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 107學年度保險實務專題 

(執行期間：106 下學期/107 上學期)           (107.10 製) 

指導教授 專題題目 班級 學生 

陳聰賢 
實物給付型長期照顧保險之民眾購

買意願分析 
四保四 A 

呂○慈、鄭○宜、張  ○、

陳○甄、戴○穎 

劉惠玲 財富管理 四保四 A 
盧○瑄、何○洋、莊○閔、

林○軒、陳○涵、謝○勳 

陳美夙 
無憂無慮,風險 Bye Bike-公共自行

車保險 
四保四 A 

洪○絃、劉○昇、石○昇、

林○勳、楊○姍、陳○穎 

田靜婷 
產品涉入與 AIDA關係之研究:以

長期看護保險與殘廢扶助保險為例 
四保四 A 

徐○茜、張○玫、楊○瑜、

張○妗、張○欣 

徐璧君 
應用科技接受整合理論探討旅平險

網路投保意圖之研究 
四保四 A 

劉○讌、楊○因、陳○芳、

劉○秀、陳○蓉 

余祖慰 非凡羅伯特保險 四保四 A 
吳○珈、賴○伶、林○勳、

謝○雲、鄭○葳 

張阜民 打造朝陽無現金校園之探討 四保四 A 
葉○玟、曾○娟、林○魁、

林○傑、梁○翔 

陳宗玄 
民眾對於網路購買保險認知與行為

意圖之研究 
四保四 A 

蔣○霖、范○柔、何○倉、

曾○霖 

余祖慰 
吃裡扒「外」、「遇」人不淑－外遇

保險 
四保四 A 

何○庭、林○禎、賴○誼、

謝○欣、吳○如 

陳美夙 單身 Bang不見 四保四 A 
卓○伶、張○勝、詹○為、

吳○青、許○妘 

唐明曦 勞而不憂 安心工作 四保四 B 
林○茜、何○宜、史○姍、

郭○鑫、鍾○雯、林○凱 

唐明曦 財富管理 四保四 B 
黃○如、王○萱、黃○甄、

吳○莉、黃○翔 

凃鈺城 
保險認知程度對長照險與殘扶險的

購買意願與認知之差異分析 
四保四 B 

林○逸、蔡○帆、巫○源、

林○緯、王○誠、陳○廷 

張婉玲 
同心協力-同性婚姻險可行性之分

析 
四保四 B 

莊○靚、許○甄、張○珊、

林○婕、陳○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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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 專題題目 班級 學生 

張婉玲 精益求精保險 四保四 B 
江○蓁、陳○蓉、江○晏、

丁  ○、符○婷 

田靜婷 

初任壽險業務員價值觀、環境支

持、工作倦怠對於留任傾向之影響

性分析 

四保四 B 

唐○萱、劉○華、李○嵐、

饒○瑄、洪○梅 

陳聰賢 財富管理 四保四 B 
李○榕、詹○真、林○怡、

陳○柔、黃○瑋 

徐璧君 
車險網路投保意願之研究：科技接

受使用模式整合理論 
四保四 B 

林○竣、李○源、林○凱、

林○修、沈○廷 

凃鈺城 
生活型態與涉入程度對線上投保意

願影響之探討 
四保四 B 

黃○慧、黃○瑄、林○蓉、

劉○吟、劉○維 

王安平 財富管理規劃與應用 四保四 C 
翁○庭、吳○庭、羅○文、

劉○伶、張○昀 

施懿純 家庭理財保險規劃個案分析 四保四 C 
林○采、黃○庭、蕭○磊、

黃○皓、徐○菘 

施懿純 保險與財富規劃個案分析 四保四 C 
王○珺、陳○蓁、陳○育、

許○淇、黃○傑 

張阜民 
財務管理規劃-第八屆全國大專財

富管理競賽之案例分析 
四保四 C 

林○安、陳○權、王○甫、

簡○佑、沈○百 

嚴宗銘 財富管理 四保四 C 
周○儀、林○潔、李○青、

黃○誠、史○銘 

劉惠玲 「面面」俱到 四保四 C 
陳○宏、楊○潔、郭○妤、

羅○心、吳○霖 

陳宗玄 財富管理與規劃 四保四 C 
黃○融、曹○茗、蔡○諭、

陳○豪 

王安平 財富管理 四保四 C 
李○雅、邱○諺、黃○倫、

廖○珽、劉○賢 

嚴宗銘 財富規劃 四保四 C 
許○珊、曹○婷、歐○萱、

潘○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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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聰賢 財務管理 四保三 A 
鄭○辰、許○峻、陳○元、

許○良、鄒○承 

徐璧君 
大學生自我效能、社會支持對幸福

感影響之研究-性別之調節效果 
四保三 A 

黃○維、賴○薇、魏○衡、

楊○逸、曾○芳 

王安平 財務管理之個案分析 四保三 A 
陳○吏、林○岑、邱○涵、

鐘○綺、劉○香 

施懿純 管理財富之案例探討 四保三 A 
黃○珊、劉○姈、徐○萱、

陳○汝、黃○萍 

張婉玲 先發智人 四保三 A 
呂○駖、莊○玟、陳○淇、

李○兒、張○菱 

張婉玲 煉愛瘋光 四保三 A 
林○珊、王○那、洪○伶、

陳○樺、陳○汝 

陳美菁 財務管理之個案分析 四保三 A 
張○誠、賴○愷、劉○凌、

徐○懿、戴○恩 

陳美菁 財富管理個案分析 四保三 A 
史○靜、林○瑄、陳○涓、

戴○筑、賴○靜、潘○鈴 

田靜婷 

探討消費者購買人身保險之消費者

涉入、風險認知、購買動機與滿意

之關係 

四保三 A 

洪○雯、洪○琳、廖○淳、

邱○璇、黃○鈞 

余祖慰 試管嬰兒保險 四保三 A 
賴○予、張○倪、薛○臻、

林○純、黃○怡、呂○恩 

劉惠玲 財富管理 四保三 B 
張○榮、黃○琪、林  ○、

陳○均、葉○秀、葉○辰 

田靜婷 

受科技通訊軟體影響探討不同人格

特質、工作壓力，對情緒、工作、

家庭平衡影響之研究-以保險從業

人員為例 

四保三 B 

林○瑄、吳○瑀、卓○怡、

林○柔、王○嫻 

王明智 勞工休假與工作表現之探討 四保三 B 
孔○延、王○鑫、洪○生、

賴○達、蔡○宏、黃○綸 

王明智 科技車險之研究 四保三 B 
范○銘、邱○友、黃○樺、

李○辰、張○閔、邢子斌 

施懿純 積沙成塔，未雨綢繆 四保三 B 
王○暄、陳○珍、蔡○娟、

郭○良、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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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庭宇 飲食住了誰 四保三 B 
彭○寧、詹○鈴、胡○容、

楊○慧、尹○懿 

唐明曦 大學生保了沒 四保三 B 
高○齊、陳○安、陳○儒、

高○辰、劉○鈴 

劉惠玲 減肥儲蓄險 四保三 B 
陳○琪、林○甄、鄒○茜、

張○珊 

余祖慰 眼睛保險 四保三 B 
向○欣、張  ○、鍾○祥、

姚○翰、姚○祥 

唐明曦 
「保障一生，名【護】其【實】」

長期照護型保險 
四保三 B 

黃○忻、范○禎、蕭○庭、

賴○禎、李○瑄 

陳美夙 「視」面埋伏，「機」不可擋 四保三 C 
王○晴、莊○景、林○慧、

陳○嬿、謝○芳、侯建廷 

陳美夙 
一露有你，保證安心-保險創意商

品 
四保三 C 

林○婷、陳○妤、林○妤、

陳○柔、唐○涵、許○瑜 

林庭宇 棄暗投敏 四保三 C 
葉○馨、劉○諼、顏○真、

陳○雯、彭○伶、沈○芸 

徐璧君 
大學生人格特質、壓力因應對幸福

感影響之研究 
四保三 C 

葉○函、陳○卉、楊○珊、

李○恩、林○汝 

陳聰賢 家庭財富管理規劃 四保三 C 
蔡○蓁、魏○姿、陳○穎、

許○雯、陳○萍、陳○萍 

嚴宗銘 財富規劃 四保三 C 
陳○嫻、李○叡、王○晴、

馮○熒、林○涵、何○雅 

嚴宗銘 電動機車 四保三 C 
陳○芹、高○惠、羅○瑄、

馮○盈、陳○達、賴○成 

王安平 理財規劃案例報告書 四保三 C 
阮  ○、蘇○玄、周○鴻、

鄒○龍、蔡○翰 

林庭宇 用智慧保家電 四保三 C 
劉○鋐、江○文、范○欣、

吳○鋌、謝○哲、黃○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