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大暑研生專案 持續 12年不間斷 

培育優秀金融人才 產學交流共創新價值 

 
15 位暑研生開心與交通大學財務金融學系葉銀華教授(前排右 4)、元大金控策略長陳修偉(前排右 5)、元大金

控數金長吳杰(前排右 6)、元大金控人資長張曉耕(前排左 5)、元大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楊荊蓀(前排右 3)合影留

念。 

   

  元大持續深耕台灣，重視人才培育持續 12年不間斷，元大「107年度大學院校研究生暑期

研究專案」計畫於 8月 31日舉行成果發表會暨結訓典禮，今年結訓的 15位學生通過為期 8

週的實務考驗，結訓典禮採以碩士生畢業論文的發表形式舉辦，特別邀請學術界金融、公司

治理專業教授及具有豐富實務操作經驗的元大主管擔任評審，給予暑期研究生寶貴意見及經

驗回饋，展現企業「作育英才」的企業社會責任，此計畫累積已有 190位金融相關領域的優

秀「種子」菁英受到栽培。 

 

  元大金控策略長陳修偉在結業典禮表示，恭喜同學通過這 2個月嚴峻的考驗，完成傲人成

果。同時期勉同學，在經營自己要像經營企業一般，以正確的中心思想及國際觀，持續不斷

累積實力，穩健成長，不管環境或工具如何改變，保持正確觀念、正向積極的學習態度，才

能不斷累積實力，獲得豐碩成果！陳修偉策略長更邀請同學明年有機會一定要「回娘家」，與

主管及督導們一同再相聚，更歡迎同學在學業圓滿完成後，能真正加入「元大」大家庭，一

同奮鬥，為社會貢獻出專業長才，創造出更優質的金融生活環境！ 

 

 



 

      今年參與學員包括有經濟、金融、財金、財管等全台知名大學研究所同學，研究領域

因應金融科技浪潮，橫跨企業風險管理與商業分析、期權市場分析及應用、金融商品開發及

應用及消費者投資行為研究等，見習單位有元大金控所屬證券、銀行、投信、期貨、人壽等

重要子公司。參與學員被元大集團評審代表肯定為研究成果最成熟的一年，不僅具獨立思考，

且研究論文具有業界參考價值，經由閱讀學生們的論文，讓在場同仁更貼近年輕思維，發現

更多前進的方向，最後，評審們也特別期勉主辦單位及參與子公司，能將暑期專題持續精進，

以金控角度來進行專題研究。 

 

 

 

 

 

  

 

 

 

 

本屆暑期研究生專案結訓典禮由元大金控策略長陳

修偉(右)擔任主席，給予同學元大人的期勉及鼓勵。 

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李存修教授(左 1)，給予同學理論建

議外，提供個人實務經驗分享，針對權證商品法規給予實

務分享。 

元大期貨總經理周筱玲擔任集團評審代表，給予

暑研生寶貴的實務建議。 

元大證金總經理洪榮廷針對暑研生的報告提出修改建議。 



 

學界評審勉勵 

 

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林靖庭教授 

    元大的暑期研究生計畫

一直都是研究生的首選實習

機會，很榮幸自己的指導學生

也在今年參加，透過成果發表

參與，感受到學生在暑期實習

的蛻變成長，與在學校的理論

學習非常不同，學校理論像是

紮實的蹲馬步訓練，但透過元

大暑研生計畫，同學們更加貼

近市場，了解到目前市場現況

及企業經營方式，所發表的論

文題目，也都是台灣近期很新

穎的議題及趨勢。 

    希望同學們未來可以藉

由此次寶貴的經驗，培養隨時

應變市場變動的能力，成為新

趨勢的領頭羊。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林蒼祥教授 

    與往年相比，今年我很欣

慰看見同學們有大幅進步，發

表的論文走向較具體且流暢， 

不僅有抓到整個金融科技的 

腳步，就連寫程式的能力也大

幅提升。 

    元大舉辦暑研生計畫已 

經很多年了，反映出實習生的

督導也已經很熟悉如何培育

種子學生，給予同學最完善的

訓練。且同學在寫這類論文 

時，最需要的就是專業從業人

員的指導。感謝元大每年都投

入如此多的資源教導同學，提

前與未畢業的學生接觸，積極

培育金融界未來的人才。 

 

銘傳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盧陽正教授 

    對於同學們可以在這麼

短的時間內，做出如此完善的

論文發表，實在是件很不容易

的事，讓我感到非常驚艷。且

每位同學對於各自的研究 

題目都具有深度的分析，所發

表的論文也都有一定的參考

價值。 

  數位科技對於未來金融業

的影響很重要，甚至可以說是

無所不在，很高興元大金控舉

辦這項暑研生計畫，提供同學

們一個很好的平台，相信同學

們透過這段學習磨練，未來都

能成為台灣金融業首屈一指

的人才。 



 

 

台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李存修教授 

    感謝元大金控提供這麼

好的機會，相信同學們都獲得

了一個很充實、有意義的暑假

學習。有許多同學到其他企業

實習，受到的訓練並非都具有

系統性的，反觀同學在元大實

習過程中不僅會在督導直接

指導下，寫出完整報告，更能

跟業界的高手過招、學習機會

實在難得！             

    從本次的發表能看出同

學們的用心及努力，值得嘉

許。此外，同學們研究的角度

及對業界分析的觀點都相當

具有參考價值，這些內容都能

為將來的碩士論文打下穩固

的基礎。 

 

 

交通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葉銀華教授 

    暑研生計畫展現元大對

於學生就業與社會人才培育

的努力、用心，並且致力延展

金控價值，期待元大擴展規

模，使同學與業界能有更多的

機會切磋。 

    建議同學在做與數位金

融相關的議題時，可以自行下

載軟體，親身體驗產品以及使

用感受，會對蒐集的研究資料

更能感同身受，除此之外也建

議同學，當提出對於元大子公

司的建議時，可以先訪談相關

部門，確定建議是否可行，如

此也能間接讓部門裡的主管

同事，與同學們有更深的互動

交流，刺激更有創意、可行想

法。 

 

 

 

 

 

 



 

元大集團評審代表勉勵 

 

元大金控董事會 

主任秘書李雅彬 

   暑研生計畫對於集團未

來人才招募有很大的幫助，透

過暑研生計畫將元大的專業

形象擴散到全台各尖端學校

內，提升正面聲譽，使元大成

為同學們就業的首選，如此對

於集團將來在市場招募菁英

人才大有幫助。 

   企業最終的目的是保持

向上的成長，因此暑研生計畫

能讓學界與業界結合，促進企

業與學生間的交流，一方面可

以讓學生提前瞭解業界運

作，另一方面企業可以汲取學

生新思維，並且創造出更好的

品質和良好的形象。 

元大期貨 

總經理周曉玲 

   今年的論文與過去相比

大有進步，不僅內容聚焦，成

果貼近實務，倘若在應用上面

再往前踏進一步，研究的成果

都能在交易及研究上面有非

常大的貢獻。且今年的同學們

在研究報告內大量使用了程

式語言及 AI技術應用，這也

是和過去不同，值得嘉許的部

分。 

   同學們能在短短兩個月

將陌生的實務，深入分析並發

表論文，能有這樣的成果非常

難得可貴，付出的辛苦與努力

值得嘉許。 

 

元大金控 國際事業處 

執行長吳敬堂 

   對於同學簡報表現有兩

點建議，一為掌握報告語速，

讓聽者能掌握重點訊息；二為

精準設定研究邊界範圍，在有

限時間內無法全面涉略及分

析，應更精準的設定研究主

題，得出的結論或方法，可以

考慮台灣金融市場的開放程

度、文化和政治環境等條件，

相信會更加完整。 

 最後想勉勵同學要在求學

生涯的最後一段過程思考，對

於產業了解過後，未來想專注

在哪一個領域？建議可以從

廣泛方向慢慢集中下功夫深

入了解，在羨慕別人成就前，

切記先提升自身實力，讓自己

表現更加出色。 



 

 
元大證金 

總經理洪榮廷 

   本計畫結合了同學理論

面與元大的實務經驗，兩方能

碰撞出不同的看法和想法，創

造出加乘的效果可行可行，耀

耀。過去有同學來到元大證金

實習，當時我們擬定了三個題

目給他們，請他們去做一些研

究，而題目都是公司未來規劃

推動發展的業務項目，透過同

學們年輕思維的研究，對元大

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我相當肯定同學們的傑

出表現，單位部門的上級督導

給予的指導，讓學生們研究論

文具有參考價值，甚至能成為

碩士論文的基礎，值得同學們

好好珍惜運用。 

元大金控 

數位金融事業處執行長吳杰 

   暑研生計畫一方面讓學

生利用暑假時間，能更深入認

識金融業實務面的操作，另一

方面幫助研究生寫論文，可以

降低同學們論文時會犯的初

級錯誤，並且加強文字精準度

與結構性。 

    擔任兩屆暑研生的評審

後發現，論文中文句的邏輯性

表述是很重要的，準確表達出

自己的觀點。就研究的成果來

說，學生們的研究論文對於業

界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經由

閱讀學生們的論文，讓我們了

解到年輕人的想法，知道公司

未來需要改進或改變的方向。 

 

 

 

 

 

 

 

 



 

暑期研究生心得 

 

 

 

 

 

 

 

張博丞 

就讀學校： 

成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見習單位： 

元大金控數位金融處  

  撰寫專案的過程中，在結合學

術與實務的路上，總是不斷遇到

挫折，幸好昶志督導總是適時地

給予我寶貴建議，讓我可以按照

自己的節奏完成專案。 

  感謝吳杰執行長與黃俊傑資

深協理在這兩個月的照顧，並且

鼓勵我在撰寫專案的同時，去參

加實習生能參加的課程與會

議，讓我不只了解事務面遇到的

難題，也囑咐我多看、多學、多

思考，培養職場該有的態度與思

維。這兩個月遇到許多貴人，除

了讓我更加體會元大的溫暖以

外，讓我深知自己須不斷學習，

好更上層樓、加強能力，為職場

與未來做好準備！ 

 

 

 

 

 

 

 

陳瀷中 

就讀學校：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

研究所 

見習單位： 

元大金控數位金融處      

  很榮幸能夠進入元大進行為期

兩個月的暑期實習，這個暑假是

一個非常充實的暑假。這兩個月

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有滿滿的收

穫，除自行研究的部分，更多的

收穫是來自和督導的討論過程，

非常感謝學懋督導這兩個月來的

指導，在我撞牆期時也給予我很

多的幫忙，提供許多方向及資料

給我。 

督導的專業讓我了解到自己許

多不足的地方，期許自己能夠有

效吸收這個暑假所產生的養分，

利用最後一年的學生生涯，加強

實力，成為一個更有能力的人。 

 

 

 

 

 

 

 

 

 

湯正行 

就讀學校： 

政治大學金融所 

見習單位： 

元大證券計量交易部 

 在計量交易部這兩個月的成長

超乎我原本想像，每天要不斷的

解決未知的問題，摸索全新領

域，從撰寫的小論文，我必須要

摸索文字探勘之前未曾接觸過的

領域，不斷鞭策自己學習，加上

部門主管給予意見方向，最後也

終於寫出自己滿意的論文，同時

也學會很多新技能，這是屬於自 

己努力得來的寶貴知識與經驗。 

  撰寫小論文能接觸到交易員在

實務上遇到的問題，並嘗試用自

己在學校所學加以應用，部門學

長姐也會不吝嗇的觀點指導，期

末報告主管都到場聆聽成果發

表，並直接點評，對於新來的實

習生能夠如此重視，真的讓我非

常感動。 

   



 

陳慧庭 

就讀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見習單位： 

元大證券電子商務部 

    很榮幸可以到元大證的電

商部實習，除了撰寫自己的專案

也參與該部門的工作(例如:測

試 app、與版商開會)，過程中提

升了自己的實務能力。 

    實習的過程難免遭遇低

潮、甚至懷疑自己，也體悟到想

把一件事情做好是多麼困難。正

因如此更由衷感謝每位給予我

諮詢與鼓勵的人，特別感謝怜住

副理，她不管再忙碌都會給予我

建議與協助；也很感謝佳如督導

給予我許多開導。 

    很慶幸自己在正式踏入職

場之前，能有這麼扎實的訓練，

相信自己未來必能更進步與成

長。 

胡彥綱 

就讀學校：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

系碩士班 

見習單位：元大銀行金融商品部

理財通路組 

實習期間天天都有滿滿的

收穫，回想第一天報到，督導交

給我一份結構型商品產品說明

書，從剛開始看產品說明書像是

無字天書，到後來透過督導的解

說與專題的研究，讓我在短時間

內快速成長，不但了解商品、掌

握市場同時，也強化程式能力；

期末的實習研究成果彙整報

告，我學習到商品的研發與上架

流程，簡報功力也因此大幅提

升。 

對我而言，在求學過程中能

有ㄧ窺金融體系運作與理解金

融商品設計的機會，這樣的經

驗，讓我感到十分幸運。感謝元

大文教基金會與元大銀行，未來

我將秉持相同的精神，將經驗傳

承，也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發揮

專才，為台灣金融業貢獻一已之

力。 

沈玲儀 

就讀學校：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所 

見習單位： 

元大證券通路事業部  

很榮幸在 107年的暑假能夠

到元大證券通路事業部實習。部

門的同仁都很照顧我，特別感謝

督導昶志襄理對於首次以問卷

調查作為專案內容的我給予最

大協助與鼓勵，還有俊傑協理和

婉玲經理總是不辭繁忙的對於

專案提出關鍵的建議，隨著溝通

與討論建構出了整體的邏輯脈

絡。  

    除了撰寫專案研究外，也參

與了早會、連線會議、分區會議

和到經紀部見習，從中也體會到

了學校無法學習到的實務面；這

兩個月非常充實，遇到許多給予

我未來人生方向的貴人，讓我認

知必須不斷充實自己，儘早為職

場做好規劃！ 

 

 

 

 



 

李承遠 

就讀學校： 

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見習單位：元大銀行數位金融部  

第一天進到公司大廳就被

元大井然有序的氛圍給震懾住

了，但踏入公司後，部門同事及

公司主管卻都時刻面帶微笑給

人溫馨的印象與溫暖，令我著實

安心不少。研究過程中遇到了許

多困難，幸好家華督導的指導與

意見總是給我適時的幫助，以及

數金部門同事安排的課程、會議

也都讓我聽到、學到很多有別於

學校的知識，在元大的實習是我

碩士生涯寶貴的經歷。 

  感謝元大給我機會，讓我在

數位金融部實習，也非常感謝指

導的耐心、督導的細心以及主管

的用心，幫助我完成這次的實習

專案並有個收穫滿滿的暑假。 

 

 

 

 

趙長岳 

就讀學校：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碩士班 

見習單位：元大人壽數位金融部  

很高興有機會進入元大人

壽數金部實習，除了完成專案

外，主管還會積極安排我們參加

課程及會議，讓我們累積更多實

務經驗。而在專案撰寫時，我曾

因邏輯及問卷設計上出了問

題，使得之前做的東西須重新來

過，一度心情非常難過，不過在

同事及主管的鼓勵下，最後順利

地完成專案。 

   人壽數金部像個大家庭，大家

感情卻很好，當我們在專案上遇

到困難時，部門的學長姐會很熱

心地協助我們，即使他們不是我

的 Mentor，也會給予我們很多實

務上建議。有了這次的實習經

驗，未來不論是在碩士論文或是

職場的專案，對我都有很大的幫

助。 

 

 

 

 

 
施佳綸 

就讀學校：國立政治大學經濟所 

見習單位：元大人壽數位金融部 

「緊張、興奮和期待」這是

我踏進元大金控大樓的最初心

情寫照，然而部門內部和諧友善

的氣氛，督導、主管的樂於分

享，偶爾的零食餵養，讓這兩個

月的見習生活，身心變得「舒

服」！我很慶幸學生生涯第一個

實習機會是在元大。 

非常感謝元大這次暑期實

習計畫，「問題的界定」是我在

這次實習中最大得收穫。這次期

末專題以一種類似論文寫作的

方式進行，但論文撰寫發表中，

教授不單是問「問題背後的原

因」，更提出「問題發現後如何

行動」，這部分，非常感謝督導

給予的意見，以及部門每周會議

上其他同事或主管實務上不同

的看法。 

 

 

 

 

 



 

林幸萱 

就讀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產業經濟所 

見習單位： 

元大期貨槓桿交易商  

能夠在元大期貨的槓桿交

易商實習，實在獲益匪淺，不但

認識許多新形態的金融商品，還

了解到許多課本上不會教的實

務操作。 

本次實習主題為探討數位

選擇權，屬於在一般市場上尚未

發行的奇異選擇權，不僅在法制

面的討論富饒趣味，且財金理論

與法律思維的不同，更是激盪出

思想的火花，真的很謝謝副總與

督導在實習期間不厭其煩地教

導、給予建議，也謝謝槓桿交易

商的每個前輩的關照，這段期間

不但過了一個充實的暑假，也在

論文寫作上有初步練習，能來元

大實習，真是一件幸運的美事。 

 

 

 

 

 

 

 

 

 

曾建豪 

就讀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經濟所 

見習單位： 

元大投信指數暨量化投資事業

群 

   非常感謝元大投信豐富了我

的暑假。其中，要特別謝謝督導

及我的「鄰居們」，每天要帶我

去吃飯還要被我的問題「轟

炸」。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

與討論中，我學會跳脫以往的框

架，用更綜觀的角度去看一個市

場。而在每次的早會中，我也偷

偷學習每位經理人的「內功心

法」，進化自己的武功。 

   很開心這次我到全台灣規模

最大的 ETF發行公司實習，也很

開心自己能夠對台灣首創

Robo-Advisor ETF AI 智能投資平

台有所貢獻。希望未來有更多的

機會向前輩們學習。謝謝元大文

教基金會、謝謝元大投信、謝謝

指數團隊。 

 

 

 

 

陳庭羽 

就讀學校： 

國立東華大學財務金融所 

見習單位： 

元大銀行數位金融部    

很榮幸能參與元大暑期實習

計畫，在這兩個月中，我要謝謝

采諭經理、怡汝經理安排各組同

仁幫我們上課及讓我們參與部

門會議，使我更了解數位金融部

裡各組的業務，學習到課堂上學

不到的知識。 

在計畫撰寫的過程中，謝謝

韻加副理，從論文架構到問卷結

果分析，給予非常多指導，在我

陷入膠著時幫助釐清觀念，也在

思維邏輯、簡報技巧方面提供寶

貴的建議。 

   最後，感謝元大提供這個實習

機會，讓我過了充實的兩個月，

收穫滿滿！ 

 

 

 



 

吳芝儀 

就讀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

所 

見習單位： 

元大銀行業務管理部    

實習期間除了學習元大銀

行組織及業務結構、撰寫研究計

畫外，有幸參與盛大的各分行經

理人第二季績效會議，看到不同

單位長官的業務檢討及業務目

標簡報，如此大規模會議場面讓

我印象深刻。 

此外，在華山及永和分行的

見習，我觀察到華山分行經理對

於團隊士氣的帶領以及行員從

客戶在臨櫃辦事的與談中發掘

潛在理財客戶，主動爭取業績的

決心；於永和分行看到理專對客

戶的招待及櫃檯人員結帳、出納

作業。對於能親身了解銀行前後

台業務以及獲得單位同事的指

導實屬寶貴經驗。最後，很感謝

Karen及協理在忙碌中抽空指導

我的報告，以及同事們對我的照

顧。 

 

張譯方 

就讀學校：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見習單位： 

元大證券計量交易部 

這兩個月到元大證券的計

量交易部實習，讓我有機會在學

生階段，便對將來有志從事的職

業預先見習，十分幸運外，過程

更是收穫滿滿。 

感謝計量交易部的哥哥、姊

姊們這兩個月的照顧，無論是在

專業問題，抑或生活經驗的分

享，他們都不厭其煩給了我很多

的幫助。在研究指導上，也針對

我的主題「原油期貨」，請了部

門這方面的專家，指點迷津總讓

我豁然開朗，最重要的，這次學

習讓我明白學校所學和社會所

用，應該如何相互結合。再次感

謝！ 

許晏寧 

就讀學校： 

國立政治大學金融所 

見習單位： 

元大期貨風險管理部 

很榮幸參加由元大主辦的

暑期實習計畫，感謝林俊良副總

經理給予我指導，我的專案開始

時間和同學們較不一樣，當我在

5月確定錄取後，俊良副總就開

始針對研究主題「用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發展期貨/選擇

權交易策略」，推薦了相關書籍

及學術論文讓我學習，並且每周

撥空與我在學校討論進度，指導

我實務面金融交易的操作方式

及邏輯思考，非常感謝副總對我

的用心栽培！ 

最後，感謝學長姐這兩個月

的照顧，我覺得非常幸運有機會

參予學習，透過成果發表也讓我

見識到同儕的簡報，過程更是收

穫滿滿。 

 

 

 

 

 

 



 

暑研生實習花絮 

  

 

 

 

 

 

 

 

 

暑研生林幸萱同學有條理地簡報二元期權的適法性

及未來性，獲評審肯定。 

政治大學金融學系林靖庭教授(中)特別於評點後留下來

參與指導學生湯正行(右)的成果發表。 

本次邀請銘傳大學兩岸傳播研究中心同學進行評審

專題採訪及活動紀錄，藉由活動給予同學學習機會。 

同學們在每一場的評審指導及建議中皆認真學習‧ 暑期研究專案論文發表圓滿完成，同學也藉由這兩個月

建立了寶貴的學緣。 

每位暑研生皆專心聆聽台上簡報，互相學習。 



 

 

 

 

 

 

 

                                                                                                                                                                                                                                                                                                                                                                                                                                                                                                                                                                                                                                                                                                                                                                                                                                                                                                                                                                                                                                                                                                                                                                                                                                                                                                                                                                                                                                                                                                                                                                                                                                                                                                                                                                                                                                                                                                                                                                                                                                                                                                                                                                                                                                                                                                                                                                                                                                                                                                                                                                                                                                                                                                                                                                                                                                                                                                                                                                                                                                                                                                                                                                                                                                                                                                                                                                                                                                                                                                                                                                                                                                                                                                                                                                                                                                                                                                                                                                                                                                                                                                   

元大給予同學專業實務指導及家人般照顧，元大期貨槓

桿交易商暑研生林幸萱(左 2)與主管同仁留念合影。 

元大數位金融部團隊合作，督導及同學們跨子公司互

相討論，給予彼此專案意見。 

元大銀行數位金融部主管及同學陳庭羽(圖右)進行

Brainstorming。 

元大銀行業務管理部主管及同仁給予暑研生吳芝儀

(左 3)滿滿的畢業祝福及實習美好回憶，部門聚餐留

念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