pp 43-47，

2019.12)。 

 陳森松教授；「旅遊期間的風險與保險計畫」刊登於消費者報導雜誌-保險專刊(第 465 期，

pp 4-8，2020.01)。 

 許文彥教授；「廣義線性模型在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的應用」刊登於保險專刊(第 35 卷第 4

期，pp 385-403，2019.12)。 

 許文彥教授；「Reserve Management and Audit Committee Characteristics: Evidence from U.S. 

Property-Liability Insurance Companies」刊登於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第 86 卷第 4

期，pp 1019-1043，2019.12，SSCI，MOST Class Atier1)。 

 洪介偉教授；「以深入訪談法探討保險公司合併對員工組織承諾之影響」刊登於壽險管理

期刊(第 32 卷第 5 期，pp 1-24，2019.12)。 

 洪介偉教授；「To be or Not to be: From Long-Term Economic Viewpoint to Decide Whether to 

Reimburse the Fee for Orthodontic Treatment by Government Insurance」刊登於 Review of 

Integrative Business and Economics Research(第 9 卷，pp 1-8，2020.01，ECONLIT) 

 吳瑞雲副教授、張吉宏副教授；「Switching motivation and moral hazard: evidence from 

automobile physical damage insurance in Taiwan」刊登於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 Issues and Practice (第 45 卷，pp 361-391，2020.01，SSCI)。 

 宮可倫助理教授；「Optimal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Problem Incorporating Housing And 

Life Insurance Decisions: The Continuous Time Case」刊登於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 

(https://doi.org/10.1111/jori.12270，2020.03，SSCI)。 

 梁穎誼助理教授；「健保資料與抽樣調查」刊登於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第 44 期，pp 97-

130，2020.04，TSSCI)。 

 梁穎誼助理教授；「Cyber Risk Cost and Management in IoT Devices-linked Health Insurance」

刊 登 於 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 - Issues and Practice 

(https://doi.org/10.1057/s41288-020-00169-4，2020.05，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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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論文  

 呂瑞秋副教授；2019.12.14 在台北「2019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美國股市與美元投資組合之研究」論文。 

 呂瑞秋副教授；2019.12.14 在台北「2019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A Study on Low Volatility High Dividend Index Performance」論文。 

 宮可倫助理教授；2019.12.14 在台北「2019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以台灣長期照顧資料建立多元健康狀態模型」論文。 

 梁穎誼助理教授；2019.12.14 在台北「2019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Cyber risk management cost and insurance products」論文。 

 梁穎誼助理教授；2020.01.04 在南韓釜山「The 7th East Asia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Workshop」發表「Modelling Cyber Risk in IoT insurance Products」論文。 

 王健航助理教授；2019.12.14 在台北「2019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金融服務業創新樣態的趨勢與發展」論文。 

 王健航助理教授；2019.12.14 在台北「2019 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金融服務業創新的科技-服務融合之探索」論文。 

 王健航助理教授；2019.11.15 在桃園「2019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發

表「AI 科技創新推動台灣智慧製造的轉型」論文。 

 王健航助理教授；2019.11.15 在桃園「2019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發

表「金融科技公司與科技金融公司的關係探討- 以產業價值鏈的觀點」論文。 

 王健航助理教授；2019.10.11~14 在大陸大連「2019 海峽兩岸科技管理學術年會暨博士生

論壇」發表「車聯網保單與服務創新：服務系統的觀點」論文。 

 

研究計畫 

 許文彥教授；「汽車保險資訊不對稱的幾個議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19.08~2020.07。 

 許文彥教授；「UBIoT 智慧保險應用於職業駕駛人場域驗證─UBIoT 保費模型研究」；企

業部門計畫；2018.10~2020.03。 

 許文彥教授；「建置醫療險核保評分模型」；企業部門計畫；2019.04~2020.04。 

 曾鹿鳴副教授；「壽險業務員賣健康保險給不健康顧客的意圖」；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

畫；2019.07~2020.02。 

 宮可倫助理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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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19.08~2020.07。 

 張永郎助理教授；「美國產物保險公司廣告支出,公司績效及外溢效果之分析」；科技部專

題研究計畫；2019.08~2020.07。 

 梁穎誼助理教授；「台灣遷移人口死亡率分析；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19.08~2020.07。 

 王健航助理教授；「金融服務產業的創新發展：新服務與顧客涉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2019.08~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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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活動 

系學會活動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第 25 屆系學會，一年下來藉由各位系學會夥伴的努力下，成功舉辦

許許多多的大小型活動，透過各種活動除了增進系上同學的情感外，也帶我們系上同學尋找未

來。這學年年初，從一開始的新鮮人成長營、迎新宿營，讓大家認識彼此，到之後的制服趴、

夜烤、體育週等，都提供各式各樣的活動讓同學做選擇，較特別的是我們今年還加入了知識性

質的活動-狼人殺，跟上現在最流行的天黑請閉眼桌遊風潮，讓所有的參賽者們腦力激盪、互

相鬥智，在預言家與狼人的明爭暗鬥中，找到勝利的曙光。  

 

▲2019 逢甲大學狼人殺爭霸賽-狼流連 

 

 

▲2019 新鮮人成長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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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錄獎學金頒獎典禮 

吳家錄保險文教基金會獎學金今年第 26 屆頒獎典禮於 2019 年 11 月 30 日於台北新光人

壽摩天大樓舉辦，由基金會董事長吳邦聲擔任主席。並有 18 個大專院校之保險系所主任、教

授等產官學界貴賓參與盛會，本系由張吉宏主任代表系上出席，獲頒研究經費大學部與研究所

共 20 萬元，會中特別觀看影片回憶吳家錄先生在世期間為保險界之付出與努力。 

本系研究生獲獎者 6 名；大學部學生獲獎者 7 名。研究所學生獲頒 2 萬元獎學金，獲獎者

許歷安同學、林孟嫻同學、陳之瑩同學、李澤桐同學、楊祖豪同學、楊錇深同學等 6 位；大學

部學生獲頒 1 萬元獎學金，獲獎者有林珉琪同學、林宜君同學、程怡蓁同學、郭家君同學、曾

繁銘同學、謝易霖同學、林名燊同學等 7 位。 

 

▲吳邦聲董事長(右五)、張吉宏主任(右四)與研究所受獎同學合影留念 

 

▲吳邦聲董事長(右五)、張吉宏主任(右四)與大學部受獎同學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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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榜 

學業競試獎學金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本著獎勵在學同學們用功勤奮、努力不懈的精神，提供學業競試獎學

金給成績優異的學子。除了頒發獎狀之外，成績第一名提供 2,000 元獎學金、第二名提供 1,000

元獎學金。 

學業競試獎學金得獎名單(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人壽保險：風保二甲-蕭嘉偉、洪浩程 

風險理財：風保三乙-王姿雅、楊雅涵、李苡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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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勤奮向學，特由蘇文斌老師家屬

提供獎學金。每學年提供獎學金名額2名，除了頒發獎狀之外，每名提供新台幣2萬元獎學金。 

蘇文斌老師紀念獎學金得獎名單(108 學年度) 

風保碩一-李郁、風保碩二-林孟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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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發展基金收支概況 

為緬懷陽肇昌教授在逢甲風保系百年樹人的精神及發揚作育保險人才的理念，而成立「陽

肇昌老師保險菁英教育紀念獎學金」，鼓勵本學系優秀同學前往海外大學研修，本獎學金係由

本學系師長及系友發起捐贈提供，竭誠懇請系友響應捐贈，全數款項將匯入逢甲大學學術發展

基金-獎學金帳戶，專款專用。108 學年核發$150,000 元，目前結餘款為$291,079 元。 

為表彰紀念方明川教授多年來於本系之卓越貢獻，特設置「方明川教授紀念獎學金」，鼓

勵本系研究生主動學習外國語文，提升自我外語能力。本獎學金係由系友或企業贊助提供，竭

誠懇請系友響應捐贈，全數款項將匯入逢甲大學學術發展基金-獎學金帳戶，專款專用。自 104

年 3 月成立以來，目前募款金額總額為$61,000 元，107 學年核發$5000 元，108 學年核發$10,000

元，目前結餘款為$46,000 元。 

為紀念劉純之教授畢生致力於保險教育及培養優秀學生，特設置「劉純之教授紀念獎學

金」，鼓勵本系碩士班學生提升學業成績及優秀學生就讀本系。本獎學金係由校內外教職員、

系友或企業捐贈提供，竭誠懇請系友響應捐贈，全數款項將匯入逢甲大學學術發展基金-獎學

金帳戶，專款專用。自 106 年 8 月成立以來，募款總額為$2,000,000 元，107 學年核發$120,000

元整，108 學年核發$120,000 元整，結餘款為$1,760,000 元。 

為提供系上師生、家長及系友瞭解近期內本系所之資訊與活動，故製作風保通訊期刊（RMI 

Report），特成立 RMI 基金，目前結餘款$87,825 元。 

為配合 109 學年起全英語教學之課程需要，由系圖書館購買 CPCU 教科書 Risk 

Financing(6th ed.)，長期(一學期)借給本院必修該課程的學生輪流使用，若有剩餘款，將繼續用

在購買必修的英文本教科書借給本院系財務有困難的個別學生使用，感謝系友響應捐贈，全數

款項將匯入逢甲大學學術發展基金-充實圖書及儀器設備，專款專用。108 學年共募得 422,000

元整，已使用 320,000 元整購買 CPCU 教科書，結餘款為 102,000 元 

感謝各位系友的支持與鼓勵！有意捐贈的校友或其它友好人士請洽逢甲大學風保系張吉

宏主任或葉怡屏助教，電話 04-24517250 轉 4121 至 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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