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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消息 

「3+1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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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與多家金融保險機構進行「3+1 及 7+1 實習

學程」產學合作計畫，提供實習名額為 77 人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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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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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為社會、國家培育人才一直以來都是本校努力的目標，期盼以更加具體的方式實現產

學合作背後的精神。對於本系學生而言，透過此次產學合作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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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進行實習產學合作計畫之實習機構名冊如下： 

實習類別 企業名稱 提供實習名額(擇優錄取) 

7+1 及 3+1 學期實習 

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 大學部 1 人、碩士班 2 人 

台灣產物保險公司 1~2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 6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不限 

明台產物保險公司 3~4 

富邦人壽保險公司 4 

中國人壽保險公司 6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 25~45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系級) 3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院級) 2 

遠雄人壽保險公司(院級) 8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院級) 不限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院級) 6 

 和泰產物保險公司(院級) 1~2 

 元大商業銀行(院級) 不限 

 宏泰人壽保險公司(財算提供) 9~11 

合計 15 77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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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鮮人計畫 

    有鑑於保險科技的趨勢跟發展，對於風險管理與保險領域帶來更多不同的可能性，為使大

一新鮮人了解所選科系於理論及實務上之應用並引發學習興趣，培養同學設計、團隊合作和溝

通等方面的能力，進而成為能參與社會產業升級轉型的創新人才，本系今年之新鮮人計畫主題

為「學生走出去、實務走進來–InsurTech的舞台」。 

 

 

 

 

 

 

 

 

 

 

  

 

    ▲2022 大一新鮮人計畫合影 

 

    透過為期三天之大一新鮮人計畫活動，由風保系系學會率領教學助理團隊協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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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創意發想與討論 

 

    而同學以保險科技關聯議題為創意發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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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成果發表內容，初步構想的

保險科技日後得搭配金融創新場域、金融科技輔修課程獲得更進一步的實踐。此外，同學透過

大一新鮮人計畫活動，獲得保險科技的初步概念後，新鮮人計畫並搭配定錨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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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師到校講座等活動，提



5風保通訊 33 期 

 

 

 

供學生未來就業方向，使逢甲大學風保系大一新鮮人同學，可以在未進入社會前，即能了解業

界實務及趨勢，清楚知悉畢業後得以就業之選項，且利用接下來四年的時間，規劃目標，充實

自我。 

  

  

▲小組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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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台灣人壽保險公司簡碧英協理演講 

主題：壽險公司之經營實務 

日期：2022/9/24 

2022 年 9 月 24 日本系邀請台灣人壽保險公司簡碧英協理蒞臨演講，演講主題為「壽險公

司之經營實務｣，講解了關於在壽險業的公司內部是如何組成，主要包括業務、商品及作業部

門，以及各課業務主要負責的工作項目，演講內容能幫助同學更了解關於壽險公司的組織架構。 

首先，同樣身為風保系畢業的學姊簡碧英協理分享了自身的實際經驗，給在座同學在學業

或在未來工作上一些建議及該注意的地方，包括學姊過往的考照過程、方法，職業經歷等等，

並且鼓勵我們盡量去考取相關證照，如有機會便可自我進修，對於未來無論是工作上亦或是對

自身都很有幫助。 

而在本科系畢業的學生，第一份工作大部分都會選擇進入到保險公司，較常聽到的核保、

保服及理賠部門，其主要的業務內容或是工作屬性到底是如何，對於未接觸過的同學們都是很

陌生且了解甚少的，而保險公司裡除了核保、保服及理賠部門外還包括了什麼其他的部門可以

做選擇，於是接下來學姊就詳細了介紹了關於保險公司內各部門的相關業務說明，也特別提到

核保部在保險公司內占了非重要的一環，可以說是保險公司的守門員，因此必須要有國家認證

才可蓋章執行業務。也分享了許多的核保、理賠、規劃商品等的真實案例，例如最近很熱門的

防疫險等。 

除了介紹關於各部門的相關業務及實際案例外，學姊也以內各部門的工作性質去分析進入

各部門應具備的特質，如保服部需很有耐心每日重複做類似的事、理賠部則需要高抗壓性等，

但無論是哪個部門，溝通能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學姊以自身豐富的業界經驗給予同學深刻的印

象及滿滿收穫，相信在未來無論是面試或實習期都會非常受用。 

 

 

▲簡碧英協理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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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產物保險公司蕭仕庭經理演講 

主題：產物保險面面觀 

日期：2022/10/01 

2022 年 10 月 1 日本系邀請臺灣產物保險公司蕭仕庭經理蒞臨演講，演講主題為「產物保

險面面觀｣，講解了關於在產險業的業務狀況，又以近期討論度頗高的防疫險及較常見的車險

作為本次主要的演講內容。 

對於大四即將畢業的學生，無論是實習面是或是未來找工作，自己的能力固然最重要，但

除此之外，履歷是必備且重要的加分項，要如何用履歷使人印象深刻，因此除了介紹關於產險，

在演講的一開始，蕭仕庭經理也傳授了一些在履歷或面試上的技巧，如何在面試者中脫穎而出，

都有很多細節是需要同學們去注意的。 

接著演講的主軸主要是圍繞著強制險及第三人責任險作介紹，以學生來說目前最常接觸的

就是關於車險的各種問題，關於各種險種的承保範圍、不保或除外事項、追償事項、理賠範圍

等，配合著實際的案例分享以及有獎徵答，在車險部分做了相當完整的介紹，雖然不希望碰到

這些事，但若是不幸發生，在事件當下該如何即時去應對及處理，相信本次演講對同學來說都

非常受用。 

 

 

▲蕭仕庭經理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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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鄧文傑資深經理演講 

主題：產險公司之經營管理  

日期：2022/10/15 

2022年 10月 15日本系很榮幸邀請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鄧文傑資深經理蒞臨演講，

演講主題為「產險公司之經營管理｣，講解了關於在目前在產險業界中經營的概況與產險公司

內部組織分工、市場行銷與通路發展，以及利源分析等相關的議題。 

首先介紹了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內部的組織分工，因為是與日商公司合資而成立的

公司，因此與國內保險公司有些許不同，台灣裕隆集團主要是以車險業務為主，而日本東京海

上集團則是以技術支援及日系業務為主。另外也提到銷售部門、商品部門、後勤部門是產險公

司運作的主要三大部門。 

除此之外，資深經理也詢問了在座同學未來有是否考慮進入保險公司，壽險亦或產險以及

原因，並提到逢甲風保系畢業的業界前輩們非常多，且表現也十分出色，所以若是進入到保險

業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接著資深經理介紹了關於產險公司市場行銷的 4C 策略，包括了外顯單位效益成本、買者

資訊搜集成本、買者道德危機成本、買者專屬陷入成本，配合內部行銷團隊(業務員)及外部通

路(保經代)，以及商品合理的訂價，從上到下，從行銷合規核保、損防、損失率的控制、合理

的保險費率，到商品的競爭，彼此環環相扣形成良性循環，才使保險公司能長久經營。 

 

 

▲鄧文傑資深經理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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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王郁綺副理及邱創駿襄理演講 

主題：一日保險經紀人 

日期：2022/10/22 

2022 年 10 月 22 日本次邀請

台中銀保險經紀人公司王郁綺副

理及邱創駿襄理蒞臨演講，演講主

題為「一日保險經紀人｣，同為逢甲

畢業的王郁綺副理及邱創駿襄理，

以他們入職及就職前後的心路歷

程，為同學們講解關於保經代及保

險產業的現況發展。 

首先邱創駿襄理介紹了關於自己進入保經代公司的過程，並提到了關於銀行保經代與傳統

保經代的差別，利用問答的方式來解答同學們在職涯探索上的疑問。而後介紹了關於保經代公

司的內部組織狀況，以及介紹了關於實習的方式及內容，最後鼓勵同學們在未來要多多探索任

何有興趣的領域，結合自身優勢，一定能找到適合屬於自己的位置。 

接下來由王郁綺副理為我們演講，除了介紹公司的概況、企業文化及經營理念外，首先提

到了關於證照的問題，並說明進入保經代公司擁有哪些證照會較為優勢，並提到他認為風保系

選擇保險業為職場生涯的第一步是非常有競爭力、吃香的。另外，因修課的同學大多都是大四

同學，即將面臨實習面試或出社會需面試的情況，因此也傳授了在面試中該注意的細節，包括

學姊認為金融產業應穿著正式服裝，以及面試時面試官偏好的態度，並鼓勵在座同學不要害怕

問問題，不要只知道一股腦做，導致最後做錯出現大問題，造成別人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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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S/ARM 美國風險管理協會風險管理師導師/深圳市貝爾羅諮詢服務有限公

司合夥人吳南瑤先生演講 

主題：風險管理實務介紹 

日期：2022/10/25 

2022 年 10 月 25 日本系邀請

CFPS/ARM 美國風險管理協會風險

管理師導師/深圳市貝爾羅諮詢服務

有限公司合夥人吳南瑤先生蒞臨演講，

演講主題為「風險管理實務介紹｣，本

次演講內容以風險管理實務應注意的

事項為出發點，並對於危險發生前如

何做防範以及發生危險後該如何把損

失降到最低進行說明，講師向同學介

紹如何將課堂所學的知識應用於實務

之中，以便深入了解當中的各種細節

與討論。 

吳南瑤先生在演講過程中常以實際案例來探討，並以影片方式呈現，看著影片描述寫實的

危險事故，讓我們覺得認為這並不是未來有可能發生的危險，而是已經有人發生過，希望我們

不要重蹈覆徹。 

首先介紹的案例是工作上時常發生的工安危機，影片中一名工人工作時數經常超時，造成

睡眠不足導致身心俱疲，在這樣的狀態下日積月累，有一天，他開著堆高機，因一時的精神恍

惚，危險事故就發生了，他迎頭撞上一堆的鋼筋，而事後調查也發現工廠裡的機器都沒有定期

維修保養，包括出事的那台機器，如果平時就有保養維修機械設備，以及嚴格把關工人們的工

作時數，意即若做好風險管理的話，那危險豈不是就能減少許多了。 

講師接著介紹火災的實務案例，這是在美國的一個夜店裡，我印象很深刻，事故發生，是

從一個小火苗到濃煙竄出只需要 90 秒，而一個合格的消防員必須在 5 到 10 分鐘內抵達現場，

當時消防員 5 分鐘就抵達了，但是抵達時還必須搭水線等等的規劃，開始搶救時，不幸為時已

晚，這個案例之所以讓我印象深刻是因為，首先，他的防火設施是不合格的，再來，事故發生

時，因為燈光太暗，大家都不知道還有別的出口，拼命的往正門口衝，然而就如我上面所講的，

小火到大火只需要 90 秒，所以最後很多人都沒有順利逃出來，而這起事故是可以避免的，事

前防災設施就應該是要合格的，以及進到場所時有把逃生路線規劃好，那危險發生時，也就能

把損失降到最低了。 

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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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講師說的 There 

really are no accidents. 沒有事情是意外的，同學現在及日後遭遇到危險事故時，希望都能提前

把風險管理做好，讓事故損失降到最低，而不要發生事故才來後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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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和國際律師事務所郭浩恩資深律師演講 

主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與評議案例解析 

日期：2022/11/02 

2022 年 11 月 2 日本系邀請宜和國際律師事務所郭浩恩資深律師蒞臨演講，演講主題為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與評議案例解析｣，本次演講內容主要針對金融評議中心近期主要涉及的

各式金融消費糾紛為說明，並對於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進行介紹，使同學理解如何將課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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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恩律師首先說明評議中心與法院兩種紛爭解決機制的差別，並對於保險類的金融評議案

件為焦點分析，有關保險理賠類的部分，諸如住院必要性的判斷、意外事故的認定等涉及保險

契約條款的解釋適用的議題。非保險理賠類的部分，則有申請保險契約謄本的要件與適用情形

資格等。浩恩律師接著介紹金融消費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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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學進行說明。 

最後浩恩律師對於今年度的矚目議題防疫保單爭議，諸如投保契約成立爭議、續保爭議、

保經代招攬爭議、理賠給付爭議等，和同學進行討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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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同學日後在職場上遭遇金融消費法律問題時有基本的法學知識及問

題處理能力。 

 

▲郭浩恩律師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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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台中分公司鄧文傑資深經理演講 

主題：風險管理與產險實務 

日期：2022/11/8 

2022 年 11 月 8 日本系邀請新安東京海上

產物保險公司台中分公司鄧文傑資深經理蒞

臨演講，演講主題為「風險管理與產險實務｣，

本次演講內容以產險實務應注意的事項為出

發點，並對於產險的核保以及理賠方面進行說

明，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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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在演講當中講述著產險的基本概念

以及有哪些險種屬於產險，並接著說明各家產

險公司的組織架構，最後則是提到了保單的核保與理賠該注意些什麼問題，以及未來這些重複

性高的工作將會由科技取代，也是所謂的金融科技(FinTech)、保險科技(InsurTech)。 

車險是產險業務的最大宗，講師在演講時，常以遇到的實際案例來講解，例如人們遇到車

禍時，當下要立即報警、拍照等，以及後續該如何處理相關事宜，這些實務上的經驗，如果講

師沒跟同學們說的話，當遇到事故發生時，同學們應該會手足無措吧。 

今天藉由相關案例與實務案件辦理經驗的介紹，同學們都獲益良多，對於保險知識有更進

一步的瞭解，且對於產險業的相關工作內容亦有一定程度的認識，相信在往後的日子裡，一定

會有所幫助的。 

 

▲鄧文傑資深經理演講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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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金控台灣人壽(營運規劃二部)卓昭賢協理演講 

主題 : 淺談大數據/AI 模型實務的應用 

日期 : 2022/11/21 

2022 年 11 月 21 日本系邀請中信金控台灣人壽(營

運規劃二部)卓昭賢協理為同學演講「淺談大數據/AI 模

型實務的應用」。 

透過卓協理分享大數據/AI 模型實務的應用場景簡介，讓我們更加了解大數據對現代社會

的重要性。講師在演講中有特別提出一個問題 :「如果錢包和手機中哪一個是自己忘記帶出門，

而你一定會回家拿的？」，在科技還沒那麼發達的過去大家一定會選擇回家拿錢包，功能相當

簡單且笨重的手機相對地來說就沒那麼重要，可是現今社會上手機比錢包還要來的更重要，因

為只要帶手機出門即使沒帶錢包還是可以購買任何東西，像是可以透過手機使用行動支付來付

款，最有名的像是 Line Pay、街口支付、Apple Pay 等。老師也舉了一個好笑的例子，他的朋友

曾發現全聯在社區大樓的下方而已，但是用 UberEATS 下單卻比走下樓到全聯購物來的更便

宜，可想而知現今網路購物帶來的發達與便利。 

大數據的應用以 YouTube 為例，它會以演算法來推測使用者可能會有興趣觀賞的影片類

型，另外購物常常會使用到的蝦皮、MOMO 購物等的電商平台，這些平台也會以演算法去推

薦使用者可能會想購買的產品類型，常用的社群媒體像是臉書可以透過使用者及身邊的朋友對

貼文或影片的按讚、表情等行為，來蒐集使用者的相關行為去推估使用者可能偏好的影片、貼

文或文章的類型。而透過蒐集將這些眾多個人的資料匯聚起來，專家透過資料分析，便可以知

道某人的習慣、偏好。這些資料是具有價值的，代表若是能掌握的資料越多，誰就能夠越有效、

精準的預測市場的發展。如同富邦集團之所以強大，有可能就是因為他們的旗下擁有許多領域

不一樣的子公司，例如:凱擘影城、台灣大哥大、MOMO TV 以及 MOMO 購物，可以利用這些

子公司眾多的消費者資訊來做分析，替消費者挑選最適合他們的商品，也可以讓富邦集團擁有

最大的利潤，如同魚幫水，水幫魚一般。 

消費者行為趨勢在過往與現今的差異，以前是興趣>商品>消費>使用>End；現在則是興趣

>搜尋(開箱/社群) >比價>使用>開箱文/直播>End。現今科技的發達使我們可以透過網路比價使

用線上付款或貨到付款就可以買到你所想要的產品，而若是線上付款的話，銀行就可以了解使

用者的消費金額、購物內容及購物時間點，但消費者如果將錢儲值到悠遊卡或類似的儲值卡，

銀行僅能夠看見消費者的儲值金額和交易對象，之後消費者利用儲值卡購物就改由悠遊卡公司

或類似第三方公司記錄消費內容。金融卡交易安全方面，過往銀行若發現有可疑交易，客服會

緊急撥打電話給客戶進行確認交易，而如今網路購物線上付款銀行會給你一組 OTP 密碼，現

今這種交易模式可以減少盜刷風險，讓線上購物更有保障。 

在保險方面雖然目前對於新生兒仍然無法有太多數據分析的應用，因為多數新生兒的問題

為遺傳疾病較多;但可以了解目前大數據在保險上的應用到什麼程度，例如:UBI、AI 健康分，

也有提到現階段都是應用健保快易通來做資料的連結，但由於健保快易通只能得到近三年內的

資料且並沒有用藥指示，如果日後有用藥指示的話在核保上就會非常精準，這對於核保上會是

非常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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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研究與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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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及研究計畫上，均有豐碩的成果。 

 

學術著作 

➢ 許文彥教授；「個人傷害保險訂價的再檢視」刊登於保險專刊(第 38 卷 第 2 期，pp 139-

158，2022.07)  

 

會議論文  

➢ 張永郎副教授；2022.06.17~18 在新竹「202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Taiwan Finance 

Association」發表「The Demand for Reinsurance: The Impacts from Rivals」論文。 

➢ 梁穎誼副教授；2022.07.12~15 在雪梨「The 25r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 (IME 2022)」發表「Cyber Risk Content Analysis using Topic 

Modelling Approach」論文。 

➢ 賴煥升助理教授；2022.11.11 在桃園「台灣文化資產學會 2022 年度研討會」發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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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 賴煥升助理教授；2022.07.08 在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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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防疫保單契約條款的解釋與適用-以保險法理視角為考察」論文。 

➢ 林明仕助理教授；2022.07.02 在南投「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Management, 

Economics and Finance」發表「Implementation of the Paris agreement through innovative design 

of green bonds based on climate prox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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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22.08.01~2023.0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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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2021.08.01~2022.0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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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01~2024.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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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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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1.28~2024.09.30。 

➢ 曾鹿鳴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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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1~2023.02.28。 

➢ 曾鹿鳴教授；「網路平台互助保險的經營與永續發展專題」；企業部門計畫；

2022.09.12~2023.01.31。 

➢ 張永郎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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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計畫；2022.08.01~2023.07.31。 

➢ 張永郎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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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7.01~2023.0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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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專題研

究計畫；2021.08.01~2022.07.31。 

➢ 宮可倫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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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研究計畫；2022.08.01~2023.07.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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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01~202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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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01~2022.07.31。 

➢ 梁穎誼副教授；「空間分析於死亡率模型的應用 (1/2)」；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2022.08.01~2023.07.31。 

➢ 梁穎誼副教授；「台灣人口特定死因死亡率分析」；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2021.08.01~202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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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活動 

抽直屬 

抽直屬活動是大學必不可少的活動，在人生地不熟的大學環境，很多人都從不同的縣市來

到學校，需要學長姐們來帶領他們，也有了更多認識朋友的機會，如果有不懂的科目也可以問

學長姊，讓整體的學習能力能更上一層樓。 

 

 

萬聖節制服趴 

萬聖節時街上的布置都非常有節慶的氣氛，給大一

們體驗萬聖節變裝的樂趣，我們的主題就是制服，因為大

家都來自不同的高中，制服當然會非常的多元，也可以讓

同學看看自己母校的制服是多麼的好看，而且到了大學，

也無法像高中那樣大家穿著制服那種青春洋溢的感覺，

這個活動能帶領大家回憶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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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情活動 

大學最重要的三個學分就是讀書、社團跟愛情，大一

新生們正值年輕的歲月，需要愛情來灌溉，我們是用買雪

Q 餅來送給欣賞的對象，或者也可以送給不認識的異性，

說不定會擦出不一樣的火花，也可以通過這個機會來認識

其他系的人，這樣可以更多熟悉這個大學。 

 

 

 

 

 

 

 

 

聖誕節活動 

冷冷的聖誕節，風保系與 4 系聯合舉辦耶誕晚會「行憲之夜」在築夢地享受聖誕節的氣氛，

並且與熱音社與熱舞社一同狂歡，參加者與工作人員都穿著古裝，我們是以復古風格的變裝作

為主題，讓學弟妹們享受復古電音趴，享受不一樣的聖誕節! 

用活動讓大一們更快的融入大學生活，不只兼顧課業也顧到了生活的品質，也可以認識到

很多不同科系的同學，讓大學生活不會無聊，並可以從中培養人脈，正所謂出外靠朋友，不管

遇到了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朋友，也歡迎他們進入了逢甲大學的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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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榜 

111 學年度劉純之教授紀念獎學金 

為紀念本系劉純之教授，於 107 年設置本獎學金，除鼓勵本系碩士班學生提升學業成績及

優秀學生就讀本系，也實質提供經費補助讓學生可以安心就學。日前本系召開獎學金審查會議，

核定本系碩士生共 8 位同學獲得本獎勵，111 學年度劉純之教授紀念獎學金得獎名冊及獎勵金

額如下  ： 

 

姓名 班級 獎勵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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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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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涵萱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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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暑假期間至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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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宣同學表示，在職場體驗最大的收

穫就是提升自己問題解決的能力。在面對

小朋友時，總會有許多突發狀況發生，常常須要在極短的時間內想出適當的解決方案，以保護

小朋友的安全。為了讓小朋友在輕鬆的氛圍中學習英文，涵萱和督導及同事們經過多次的會議

討論與發想，藉著遊戲讓小朋友輕鬆學習。小朋友們很多都是阿公阿嬤在照顧，在學習機會上

相對弱勢，也比較沒有競爭力，但他們的真誠，一定可以協助他們在未來的道路上實現夢想。 

涵萱說，兩個月的職場體驗，感謝督導的照顧與協助，為讓社區更好，他們總是用心且不

求回報的付出。還有同事們也是互相幫忙、彼此鼓勵，讓她感受到團隊合作的快樂。她說，真

的很幸運在體驗計畫裡遇見他們。在大一暑假參與這項職場體驗計畫，讓她認識了不一樣的世

界。涵萱期許自己一直保有空瓶心態，持續接受不同領域的新知，並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需

要幫助的人，不求回報，就像督導們一樣。 

 

▲國家英文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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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韻文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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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參考指標，本系碩士班陳韻文同學在王

健航老師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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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文同學說，感謝王健航老師與曾鹿鳴老師的指導，讓她能獲得這項殊榮，也感謝院系提

供豐富的學術資源，提供她在探究全台灣金融保險業的創新與科技運用研究上諸多助益與啟發。

指導教授王健航老師說，韻文的研究係探究全台灣金融保險業的科技創新發展與顧客知識資源

運用的關聯性，對金融保險科技發展有實質與顯著貢獻。韻文同學的論文全文以英文撰寫，其

成果的分析，在理論學術面與實務面都提供相當好的貢獻，獲評審委員推薦為優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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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管理博碩士論文獎設置宗旨在鼓勵研究生對科技管理學術領域及其實務，有更卓知的

研究與探索，以引領我國科技管理相關領域具見微知著之學理與實務發展。論文研究領域僅限

於技術與研發管理、創新管理、智慧財產管理、新事業策略經營、創業管理，以及與智慧科技

創新應用相關之管理領域者。其評審重點為需應用於科技管理相關領域，且對學術或實務有實

質貢獻者，包含論文之前瞻性、創見性、嚴謹性與表達技巧等。 

 

  

▲陳韻文同學榮獲科管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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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為指導教授王健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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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珉禎同學榮獲崇越論文大賞佳作  

「崇越論文大賞」被稱為「管理學界奧斯卡」，是崇越科技贊助臺灣管理學會所舉辦的活

動，今年已經邁入第 15 年，其包含了博士論文與碩士論文各種管理領域的研究類別，論文大

賞著重於實務應用與問題解決，並鼓勵教授與研究生提升各類管理領域學術論文的實質與附加

價值，其設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有高品質的創新研究，讓論文符合產業實務需要。 

本系碩士班章珉禎同學在系主任張永郎老師指導下，將碩士論文做多次的修改與調整，並

以「科技投資與風險承擔之分析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Risk-Taking Behavior」為參賽主題，

整篇論文以英文書寫的方式呈現，使用美國 NAIC 資料庫的數據，研究財產保險公司科技投入

對風險的影響，經過幾百篇論文的競爭、一連串的審核及層層關卡，在「2022 第 15 屆崇越論

文大賞」得一般管理組的佳作獎項，對師生的努力有所嘉許。 

珉禎同學說，從選題、數據整理、寫作到完成，感謝永郎主任在每一階段與每一步驟給予

很多的想法及幫助，在這些過程中大大的自我突破，也更加了解相關研究，並感謝一路上走來

一起共患難的夥伴，沒有了彼此相互的鼓勵與幫忙，可能沒辦法造就出這樣的成果，珉禎同學

也期許透過這次舉辦的活動，能將研究的結果貢獻於社會，並鼓勵本系的學弟妹們能夠勇於研

究與創作，好好把握住機會，讓自己更上一層樓，也許下一個明日之星就是「你」! 

 
▲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呂宗學教授頒獎予章珉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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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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核發$5000 元，110 年校友捐贈$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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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整，109學年核發$90,000，110學年核發$90,000，111學年核發$90,000，

結餘款為$1,6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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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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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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