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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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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與新光產物保險公司、明台產物保險

公司、富邦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遠雄人壽保險公司(院級)、和泰產物保險公司

(院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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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機構及實習人數如下： 

實習類別 企業名稱 實習人數 

7+1 及 3+1 學期實習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2 

明台產物保險公司 1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2 

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2 

遠雄人壽保險公司(院級) 1 

和泰產物保險公司(院級) 2 

合計 6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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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紀慧如助理教授演講 

主題：大學生值多少？做好大學四年的風險管理! 

日期：2021/12/7 

2021 年 12 月 7 日本系邀請到國

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紀慧

如助理教授來為各位同學演講「大學

生值多少？做好大學四年的風險管

理!」。 

    講師提到特殊科系相對薪水會

比較高，就像風保系，在各方面都

要考取證照，擁有這些專業技能就

會有更多元化的出路，並不限於是業務員，可能是核保理賠或是保險經紀人/代理人等。 

    講師也提到根據研究，自從疫情爆發以後，造成失業率提升，不管是旅遊業、餐飲業等

其實都受到不小的影響，很多店家甚至倒閉，而從年齡級距的失業率發現，青少年是高失業

率的一個群體，因為 15~24 歲的青少年還處於工作初期或調適的階段，工作的異動比較頻

繁，而九月的非勞動統計與八月相比增加了不少，因此在這麼多求職者中我們要展現出自己

是多麼與眾不同，重點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專業」。 

    社會中企業所需要的是能提高公司價值的人，所以我們要盡量成為企業所需的人才，會

的事情越多越專業，或同時具備各種能力，其實就不太會找不到工作，反而是工作搶著來找

你，因此在大學階段的同學可以多多利用學校的資源，充實自己並提升自己的能力。 

 

 

▲紀慧如助理教授線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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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壽保險公司林彥輝高級理財規劃顧問師演講 

主題：精彩多樣的保險 

日期：2021/12/14 

2021年 12月 14日本系邀請台灣人壽保險公司林

彥輝高級理財規劃顧問師來為各位同學演講「精彩多

樣的保險」。 

講師是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研究所畢業，

也考過 CFP 的證照，這次來跟同學們介紹幾個保險業

的出路、證照還有工作內容，但還有其他的出路等著

同學去了解。講師一開始提到「你必須很努力，才能

看起來毫不費力，你不用假裝你很努力，結局不會陪

你演戲。」 

人壽保險業出路有壽險核保理賠：公司依據客戶的基本資料或是保單契約，來評估是否承

保或理賠，還有提供保單更動的服務，建議考核保及理賠證照，其工作時間長的內勤工作。業

務輔導專員：是業務員跟公司之間的橋樑，有固定薪水且沒有業績壓力，比較不用太多專業知

識，適合溝通能力強、口才好及熱情活潑的人。教育訓練人員：協助同仁以上課的方式考取證

照。保險顧問：去各個銀行銷售自家公司的產品，有固定薪水並且要很熟悉保險商品。壽險業

務員：銷售保險，跟客戶分析和規劃保單。 

財產保險業出路有個人或非個人的核保理賠：個人保險像是醫療險和車險等等，非個人險

種為海上保險或火災保險等，需要較專業的知識及溝通技能，且要評估事故損失。產險業務員：

不用花很多時間行銷，可以跟其他銀行業務員合作賣保險商品，和壽險業務員不太相同，但應

酬可能較多。 

最後還有銀行保險經紀人/代理人，經紀人是站在保戶的立場為他們的需求去規劃商品，

而代理人則是代表公司銷售保險商品，兩者都要很熟悉保險法及其他法律規定，並且要有大量

的專業知識，或是成為簽署人和法令遵循人，再來提到了產險的經紀人或代理人可能須有較好

的英文底子，工作機會和大部分總公司都在台北。 

 
▲林彥輝高級理財規劃顧問師線上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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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海離岸航運股份有限公司施南光董事長演講 

主題：離岸風電風險管理與融資銀行保險要求 

日期：2022/3/11 

2022 年 3 月 11

日本系邀請藍海離

岸航運公司施南光

董事長演講為同學

演講「離岸風電風

險管理與融資銀行

保險要求」。 

進入職場之前，在學期間考取的證照或學歷是否足夠，反應出個人在本科專業上的用心程

度，然而在知識(證照/執照)與能力都已備齊的情況下，擁有同樣價值觀的人更容易聚集成群體，

於是物以類聚，累積什麼樣的人脈，端看個人所秉持的價值觀。在金融業界從業，欺騙、假造

是一次也不能有的行為，因此「誠信」不僅是普世價值，更被金融界奉為圭臬。 

學生應該如何展現誠信？上課不遲到、作業準時交、居住的環境保持整潔等，從諸如此類

的生活細節養成習慣，終而形成紀律；人生難免處於逆境，但在任何時候端正心態、累積能力

與人脈，才能以待來日。 

離岸風力發電即風機須對著迎風面才能轉動，臺灣在最需要大量電能的夏季，卻僅有微弱

的西南季風，故只能將重心轉為保養風機；冬季雖有強勁的東北季風，卻無法將產出的電能儲

存至夏季，因此風力發電仍為不穩定的供電，還是無法解決台灣的用電需求。 

除了季風氣候，臺灣西南部地區向臺灣海峽一路延伸皆為鬆軟的土質，細小顆粒的砂石隨

著海流形成沙丘，在漂流不定的地形上為風機打樁，複雜的過程無須多言。風力發電的架構由

好幾個風機連接到海上變電站，再透過輸出電纜輸出到陸地上，一個風廠施工需要 45 條船，

施工的項目可粗分為水下技術及海上變電站與風機裝設、裝吊及海底電纜。對於建造風力發電

的工程，臺灣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太少，需要與國際團隊共同合作的施工項目，也因為語言不通

為彼此增添不少隔閡。按行情價，風機裝吊船一天的租金大概 50 萬美金。如同達成遊戲任務

的條件一般，在安裝風機的工程中，必須滿足 45 條船聚齊的條件，但凡有任何一艘船因為某

些原因而無法到齊，每一艘待命中的船隻在等待施工條件滿足的期間內將每天收取待命費 

(standby charge) 150 萬美金。無論施工與否，每艘船的固定成本至少從 150 萬美元起跳，施工

過程的中斷或延遲會像骨牌效應一樣，層層影響最終裝設風機的成本。從銀行的角度來看，如

果對風險標的沒有全盤的風險認知、沒有細膩的風險管理/轉移計畫，投資風力發電便是以百

億為單位的賭局。 

於是離岸風力發電真正擁有控制權的角色是銀行，作為主要出借資金的借方，專案融資要

求特許合約，要求台電購買特定期間、特定電度收費的電力承購合約；要求開發商絕對必須購

買工程保險、延遲完工保險、財產保險、營業中斷保險跟責任保險；要求保險公司將保險合約

的理賠金優先轉讓給銀行而非開發商，並承諾保險契約不因開發商的倒閉而無效、不以開發商

違反承諾事項據為拒絕理賠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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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達信（MARSH）保險經紀人公司沈義舫副總經理演講 

主題：COVID 疫情對國際保險市場之影響與發展 

日期：2022/3/18 

2022 年 3 月 18 日本系邀請美商達信（MARSH）保險經紀人公司沈義舫副總經理演講為

同學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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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的時間，許多店家倒閉、運輸成本增加導致通貨膨脹、

供應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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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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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數據來自於 2020 年 6 月份與 8 月份，再保險公司對 Covid-19 的預估損失金額在 2020

年 6 月份，AIG 估計是損失 2.72 億美元、8 月份則遽增為 7.3 億美元。檢視保險契約的條款內

容，Covid 所造成的損失到底是否在承保範圍內？按照保險六大原則其中之一：損害填補原則，

為防止被保險人不當得利，保險對於損害的填補不得超過被保險人實際受到損害的範圍。 

一個實際案例：中國在前年因為疫情導致許多城市實施封城，如果廠區因為一位員工染疫

而必須關廠 14 天，請問因為疫情導致的損失是否在承保範圍內？保險公司對承保標的實質的

損失與營運期間因不可抗力之因素，導致營業收入中斷的損失負賠償責任。全險式保單雖將傳

染疾病列為除外條款，但是附加限額的傳染疾病批單，於是批單的效力大於保單，說明在該保

險契約中，傳染疾病以限額賠償的方式納入承保範圍。 

賠償的方式分為兩種，一為賠償固定成本；二為賠償額外費用（變動成本與利潤），視保

單的種類而有不同的理賠方式。若廠區因為員工染疫而停工 14 天，在還未加上 LMA5393 條

款前，理論上保險公司應對廠區之固定成本與營業收入中斷的部份進行理賠，保險雙方主要爭

點在於：在財產保險，新冠疫情並未對廠區的機器設備造成任何實質上、可看見的損失，機器

設備沒有實質上的損失，如何證明間接導致營業收入中斷的損失？ 

眾多的個案形成最終結果的主因，倫敦保險市場在 COVID-19 爆發後，在去年 7、8 月份

時，強制每一個續保的客戶加上 LMA 5393 特約條款，代表因 COVID-19 所造成的損失已被列

為除外不保的事項。英國法院目前裁定：無論是否有實質損失，凡有加保傳染疾病之批單者，

保險公司應對負賠償責任。保險公司經過法院判決後仍在提起上訴當中。 

把視野轉向國際的角度，全球再保險市場全部險種的費率在各洲市場（美洲、歐洲、亞洲、

大洋洲）從 2019 年第一季開始上漲，直到 2020 年的第三季才緩慢的持平，其中又以財務性保

險（如：董監事專業責任險）的成長幅度最為顯著。值得注意的是，在亞洲市場，臺灣的保費

漲幅相對於其他國家（中國、日本、印度）是相對不明顯的，原因有二： 

一、臺灣較大的上市櫃公司，續保日期多壓在 6/30 附近的區間，而這段區間剛好包含再

保險市場與國內保險市場所有重新的排列組合，再保險市場的費率高但固定，費率規章自由化

導致國內各家保險公司最終估算出的費率是浮動的，兩者相較之下，通常上市櫃公司會選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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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市場的費率，也因此臺灣第二季的保費收入會比其他三季還明顯。 

二、因為臺灣費率規章的原因，保險金額在 300 億以上的案件，加上再保險這個因素後，

費率規章必須以再保險市場的費率為主而非國內的算價，因此保費收入通常都處於持平的狀態。

保險/再保險公司對盈利的殷切相對於上市櫃公司對成本的現實，恰巧體現保險經紀人專業與

價值之所在。 

 

 

▲美商達信（MARSH）保險經紀人公司沈義舫副總經理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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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保險經紀人公司黃範董事長演講 

主題：Lloyd’s of London 

日期：2022/3/25 

2022 年 3 月 25 日本系邀請信利保險經紀人公司黃範董事長為同學演講「Lloyd’s of 

London」。 

1666 年 9 月 2 日，倫敦位於布丁巷(Pudding Lane)的一間麵包舖失火，直到 9 月 5 日才被

撲滅，當年倫敦絕大多數的房屋為木造結構，將近 4 天的時間燒毀了約 8 成民宅（13,200 戶）、

87 座的教堂或教區（包括著名的聖保羅大教堂）以及造成約有 7 萬多倫敦市的居民無家可歸。

自此之後倫敦開始以石材建造房屋，人們更意識到防災安全與損失預防的重要性，也促使保險

業的發展成形。 

鐵達尼號不只是史詩浪漫災難電影，更是真實發生在 1912 年的郵輪沈沒事故。死傷將近

1,500 人的意外事故，由許多再保公司以共保的方式，以英國保誠人壽為代表賠付 292 人、共

12,834 英鎊，相當於如今的 12 億台幣。換言之，以現在的角度來看，保險在當時對普羅大眾

來說還不是普遍的概念。 

15、16 世紀時，西班牙發現美洲新大陸並掠奪大量資源的行為，成就西班牙在西方國家

中的地位，與此同時，英國為求經濟貿易的發展，也積極的擴張自身的海上勢力，在當時，英

國女王支持有航海能力的英國船隻積極地與西班牙商船進行競爭，允許甚至鼓勵海盜的搶劫行

為，於是自 1585 年開始兩國之間不斷地發生衝突，眾所皆知的英西海戰最終由英國取得勝利，

自此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權。Lloyd’s 的發展也源於此：Edward Lloyd 在停泊了許多船隻的

泰唔士河開了一間咖啡廳，人們此起彼落的交談聲半句不離有關船隻或保險的話題，一項細緻

的服務、核保人(underwriter)、經紀人(broker)的角色逐漸具體成形，船體保險的雛形最早可溯

自 Lloyd's Coffee House。 

最好將 Lloyd's 理解為交換訊息的市場而不是一家公司。Syndicates 是承接風險的對象，一

個 Syndicate 最少必須由 15 個會員、最多可由 80 個會員組成(每一個會員代表一家再保公司)。

歷年來，Lloyd's 規定會員需對其所承保之業務負無限賠償責任，但近幾年由於累計虧損已逾

80 億，因此目前已改為負擔有限的賠償責任，並將業務經營和管理進行了一連串的整頓與改

革，雖然 Lloyd's 無限責任與 Syndicate 的特色逐漸淡薄，但 Lloyd's 在世界保險業中的領袖地

位仍無可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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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利保險經紀人公司黃範董事長演講實況 

郭德進律師事務所郭德進主持律師演講 

主題：經營風險與保險訴訟案件實例解析 

日期：2022/3/28 

2022年 3月 28日本系邀請郭德進律師事務所

郭德進主持律師演講為同學演講「經營風險與保險

訴訟案件實例解析」。 

今日很開心可以請到郭德進法官為碩士班同

學演講，一開始的自我介紹跟人生經歷，真的令我

們相當震驚，從一個非本科系的學生，成績也不是

相當理想，但憑著自身的毅力與天分，從企管系畢業後先工作一陣子，再回來考逢甲保研所，

並且考的是一般碩士生，畢業後考取律師執照，最後再去東海念研究所取得雙碩士，陸續通過

六個高考。過程中，也分享他念書的心路歷程，念書念的好與壞不會代表一切，重要的是毅力

與決心，並且清楚自己的方向，考試也有考試的技巧，字體端正相當重要，字體不僅是代表一

個人的態度，也是關係到國家考試是否及格的影響因素，在念書過程，書本只需有一本即可，

不需要每次都買新書，讀的懂讀的通最重要，我們不需要懂得太多，懂太多容易讓自己想太多，

這也是考試錄取的小撇步。講座中間也分享幾個印象深刻的案例，像是保險詐欺詐領保險金，

高速公路飆車，火車柵欄、早泳隊、卡到陰、買兇等等。這些案例有些有賠，有些沒賠，在法

律上真的很講求證據，理論上大家都看的出來很多行為都是要詐領保險金的行為，但法院只能

就僅有的證據去審判，很多案件也是，雖然判無罪，但不代表就是真的沒有罪，只是目前的證

據沒辦法做出有罪的判決，畢竟是講求證據的社會。 

他身為一個正直的法官，除了在判決上做出中立且公正的結果，更是為了地方上的需要而

奉獻自己的薪水，協助賑災與給予需要幫助的人們。法官這個職位是人們心中崇高無尚的地位，

也是在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人，擁有高收入的郭法官，他卻對於榮華富貴的生活沒興趣，相反的，

他認同「屋寬不如心寬」一說，以生活上來說，夠用就好，有能力的人就應該幫助更多的人。

而在處理判決上，他也以慈悲的理念處理所有的紛爭，而在處理少年事件的他，更是以同理心

的角度多方分析與思考，他顧及的不僅是事情的狀況，更是每個人的心理狀態。他告訴同學，

能做善事是有福的人，而且應該將自己的能力化作珍貴的資產，並且無私的付出。 

他針對法條判例詳細的跟同學解說，並且以實務的角度詳細解說，其中有提到釋字第 576

號，提到複保險使用狀況，若以人身複保險的情況來說，是不適用的，由於人身無價，不能以

價值來衡量一個的身分貴賤，這也是憲法賦予每個人平等的基礎，因此人身保險可以重複投保

並不構成複保險的問題，但是財產保險就必須以損害補償原則來計算損失，以避免有道德危險

問題。經過郭法官的演說，我認為所有的法理都是源自於平等與尊重，但是又規範著人們遵守

共同規範以維持社會安定，是重要的機制與規定。 

最後講師也告訴我們，在學校念書只是一個過程，在未來會發生甚麼大家都不知道，把握

好現在，現在所學的說不的哪天就用的上，講師也很熱心地說，以後出社會在工作上有遇到困

難都能去找講師聊聊，今天三個小時的演講，讓我們獲益良多，希望未來有機會能夠在參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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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演講。 

大任國際法律事務所陳建宏主持律師演講 

主題：訂立契約停看聽---淺談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制 

日期：2022/05/10 

2022 年 5 月 10 日本系邀請

大任國際法律事務所陳建宏主

持律師蒞臨演講，演講主題為

「訂立契約停看聽---淺談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制｣，本次演講內

容以契約訂立時應注意的事項

為出發點，並對於金融消費者保

護法的相關規定進行說明，業師

向同學介紹如何將課堂所學的

知識應用於實務之中，以深入了

解其中的各種細節與討論。 

建宏律師首先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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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購物等情形，對同學說明包含要約及承諾、意思合致、交錯要約、意思實現等法

律概念，使同學們得以自身相關的情境了解法律對於如何認定；另有關訂定契約的資格與能力，

則是針對民法有關行為能力相關規定進行說明，使同學對於契約有無成立的認定、訂定契約的

資格與能力等法學概念有所瞭解。 

建宏律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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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說明義務的踐行、違反適合度原則及

告知說明義務的法律效果等事項，向同學進行討論與說明。藉由相關案例與實務案件辦理經驗

的介紹，讓同學們受益良多，對同學現在及日後遭遇金融消費法律問題時得有基本的法學知識，

進而達到在具體事例上，認識自己在法律層面的權利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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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宏主持律師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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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教材、學術研討會及研究計畫上，均有豐碩的成果。 

 呂瑞秋副教授；「A STUDY ON REVENUE INSURANCE BUYING FOR CUSTARD APPLE 

IN TAIWAN: PERSPECTIVES FROM PROSPECT THEORY AND AMBIGUITY 

PREFERENCE」刊登於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 10 No. 

2，pp 111-118，2022.04，ECONLIT)。 

 宮可倫副教授；「Multi-population mortality modeling: When the data is too much and not enough」

刊登於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Volume 103，pp 41-55，2022.03，SSCI，SCI)。 

 游志平副教授；「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and the Fractal Market Hypothesis: Interfluves, 

Fusions, and Evolutions」刊登於 SAGE Open (January-March 2022，pp 1-8，2022.03，

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221082137，SSCI)。 

 梁穎誼助理教授；「Selection Effect Modification to the Lee-Carter Model」刊登於 European 

Actuarial Journal(https://doi.org/10.1007/s13385-022-00312-6，2022.04，ESCI) 。 

 梁穎誼助理教授；「The Effect of Cyber Risk Management Services in Insurance Policies」刊登

於 Pacific Basi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 10，pp 159-172，2022.03，科技部財

務領域 B 級期刊)。 

 賴煥升助理教授；「保單承保模式與保險事故舉證責任關係之探討」刊登於財產法暨經濟

法(65 期，pp 147-181，2021.09，TCI-HSS)。 

 

專書教材  

 許文彥教授；「人壽與健康保險」；新陸書局；2021.10。 

 曾鹿鳴副教授；「人身風險管理與保險」；華泰文化；2021.08。 

 

  

https://doi.org/10.1177%2F2158244022108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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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論文  

 呂瑞秋副教授；2021.12.11 在台北「2021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Conference」發

表「A study of investment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cross-se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size, value, 

momentum, and intangible capital in the Taiwan stock market」論文。 

 游志平副教授；2021.12.08 在台北「2021 後疫情時代下的企業管理與挑戰國際研討會」

發表「不同風險分量，不同「訊息不對稱」效果？」論文。 

 

研究計畫 

 許文彥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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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21.08~2022.07。 

 許文彥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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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2024.12。 

 許文彥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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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2024.09。 

 呂瑞秋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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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1~2022.06。 

 張永郎副教授；「保險科技新創公司會是顛覆者嗎？美國產險業實證分析」；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2021.08~2022.07。 

 宮可倫副教授；「加強風險管理理論與實務研究發展」；企業部門計畫；2021.10~2022.07。 

 宮可倫副教授；「考慮保戶行為之保戶解約動態精算模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2021.08~2022.07。 

 梁穎誼助理教授；「台灣人口特定死因死亡率分析」；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2021.08~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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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活動 

系學會活動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第二十七屆系學會儘管在疫情之下，有許多迎新及新鮮人成長營活動

採停辦或線上方式進行，風保系學會還是利用不同方法，讓大一學弟妹順利的步上軌道，利用

靜態知識型的活動，讓系上同學對保險有基本的認識，更在疫情趨緩時舉辦耶誕舞會，不僅讓

系上同學與其他系所的同學交流，也讓學弟妹感受到學長姐的熱情!下學期期初系學會也舉辦

了金融體育週，在疫情之下，不僅提供同學們一個小小的平台嶄露自己的運動天賦，也可以和

別系同學切磋自己的球技，並認識志同道合朋友，最後在 110 學年度的結尾也舉辦抽獎，提供

豐富的獎品回饋給系上的同學。 

 

▲ 2021 保險大富翁 

 

▲ 2021 耶誕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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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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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 

風保碩一-林珉琪、風保碩二-林莉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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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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元，108 學年核發$10,000

元，109 學年核發$5,000 元，110 年校友捐贈$200,000 元，目前結餘款為$2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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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000 元，107 學年核發$120,000

元整，108 學年核發$120,000 元，109 學年核發$90,000 元，110 學年核發$90,000 元，結餘款

為$1,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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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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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剩餘款者將繼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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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使用 320,000 元整購買 CPCU 教科書，109 學年購買教科書 Managing Evolving Risks, 1st 

edition(CPCU 500)1 本 5,365 元，結餘款為 9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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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