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111 學年度專題競賽 

＊適用對象為大四學生 

一、重要日程： 

日期 項目 備註 

11月 25日 (五) 

專題報告完稿，交給指導教授審閱  

學生繳交中英文題目、中文摘要給三位

口試委員 

※請同學主動詢問口試委員，要提供紙

本還是電子檔資料。 

紙本經同意可放於教師

鐵櫃內。 

電子檔請至系網頁查詢

師長 EMAIL。 

第一梯次: 

12月 02日（五） 

12:10-14:00 大學部畢業專題競賽 

(評選優良論文名次) 

簡報檔最晚請於

11/30(三)下午五點前

寄出。 

第二梯次: 

12月 09日（五） 

12:10-14:00 

簡報檔最晚請於

12/07(三)下午五點前

寄出。 

 

二、分組方式： 

1. 系上共 13位老師，每一場次需要 3位口試委員，共分成六個場次進行專題

競賽。 

2. 111學年度有 33組大四學生要進行口試，分成 6個場次進行專題競賽，即

33組學生÷ 6個場次 ≈一場大約有𝟓~𝟔組學生。 

 

  



三、分組： 

第一梯次 12月 02日(五) 12：10～14：00 

場次 口試老師 組別 學生 

場次１ 

教室 F505 

金志婷 

邵靄如 

王錦瑩 

1 徐耀斌 蘇怡君 陳沛晴 楊少愷 

2 陳宥霖 劉思妤 陳彥宇  

3 翁郁婷 楊品萱 陳心彤  

4 林子暄 林錦鈺 涂馨文  

5 王鵬博 魯柏彣 張曜威 許珈齊 

6 許佩慈 嚴郁晴 楊依庭 謝沂庭 

場次 2 

教室 F513 

盧榮和 

陳耀東 

黃以達 

1 蘇沛晴 廖伊翎 林依蓉  

2 唐源佑 黃暉皓 游鎮謙 黃宇歡 

3 黃睿妤 莊安潔 楊宜穎 陶云婕 

4 許淨嵐 陳婉華 江旻晏 藍永淇 

5 連宣琪 李沁蓉 江鳳寧 鄭偉晨 

6 廖佑霖 邢茂淵 端木義謙 彭崧瑋 

場次 3 

教室 F514 

彭盛昌 

汪芳國 

鄭家宜 

1 張書維 黃 喜 朱紹緯  

2 劉明朱 羅思榆 張洺瑜 劉庭志 

3 黃雨庭 簡禎廷 陳奕潔 王薇瑄 

4 沈雅汝 林彥秀 陳亭樺  

5 潘叡萱 詹凱淋 王馨宜 謝欣倫 

 



 

第二梯次 12月 09日(五) 12：10～14：00 

場次 口試老師 組別 學生 

場次１ 

教室 F505 

金志婷 

邵靄如 

郭俊良 

1 錢俋廷 呂承旺 劉兆騰 郭軒宇 

2 徐詩雅 黃采甯 薛 鎮 林韋騰 

3 郭延威 沈世榮 胡耕誠 林頎翔 

4 林亮廷 黃胥熒 蔡文綺 何佳哲 

5 蔡嘉真 楊子萱 吳欣瑜  

6 陳昱霖 韓承瀚 陳彥璋 謝尚意 

場次 2 

教室 F513 

黃以達 

王錦瑩 

邱芝駖 

1 闕聖穎 陳宜炘 陳宣叡 徐瑋澤 

2 陳沛君 柯宜霆 柯念芸  

3 邱泊森 張博彥 程薇 洪鼎翔 

4 江伊涵 蘇郁善 王樺妮 梁瑋亭 

5 謝雅淇 何珮辰 張子寧 蔡妮君 

場次 3 

教室 F514 

邱佩玲 

汪芳國 

謝佩穎 

1 路棻棻 楊淨茹 邱達煒 邱怡萍 

2 王易暘 曾詩晴 賴耀南 鄧棕沅 

3 林昱佳 吳侑築 陳欣妤 楊宗翰 

4 簡沛蓁 洪佳幼 林忠賢 董皓宇 

5 李冠霖 黃鈅珣 馮名謙 李佳珣 

 



四、競賽方式： 

1. 依分數評選出專題競賽第 1名特優；第 2、3、4名優等；第 5、6、7、8名佳

作。 

2. 專題競賽第一名系上頒發 3,000 元獎金以茲鼓勵；第二名頒發 2,000 元獎金

以茲鼓勵；第三名頒發 1,000 元獎金以茲鼓勵；第四名頒發 500 元獎金以茲

鼓勵；第五、六、七、八名各別頒發精美小禮物以茲鼓勵。 

 

五、學生注意事項： 

1. 請依照分配的梯次及場次參與畢業專題競賽，口試當天提早 15分鐘到指定教

室報到。 

2. 請準備 PPT上台報告，每組報告時間 15分鐘(按鈴通知)。 

當天報告簡報檔請於競賽梯次前兩天寄至信箱：suwou@mail.mcu.edu.tw 

 

項目 命名規則 範例 

EMAIL 

主旨 
111專題_(日期)_簡報檔 

競賽順序為 12/02場次 3第 2組 

 主旨：111專題_1202_簡報檔 

簡報 

檔名 
111專題_(日期)_(組別)_(題目名稱) 

競賽順序為 12/02場次 3第 2組 

 檔案名稱： 

111專題_1202_場次 3-2_題目名稱 

3. 小組參與競賽不需要每一位組員上台報告，但每位組員皆需出席(簽到)。 

報告完的組別不得提早離開，以示尊重。 

4. 請穿著正式服裝(白襯衫+黑褲/裙)；外套或領帶等可自行搭配。 

5. 各組專題經口試後請依照口試委員及指導老師建議修正，修改後電子檔資料請於

12/23完成。 

6. 請先將電子檔經系上審核過再印製紙本資料裝訂，以免未符合格式規定。 

7. 專題報告最終格式請參考此→ 

mailto:suwou@mail.mc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