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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技術報告係送審人過去 6 年教學理念與運用多元教學方法、課程教學設計

歷程、成果之摘要。自任教以來兼顧教學、研究、服務為自我要求目標，並以培

育符合業界需求專業人才為職志。運用問題導向學習融合多元教學方法是送審人

在實務課程教學歷程，服膺技職教育目標、因應社會變遷、回應學生需求及追求

自我成長，針對保險實務課程融入一連串教學方法的歷程。 

此技術報告係由下列五個章節構成，整體闡述送審人於保險實務課程融入多

元教學法的課程教學設計歷程。首先是教學、課程或設計理念，送審人分析技職

教育現況及保險實務教育困境後，採用問題導向學習結合業師進行實務案例教學、

並採分組合作學習方式，最後則強調「應用或教導他人」體驗式學習理論為教學

設計理念，冀望提升學習成效，達成有效教學目標。第二章部分則闡述送審人運

用在教學與課程設計的相關學理基礎，秉持行動研究精神，運用包括學習金字塔

理論概念、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方式、「分組合作學習」、「實務案例經驗分享」

暨「體驗學習」等多元學習方法。第三章主題內容與方法方面，送審人以兩學期、

兩門具連貫性保險實務課程「財產保險」及「意外保險」，分別以課程內涵、發

展歷程、教學實施設計流程、教學大綱等具體說明融入上開學理於教學之實施方

法。第四章節「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其中第一部分送審人先說明學生在多元

教學法下參加各項專業競賽、創新創意創業競賽等各項成果表現，及課後學習的

質、量化指標，並呈現學生在「問題導向學習」實務案例討論分享作品及「體驗

學習」教材，以及兩篇已獲期刊接受的實務專題作品。第二部分呈現送審人以多

元教學法介入保險實務課程後之整體教學質、量化資料。最後為「創新及貢獻」

部分，則總結送審人在教學上作法與心得，包含：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參與教學

相關服務工作、推廣保險教育理念相關服務工作、提供完整保險實務教學案例教

材等四個面向論述。最後在這章節以送審人觀察整體教學過程，亦做一番省思與

改進做為技術報告結語。冀望藉由送審人運用多元教學方法的經驗教學模式，能

夠提供校內教師或其他技職教育相關領域課程的參考。 

完成此篇教學實務技術報告，感謝身邊所有人的協助與支持。以下簡述各項

主要成果： 

＊  教學 

√  致力教學，連續 3 年(105、106、107 學年度)獲得教學績優教師獎，107

學年度並獲得傑出教學獎 

√  運用多元教學方法活化教學場域 

√  致力於學生課堂學習與實務界連結 

＊  學生指導 

√  實踐教學內涵，活化課程內容，培育學生自主學習 

√  參加全國性保單健診競賽，5 年內獲得 2 次第一名、1 次第二名、及 3

次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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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領學生、配合保險科技，創新創意教學成果競賽，漸獲肯定，近 1 年

內共獲得 1 次第二名、4 次佳作獲優勝 

＊  研發成果與推廣 

√  連續 4 學年(107-110 學年度)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優化

教學成效 

√  5 年內發表教學實務研究報告成果 2 篇、教學實務研究期刊論文 8 篇，

累積一定成果 

√  致力推廣社區、學校保險理財暨風險管理教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學升等門檻與資料位置 

申請升等當學期往前推算累計六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

果，無任一授課科目低於3.5分且所有授課科目意見調

查結果總平均需高於4分。(採五點量表) 

附件一 

申請升等前 3 年內曾獲校級教學優良教師或等同榮譽

者。 

表一(P.4) 

附件三獎狀 

至少三次不同科目之教學實務成果發表，每次繳交下列

兩種檔案，送交外審委員審查。 

1.教學成果發表影像檔：學期間教師實際課堂授課教學

影帶，或教學成果發表會之影像。以一堂課五十分鐘

為原則，且不得剪接，燒錄成光碟。 

2.教學歷程檔案：拍攝教學影帶課程科目之教學設計

（含目標、教學方法與策略、評量方式等）、學生學習

成果分析、或教學成果發表會之相關成果與回饋、教

師教學之省思，以 A4 紙張規格大小之資料冊或印刷

裝訂成冊繳交。 

教學歷程檔案暨附件

教學成果發表影像檔

(光碟片) 

近年發表教學實務研究成果報告、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等，累積至一定程度者。 

代表著作：教學實務技

術報告 

參考著作：期刊論文四

篇 

送審副教授資格者需提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

教學實務成果應達 4 件。 

上述教學實務成果至多提出 5 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成

果，其餘列為參考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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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技術報告資料彙整表 

 

表1 個人資料表(個人履歷) 

姓    名 張瑞益 單    位 保險金融管理系 

到校日期 104.08 學術專長 風險管理、保險需求、公
司治理、保險公司經營 

任教科目 風險管理概論、財產保險、意外保險、保險專門職業證照
輔導(以上五專部)、財產與責任保險專題(碩士班) 

 

學 

歷 

學校名稱 系 所 學 位 
修業起迄 

年月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博士 94.09-99.07 

紐約保險學院 (The 

College of Insurance) 

MBA(保險、財務) 碩士 83.09-85.06 

輔仁大學 經濟系 學士 70.09-74.06 

 

 

教

學

經

歷 

服務學校名稱 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 助理教授 104.08-迄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研發處/產學合作組 組長 109.02-110.07 

中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助理教授 101.03-104.07 

中華科技大學 教學資源中心 組長 100.09-104.07 

中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講師 91.09-101.02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兼任講師 91.09-92.07 

醒吾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兼任講師 90.09-91.07 

 

 

其
他

主
要

經
歷 

企業/機關/團體 服務/工作項目 職稱 起訖年月 

泰安產物保險(股)公司 保險業務核保、理
賠、行銷管理暨損

害防阻作業 

專員、襄
副理、經

理 

76.07-91.04 

教育部國民教育與學

前教育署 

學生職場體驗及業

界實習計畫 

審查委員 107.02-迄今 

教育部國民教育與學
前教育署 

優質精進計畫 計畫成員/

審查委員 

101.09-105.06 

中民國風險管理學會 風險管理師試務 委員 108.05-108.12 

國立台灣美術館 館藏品保險計畫 諮詢委員 105.02-109.02 

教

學

榮

譽 

獎      項 (證件如附件三)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7 學年教學傑出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7 學年教學績優教師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6 學年教學績優教師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5 學年教學績優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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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教學與輔導榮譽事蹟 

 

學年度 事蹟 

109 109 年度發表學術期刊論文成果績優 

 第 2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教師 

 第 1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教師 

108 第 1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教師 

107 107 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獎 

 第 2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教師 

 第 1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教師 

106 106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獎 

 106 學年度績優導師 

 第 2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特優教師 

 第 1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教師 

105 105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獎 

 第 2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教師 

 第 1 學期校外賃居訪視績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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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教學研究與產學合作 

 

學年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職務 執行期間 

政府補助案 

110 應用 PBL 問題導向與體驗式
學習法培養學生統合能力-以

保險實務課程為例 

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 

主持人 110.08.01-

111.07.31 

109 

 

問題導向學習融入保險實務課

程設計對學生創新能力之影響 

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 

主持人 109.08.01-

110.07.31 

108 

 

應用「問題導向學習」於「財
產保險」課程之效果 

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 

主持人 108.08.01-

109.07.31 

107 

 

再論討論教學法之行動研究-

以保險專業證照課程為例 

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 

主持人 107.08.01-

108.07.31 

106 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導計畫-

社群顧客關係管理課程 

教育部 課程 

執行者 

106.09.01-

107.03.31 

105 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

數位金融人才培育學程計畫 

勞動部勞動署
中彰投分署 

共同主持
人 

105.07.01-

106.08.31 

民間機關團體產學業 

109 南屯嬉遊記 臺中市犁生活

文化研究會 

主持人 109.08.01-

110.07.31 

108 幸福田心，不老婚紗 臺中市田心社

區發展協會 

主持人 108.08.01-

109.02.28 

107 新時代青年領袖-青少年及青
年領導培力計畫 

財團法人水源
地文教基金會 

主持人 108.05.01-

108.11.30 

107 南屯犁頭店街區振興方案 臺中市犁生活
文化研究會 

主持人 108.01.01-

108.06.30 

107 「愛在七股，我們都是菩薩的
孩子」計畫 

妙惠居士林 主持人 107.11.01-

108.04.30 

106 「有愛相隨、幸福和龍」計畫 臺中市和龍愛
心關懷協會 

主持人 107.01.01-

107.06.30 

105 田心社區福利培力計畫 臺中市田心社
區發展協會 

主持人 106.07.01-

106.12.31 

105 「FQ Week 財金智慧」計畫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財金智慧

教育推廣協會 

主持人 106.06.01-

10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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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指導學生競賽榮譽事蹟 

 

學年 事  蹟 主辦單位 

109 2021 年指導學生參加第 15 屆全國保險教育學術

研討會-保險商融商品創意競賽-第二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21 年指導學生參加第 15 屆全國保險教育學術
研討會-保險商融商品創意競賽-優勝(兩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第四屆創業種子團隊競賽」-

佳作(兩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20 指導學生參加第八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
健診暨保險規劃大賽-第二名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指導學生參加第八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
健診暨保險規劃大賽第-三名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108 2019 指導學生參加第七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

健診暨保險規劃大賽-第一名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指導學生參加第七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

健診暨保險規劃大賽-佳作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107 2018 第指導學生參加六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

健診暨保險規劃大賽-第三名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2018 第指導學生參加六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

健診暨保險規劃大賽-特優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指導學生參加第 14 屆全國技職保險教育
學術研討會-論文競賽-優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6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學習成果海報比賽榮獲

第二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17 年指導學生參加第五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
單健診暨保險規劃大賽-第一名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第六屆全國大專校院北中南分區理財規劃案
例競賽-佳作 

社團法人台灣財富
管理規劃發展協會 

105 2017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創新精緻農業

商展-享農食光競賽獲英文簡報-第二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17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創新精緻農業

商展-享農食光競賽獲現場中文解說-第三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17 年指導學生參加全國大專校院創新精緻農業

商展-享農食光競賽獲展常設計布置-第三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2017 年指導學生參加第 12 屆全國技職保險教育

學術研討會-實務專題競賽-佳作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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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研究指導-近 6 年指導論文/專題 

 

學年度 論文/專題題目 學生姓名 

碩士學位論文 

108 經理人過度自信對企業盈餘管理之影響-以

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為調節效果 

王 o 雅 

 治理結構對企業社會責任揭露之影響 

-以董監事責任保險為調節效果 

簡 o 祐 

107 探討實質盈餘管理與借款成本之影響以董

監事責任保險為中介變項 

林 o 裕 

106 科技服務創新對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分析-以

產險公司車險為例 

朱 o 裕 

學士畢業專題 

109 學生對大學社會責任認知、學校認同與滿

意度之關係研究 

賴 o 婷、吳 o 筑、 

許 o 蔓、謝 o 瑄 

108 我國資訊安全保險需求 吳 o 萱、林 o 儀、 

張 o 淳、陳 o 安、 

楊 o 婷 

107 微型保險消費行為、顧客滿意度及忠誠度

影響因素之研究 

洪 o 盈、楊 o 茹、 

李 o 慈 

 產險業服務創新對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分析

－以顧客口碑為干擾變數 

陳 o 欣、陳 o 偉、 

劉 o 禛 

 臺灣農業保險強制性之研究－以水稻險為

例 

紀 o 涵 

105 物聯網保險、InsurTech 新趨勢之探討，以

我國 UBI 汽車保險為例 

林 o 福 

 企業社會責任對顧客購買意願之影響-以品

牌形象為中介變項效果 

張 o 維、吳 o 丞、 

李 o 融、郭 o 碩、 

黃 o 恩、盧 o 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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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教學類實務增能活動 

 

參與之教學增能社群 (證件如附件四) 

學年 社群名稱 主辦單位 

109 特色躍升計畫—金融科技力研習社群 臺中科技大學 

 特色躍升計畫—智慧商業應用與智慧健康照護研
究社群 

臺中科技大學 

 特色躍升計畫—師生共學拔尖亮點研究室 臺中科技大學 

108 特色躍升計畫—金融科技力研習社群 臺中科技大學 

 特色躍升計畫—會資系教師成長社群 臺中科技大學 

 特色躍升計畫—智慧商業應用與智慧健康照護研

究社群 

臺中科技大學 

107 特色躍升計畫—智慧金融應用可行性探討 臺中科技大學 

 特色躍升計畫—會資系教師成長社群 臺中科技大學 

 特色躍升計畫—提升教師產學與研究能量社群 臺中科技大學 

參與之教學纇實務增能研習/演講活動 

學年 日期 研習名稱 主辦單位 時數 

109 109/08/31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工作坊 臺中科技大學 3 

109/09/23 普惠金融，機器人理財列車 臺中科技大學 2 

109/10/22 純網銀崛起-商管人才的機會與挑戰 臺中科技大學 2 

109/11/11 科技部學術研習營-金融整合與銀行

保險研究 

臺中科技大學 3 

109/11/25 109 學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學術研究
倫理講座 

中國醫藥大學
暨附設醫院研

究倫理中心 

3 

110/02/01 運用 TronClass 平台於遠距課程與學

習分析之創新教學工作坊 

臺中科技大學 2 

110/02/20 Onenote 數位筆記管理與 Teams 遠距

教學運用 

臺中科技大學 3 

110/04/14 金融保險與財富管理的現況及未來 臺中科技大學 2 

110/04/26 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分享 臺中科技大學 1 

108 108/10/1 高教技職課程微改革 臺中科技大學 3  

108/10/2 數位理財投資 臺中科技大學 2  

108/10/2 理財面面觀 臺中科技大學 2  

108/10/17 109 年度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申請說明會暨經驗分享會 

臺中科技大學 2  

108/10/23 互聯網金融的創新發展 臺中科技大學 2  

108/11/8 金融科技 x 金融 4.0 臺中科技大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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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25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實證方法講座 臺中科技大學 2  

109/03/11 資料蒐集與受評報告撰寫 臺中科技大學 2  

109/03/30 遠距數位教材製作－利用 EverCam+

智慧大師 

臺中科技大學 3  

109/04/7 小規模遠距教學演練教育訓練 臺中科技大學 3  

109/05/22 金融職涯環境及金融證照介紹 臺中科技大學 1  

107 107/10/18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說明會暨經驗分享會 

臺中科技大學 4 

107/10/18 教學即時互動系統工作坊 臺中科技大學 2  

108/03/15 金融監管、銀行業國際競爭力與高級
金融管理人才培育 

臺中科技大學 3  

108/03/15 第 2 學期數位學習平臺教育訓練 臺中科技大學 2  

108/05/22 大數據介紹與應用 臺中科技大學 2  

108/05/22 Entrepreneurship: Teaching and 

Research 
臺中科技大學 3  

108/05/22 金融科技大時代與金融人員大未來 臺中科技大學 2  

108/05/31 金融科技在財富管理的運用發展與趨
勢 

臺中科技大學 3  

108/06/5 數位教材製作工作坊 臺中科技大學 3  

108/07/3 金融保險實務應用 臺北科技大學 6  

106 106/09/19 迎接挑戰-大專校院教學品保服務計畫 臺中科技大學 3  

106/09/29 FinTech 新舊勢力的世界&FinTech 翻
轉思維的會審新世代 

臺中科技大學 4  

106/09/29 第 1 學期數位學習平臺教育訓練 臺中科技大學 2  

106/10/13 數位教材自製 Course Master 臺中科技大學 4  

106/10/25 FINTECH 科技浪潮下，保險金融就
業新思維 

臺中科技大學 2  

106/11/15 輸出保險實務與操作 臺中科技大學 2  

106/11/29 這樣理財，小資也能變大資 臺中科技大學 2  

106/12/11 退休基本財務與風險分析 臺中科技大學 2  

107/03/15 素養導向與問題導向的理論與實務 臺中科技大學 3  

107/03/21 金融保險跨界趨勢 臺中科技大學 2  

107/05/23 與 AI 共舞--金融科技(Fintech)大未來 臺中科技大學 2  

105 105/09/01 105 年服務學習師資培訓工作坊 臺中科技大學 5  

105/09/05 2016 年度金融科技創新教師研習營 金融科技創新
基地 

9  

106/01/13 服務學習師資培訓講座－反思技巧的
帶領 

臺中科技大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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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6/14 帶著走的學習－互動式教學 臺中科技大學 2.5  

106/06/21 學術倫理與智慧財產權講座 臺中科技大學 2  

106/07/25 金融科技與區塊鏈-邁向數位金融新世
界 

臺中科技大學 3  

104 105/02/18 內涵服務學習課程研習 臺中科技大學 1 

105/03/22 多元教學評量設計與實務講座 臺中科技大學 2  

105/04/20 第一次看財經新聞就上手 勤益科技大學 3  

105/05/10 第一次看財經新聞就上手（二） 勤益科技大學 3  

105/07/06 跨境電子商務運籌深度實務研習營 臺中科技大學 1 日 

105/7/13/14 財經專業知能研習 臺中科技大學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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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教學、課程或設計理念 

(一) 教學設計動機 

1.1 技職教育省思 

根據行政院108年技術及職業教育政策綱領指出，技職教育須調整人才培育

方向，透過具有實務經驗教師，推行實務教學及指導學生實作學習，使學生能依

個人性向、興趣及才能，適性學習發展，並於畢業後能盡速與產業接軌，強調學

用合一、產業接軌，成為各類應用型專業人才。然而隨著少子化及產業人力需求

的斷層，將直接、間接影響教學場域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方向與方式。 

另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一份調查統計資料顯示，台灣自2011年以來大學畢業

生的失業率遠高於高職或專科畢業生，此種現象即常被稱之為學用落差(張峰彬，

2016)。林俊彥、陳幼珍(2017)指出造成學用落差現象最主要因素是因為學生在學

校所學到的知識，不能和工作職場所需的知能銜接。Vivas and Allada(2006)更指

出商管教育始終存在學用落差的問題，因為商管教育常涉及複雜且變化多端的社

會現象，很難如理工學門知識一樣，歸納出一套共通經營管理模式。司徒達賢

(2004)即強調商管課程設計必須著重實務與理論的連結，必須強調學習者要具備

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溝通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習慣。簡言之，為縮短學用落差、

服膺技職教育政策，成功的技職教育應要有良好的教學方法，使學生有效連結課

堂知識與企業實務運用知能。因此，送審人常自省：如何在自己開設的保險實務

課程中，可以融入那些有效教學方法來培育學生學得「帶得走的能力」，即成為

此技術報告教學設計動機之所在。 

送審人在進入學術領域之前，在財產保險公司(亦稱產物保險公司；簡稱產

險公司)服務近15年時間，在職期間主要負責產險業務風險評估、核保、理賠作業

及業務行銷管理工作，對於財產保險的險種內容、經營、業務拓展及其發展趨勢，

有一番體悟與領略。也因具有多年保險業實務經驗與背景，自91學年度進入技職

教育體系服務暨自104學年度加入臺中科技大學任教以來，一直以風險管理、財

產保險相關實務課程為主要授課科目，並常自許能為業界培育具現代技能的保險

專業人才為職志。 

然而觀察實務教育現場，發現學生對傳統單向授課方式習以為常，上課興致

一向不高、學習方法不佳、學習動機低、學習成效不彰，教學策略不足是目前教

學場域實際面臨的一個很大問題。在一項送審人針對調查授課學生探討「大學生

不喜歡上課的原因」分析時發現：無法學到東西是學生不想上課的原因，當老師

照課本或 PPT 教時，則會使學生分心，只有老師在講重點的時候才會開始聽老

師上課；但老師如果用時事討論方式上課，則學生比較會喜歡；此時，學生吸收

能力、實務理解能力、應用能力與問題解決能力都有進步的空間。此外，在同一

份調查中也發現學生學習過程產生下列現象：(1)吸收能力不佳；(2)對實務問題

較為抽象，無法體會；(3)理論與實務間產生落差；(4)上課後，對於應用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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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徐昌慧、馮莉雅、江敏慧、蘇雅慧(2016)以餐飲學生為對象的研究結果

也指出技職體系學生認為自己較無法將實務經驗結合課堂學習，也較欠缺理論擴

展的能力，此為技職教育現場所遇到的問題與困難所在。 

 

1.2 保險實務教學困境 

保險業主管機關金管會曾表示，在保險業快速發展之際，同時顯示國內保險

市場商品同質性高、創新性不足現象，故其表示要加速保險商品創新的具體策略

有兩項:一是開發重要政策性保險商品，也就是未來將提供差異化誘因，例如安

定基金計提標準等，並對成效優良者予以表揚。二是加速新商品上市，包括縮小

新型態的保險商品認定範圍，讓現行部分的創新商品可以採事後備查方式辦理，

加速創新商品上市。保單應該將由產品導向轉為客戶導向，保障範圍必須擴大，

對於所有與客戶相關的風險因子都必須儘可能的涵蓋，而非只聚焦於特定資產的

風險，跨售以客戶為導向的多元保險產品，亦即「一張保單，多元保障」，包含

壽險、健康險、意外險、車險、房屋等財產保險的方式。可見現代保險從業人員

不僅要有基本專業知能外，尚需具備創新意圖與創造思考能力等統合能力。 

產物保險實務課程係專業性及實踐性兼具的學門，學生既要掌握保險業務必

備的理論知識，同時也要具備熟練保險實務能力，和結合趨勢發展的創新知能。

然而產物保險險種體系龐雜，不僅保險產品種類眾多而且概念繁複，除傳統火災

保險、海上運輸保險及汽車保險等傳統險種歸類為「財產保險」外，其餘產物保

險險種均可概歸屬於「意外保險」種類項下，其中涵括了責任保險、工程保險、

藝術品保險、寵物保險、手機保險、農作物保險暨防疫保單等新型的險種，險種

之複雜、保單承保條款之艱澀，往往使得學生在課堂常有混淆不清、錯誤引用等

問題，致使學習動機與成效均受到影響，若使用傳統教師講授方式，課堂氣氛沉

悶，教學難以達到預期效果。 

尤其在面對保險金融科技的潮流，對保險業將造成全面性的影響與衝擊，無

論是從產品開發、銷售通路、核保、理賠作業、風險評估模式，到後台客服作業

等傳統價值鏈，都被保險科技帶來的創新所徹底改變。因此為適應並生存於科技

進步快速的現代金融環境中，保險公司除應培養從業人員熟稔現行各項保險商品

種類與內容外，更應具備符合趨勢的創新、創意及創造能力等專業知能，去評估

各類型的風險與保障，能完善規劃並研發創造新的商品種類，以因應新的消費者

生活型態，及所可能產生有別於傳統險種的新保險商品需求。保險從業人員本身

亦應具有終身學習態度，能培育自我導向學習、獨立思考、解決問題、創新思維、

開發新商品與應用推廣能力的現代保險從業菁英。 

 

(二) 教學設計理念：多元教學方法 

2.1 轉念與改變：從課堂教學做起 

在面臨上述保險實務課程本身具繁複性的問題及學生學習態度不佳等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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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之下，為達成務實致用、學用合一技職政策與教育目標，亟思如何能提升學

生學習動機，達成有效學習目標，培養出符合業界所需人才。 

蔡清田(2007)曾主張實務工作者應該進行研究，以改善本身實務工作，所以

應該進行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將傳統分立的「行動」與「研究」結合。行

動研究重視實務工作者的實際問題，必須在實際情境中進行(蔡清田，2011)，而

教師進行「行動」與「研究」的場合即為教室。故而引發送審人採用過往在教學

實務研究文獻中，已證實具有學習成效的多元學習方法，運用於保險實務課程教

學設計藉以創造學生有效學習的動機：首先即是運用多元化的教學設計方法，引

發學生學習動機、興趣進而主動積極融入各項多元教學課程活動中，提升學習成

效。另一動機即是將課堂理論與實務做有效連結，透過各種實務案例情境設計討

論及業師課堂實務經驗分享，能讓學生將課堂學習和實務界經驗連結，並和就業

環境需求相契合，縮短學生學用落差，達成學用合一的技職教育目標。基於以上

觀念的轉換，送審人即秉持行動研究精神，在「財產保險」暨「意外保險」兩門

保險實務課程教學場域，師法教育者所熟悉的學習金字塔(Cone of Learning)理論

概念，並融合近年來在教育現場中廣泛被應用，以學生為中心的問題導向學習

(PBL)教學方式，並採業師「實務案例教學」、「分組合作學習」、「實作演練」、「同

儕心得經驗分享」暨「教導他人」體驗式學習等多種循序漸進主動式學習方法於

保險實務課程，冀望藉由多元教學活動設計，喚起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養成主

動自我學習精神，致力鏈結保險專業技能與實務需求，提升學習成效。 

 

2.2 課程教學設計理念 

基於前述思維，送審人即以在五專四年級及五年級所開設兩門一系列且具連

貫性的保險實務課程--「財產保險」暨「意外保險」為二階段教學設計實施場域，

針對不同課程主題內容，融合運用不同教學方法，藉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成效，

達成有效教學目的。 

 

2.2.1 第一階段保險實務課程-財產保險 

在第一階段保險實務課程，即在五專四年級開設的「財產保險」課程，應用

「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實務案例教學法、分組合作學習法，冀望提升學生思考

能力、問題解決能力、自我導向學習及團隊合作知能。為衡量學生學習成效，課

後除施予學習滿意度調查外，課程進行同時施予吸收能力及創新能力量表，藉以

了解學生在多元教學方法介入課程後，學生對課程內容法吸收能力的多寡，及在

對現有財產保險商品種類有一番認識與了解的基礎之後，配合保險科技發展趨勢，

是否能深化其創新思維與知能。 

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方式，已被廣泛應用在教育現場。主要係針對學習

實際遭遇的問題，學生藉由小組合作學習過程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並建構出

整個課程的理念核心。自問題導向學習(PBL)被提出後，已被許多教育專家認為

優於傳統授課方式，特別是學習高階技能與概念的課程，如：醫學教育、護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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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商管教育、餐飲教育、工程教育、體育教育等；藉由問題導向學習能提升學

生多元技能(陳光紫、曾瑞成，2017；郭怡良、林玉雯、陳沛嵐，2017；徐昌慧等

人，2016；Garnjost, & Brown, 2018; Chang et al., 2017; Mubuuke, Louw, & Van 

Schalkwyk, 2017; Promentilla, Lucas, Aviso, & Tan, 2017; Wosinski et al., 2018)。因

而，此階段課程設計即運用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方式和案例教學方式融入於

教學過程中，催化學生對課程內容吸收能力及問題解決能力，以提升學生的學習

成效。教師於課堂就保險實務課程每一單元內容先進行理論與實務的分析與講解，

隨後教學過程採用業師協同實務案例教學設計，業師配合提供實務案例供學生分

組討論、學習，提高學生學習動機、興趣與成效。徐昌慧等人(2016)研究即指出，

業師協同教學可以同時提高教師與學生業界職能，更能提升學習滿意度，並有助

於實務經驗結合課堂學習中，培養學生自我導向學習能力。 

此階段旨在培養學生問題分析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合作能力、自我導

向學習能力、創新及創造能力，整體教學設計理念如圖1所示。 

 

 

 

 

 

 

 

 

 

 

圖1 第一階段保險實務課程教學設計理念 

2.2.2 第二階段保險實務課程-意外保險 

第二階段保險實務課程(五專五年級)，則為險種型態更新穎且性質更具繁複

性的「意外保險」課程為教學設計實施對象。學生在第一階段所培育的學習經驗

基礎之下，針對意外保險不同課程主題，持續應用「問題導向學習」、實務案例

教學、分組合作學習法外，主要在此一階段另行導入並運用 Kolb (1984)體驗學習

循環理論的四階段學習架構：親身體驗、觀察反思、總結經驗與實踐應用。實踐

應用即為學習金字塔理論最後一階段-教別人或立即應用。親身體驗是讓學生在

先前第一階段的基礎上投入一種新的體驗；觀察反思是學生對已經歷的學習經驗

加以觀察、反思；總結經驗則是學生必須能理解所觀察的學習內容的程度並且吸

收它們使之成為日常生活邏輯的概念；到了主動實踐應用階段，學習者要驗證這

些概念並將它們運用教導別人、或應用到日常生活、解決實務問題(Sugarman，

1985)。因此階段即要學生能將課堂獲得的學習經驗與知能，經由體驗、消化、吸

收、彙整後，成為學生本身知能並能以讓他人聽得懂方式教導他人，或應用於日

常生活，活化學習成效。 

問題導向學習(PBL) 

業師協同 

教學 

實務案例討

論分享 

分組討論

(合作學習) 



15 
 

體驗學習被認為是重要且能正面提昇學習成效的一種教育方式(彭雅惠，

2018)。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法，又稱為「發現式學習」、「經驗為

主學習」、「活動學習」或「互動學習」是先由學習者透過親身參與活動，然後

分析其所經歷的體驗，並藉此經驗建立知識、技能與價值觀，並將此知識與價值

觀應用於日常生活及學習上(陳惠欣，2019)。 

此階段旨在培育學生勇於教導他人的動機及嘗試運用於日常生活意圖與能

力，「體驗學習」教學設計理念如圖2所示。 

 

圖2 第二階段保險實務課程教學設計理念 

體驗學習強調從經驗中學習，並透過不斷的互動、反思及轉化的過程而達成

學習的目的。學生在修完「財產保險」、「意外保險」兩門財產保險實務課程，融

合上述各種教學方法後，對產物保險種類、內容有一番了解後，能運用體驗式學

習--親身體驗、觀察反思、總結經驗與實踐應用等四個體驗學習循環進程，以親

身參與活動的方式促進其運用自身的學習經驗、團隊合作學習、人際溝通等學習

歷程達到活動設定的目標，而在此親身教課體驗活動的過程中，學習者可藉由自

身的觀察反思能力連結過去累積的學習經驗得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進一步，學生

將其想法與經驗進行歸納連結，以形成新的概念是總結經驗階段的重點，在此階

段學習者可以學習面對新的情境時迅速地面對挑戰與回應。最後，體驗學習的成

效即是學習者能夠將活動的經驗實踐應用，擴展於日常生活經驗中，並將此一循

環的學習成果做為下一次體驗的背景知識，進入新的體驗循環。   

 

2.3 課程教學設計方法的肯定 

教育部自107學年為落實教學創新，強化學校培育人才，提升教學品質，促

進學生學習成效，推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鼓勵教師以教育現場或文獻資料提出

問題，透過課程設計、教法教材、科技媒體運用等方式，並採取適當研究方法及

評量工具檢驗成效。送審人以歷年實際運用於保險實務課程之教學方法申請計畫

補助，另增加一些衡量指標，以驗證教學方法的有效性，及學生學習成效。很幸

運送審人因此連續4年獲得此項計畫補助，目前正執行第3年計畫，成果顯示教學

方法略有成效。(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資料，請詳見第四章第二部分教師研發成果)。  

親身體驗

觀察反思

演繹總結

實踐運用 體驗學習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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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設計目的 

藉由前述教學設計理念，冀望達到下列有效教學目的，如圖3： 

3.1 活化教學方法及教學場域 

教學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法(PBL)、業師協同教學、實務案例教學、分組合作

學習、體驗式學習等多元教學法，可以使學生了解財產保險實際業務及執行狀況，

藉由活動主題設計及活動進行，讓學生帶著問題找答案，使學生成為教與學中心，

教師成為引導者，在學習過程中給予引導性答案，結合學生自身學習狀況，經過

研究、探索，提高學生思考、解決問題能力及創新意圖等綜合素質的提升。 

 

3.2 強化學生專業能力 

保險領域，首重專業能力培育和實務經驗的累積，課程設計採用多元教學法

的目標不單是讓學生「學會學習」，同時學生可以學會「同儕互動」、「解決問

題」、「反思回饋」、「團隊合作」和「實踐應用」能力，這些能力與價值的訓

練，也可以讓學生未來進到職場時更能發揮自己的特長。 

 

3.3 深化學生學習成效 

將問題導向學習之概念融入於實務相關課程中，進化運用體驗式教學法，評

估其教學成效。發展衡量學生學習吸收能力、創新能力、創造能力指標，並結合

保險科技發展趨勢，融入科技素養衡量指標，踪合評估學生學習成效。 

 

3.4 廣化學生跨領域視野與實務能力 

教學設計採用分組合作學習，學生依不同背景進行分組，增進專業通識化的

互動溝通能力，使學生具備更宏觀之氣度與視野，培育其團隊合作精神，提升職

場就業競爭力。 

 
圖3 教學設計目的 

活化教學方
法與場域

強化學生學、
思、達能力

深化學生學
習成效

廣化視野與
實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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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學理基礎 

教師教學方法和策略，會直接影響學生學習興趣、學習成效，為達成有效能

的教學，就須運用各種教學方法，適時加以交互運用，以有效提升學生學習興趣，

進而培育學生成為業界所需人才。送審人為解決保險實務課程執教過程中面臨學

生學習動機不強、學習成效不佳的狀況，乃秉持行動研究精神，結合學習金字塔

理論概念，以教室為教學實驗設計場域，運用以學生為中心的問題導向學習(PBL)

教學方式，融入「分組合作學習」、「實務案例經驗分享」暨「應用或教導他人」

體驗式學習等多元學習方法於保險實務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成效，達成

有效教學目標。以下分別簡述送審人在教學及課程設計運用之相關學理基礎。 

(一)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 

王文科(1999)指出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是在 1940 年代由 J.Collier、Kurt 

Lewin 及 Stephen M. Corey 等人所倡導的理論，它是一種研究方法，強調實務工

作者將實際行動與研究的結合，強調研究的實務層面，較少涉及理論依據。Atweh, 

Kemmis and Weeks (1998)即指出傳統的研究結果，是無法直接應用於解決實務工

作場域中所產生的問題，因為理論與實務之間，往往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差距。因

而傳統理論無法應用於真正實地問題情境時，行動研究就是要將「行動」與「研

究」結合為在一起，由實務工作者在實際工作情境當中，根據自己在實務活動上

所遭遇到的問題進行研究，研擬解決問題的途徑方法策略，並透過實際行動付諸

執行，進而評鑑、反省、回饋與修正，以解決實際問題(蔡清田，2007)。 

蔡清田(2011)指出行動研究重視實務工作者的實際問題，必須在實際情境中

進行，而教師進行「行動」與「研究」的場合即為教室。Stenhouse(1981)即為首

先倡導「教師即研究者」的概念，並將此一概念廣泛應用於其所從事的教育改革

計畫中，使得教師研究教室情境與其教學行為很快地成為教育研究的新典範。他

主張經由行動研究所得之實際知識，並不會因為缺乏科學研究的嚴謹性而失之粗

糙，因為在教育行動研究中，教師會因自我反省並透過公開討論所得到的結果，

可為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的動力來源。 

臺灣受到歐美風潮的影響，自 1990 年代後期以來，行動研究著作的數量日

益增加，逐漸形成一股研究朝流(潘世尊，2011；歐用生，2012)。吳錦鳳(2004)以

技專校院核心通識課程為例，配合行動研究方法，分析學生的心得與實作及教師

課室觀察與反思，進而發展出一套通識課程教學流程之建構、教材編排、學習能

力指標及多元學習檔案評量。在提升教育品質的行動研究方面，羅寶鳳、張德勝

(2015)以課堂實踐方式進行，並以文獻分析、課程實作、教學觀察、訪談、問卷

調查等研究方法，探討轉化省思如何影響教學與學習成效。陳仁富(2009)藉由文

獻分析找出幾種可能的課程設計模式，並藉由行動研究，進行教育戲劇的課程設

計，交替運用於教育戲劇的課程教學中，試圖找出有效的課程設計模式以降低課

程設計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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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研究是教學實踐研究的方式之一，然而相對於中小學教學行動研究的蓬

勃發展，大專校院觸及教學方法或課程研究設計的研究較少，且更少觸及有關教

學品質與學習成效之問題。根據 Mckernan (1991)研究指出行動研究就是教師及

其他教育實務工作者，在面臨一個實務問題時，所展開的行動過程，且教師管理

教室，是檢測教育理念的最佳實驗室，教師可以在自然場合下進行觀察和研究，

進而檢視教學成效。基於此因素送審人執行本教學設計即秉持行動研究精神，藉

由融合各種教學方法與步驟應用於解決實務教學現場所遇到的問題，經由教學活

動設計、參與、改進、實踐反省的進程，並運用系統性的程序蒐集資訊，藉此改

善教學現況，達到特定教育目的，增進教學成效，創造有效教學。 

(二) 金字塔學習理論 

學習金字塔(Cone of Learning)是由學者艾德格.戴爾(Edgar Dale)提出的理論

並為眾多教育者所熟悉與運用(馬國華等人，2017)，如圖4所示(王政忠，2016)，

位於金字塔頂端，學習效果最差的是排行第一的聽講，其學習保存率只有5%。其

次為閱讀，學習效果是10%；接著是視聽的學習方式，效果為20%。就算是透過

示範與展示的教學方式，效果也只有30%。因為從第一項至第四項的學習方式都

是被動式的，學生的參與度非常低，所以學習的保存率都無法超過30%。 

而根據這個金字塔所呈現的，金字塔最底端，其教學效果可高達90%，而這

個方法就是讓學生教別人或立即應用。如果學生有機會把上課內容作立即的應用，

或是讓學生有機會當同儕或是他人的小老師，效果可高達90%。主要立論在於要

學生以教師的身分對其他人進行教學，不僅要對內容相當熟悉，同時也要透過語

言的呈現來進行溝通，所以學生在進行教學之前，必須透過整體規劃和縝密構思，

將內容轉化為讓其他人能懂的表達方式，在此同時，就提升了學生主動學習潛在

智能的發展。所以從學習金字塔理論可看出，學生的學習以能夠運用或教導他人

最具學習效果。 

 

 

 

 

 

 

 

 

 

 

 

圖4 學習金字塔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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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b (1985)也曾研究學習者在幫助他人和接受他人幫助兩種不同情境下的

學習成效。其研究結果顯示若學習者只是被動地接受他人的幫助，則其學習成效

並沒有顯著的提昇；若主動提供他人答案說明的學習者，其成績表現比只有提供

他人正確答案而不做說明的學習者要好。這樣的結果，完全符合學習金字塔的理

論。 

學習金字塔顯示學習效果在30%以下的幾種傳統方式，都是個人學習或被動

學習；而學習效果在50%以上的，都是團隊學習、主動學習和參與式學習方式，

是較為有效的學習方法。本教學設計即秉持其「小組討論」、「實作演練」、「教導

他人」主動學習概念，融合近年來在教育現場中廣泛的被應用，以學生為中心的

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方式，並採業師「實務案例教學」、「分組合作學習」、「同

儕心得經驗分享」，及將學習內容轉化為讓其他人能懂的表達方式教導他人的「體

驗學習」等多種循序漸進主動式學習方法於保險實務課程，經由多元教學活動設

計，喚起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具備主動學習精神，致力培育保險專業技能與實

務鏈結，提升學習成效。 

 (三)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課程教學法，雖然可以迅速傳授專業知識與技能，卻未

能啟發學生獨立思考、解決問題能力，在面臨實務工作時，往往無法發會專業性

與自主性(曾惠珍等人，2006) ，因而有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教學法應運而生。問題導向學習(PBL)係源自於加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 醫學

院，由 Howard Barrows 教授針對醫學教育革新所提出的一種創新教學方法。

Barrows(1996)指出 PBL 是一種主要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方法，針對學習、日常

實際遭遇的問題，學生藉由小組合作學習過程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此種教學

方法建構出整個課程的核心理念。Hmelo-Sliver(2004)也指出 PBL 是一種學生透

過問題解決而學習的教學策略。Tam(2001)認為 PBL 是一種教學型態，特徵在於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扮演催化、引導之角色，並在班級內進行小組教學與促進學習

者的自我導向學習。洪榮昭、林立展(2006)歸納問題導向學習是一種整合性的教

學與學習策略，主要用來促進學生本位學習與合作學習，教師的角色由傳統講述

者轉為協助者、催化者與設計者，學習評量方式採質與量並重，兼具學習過程與

成效的教學方式。因此，PBL 提供學生一個問題或情境，讓學生應用以前的知識

或透過搜尋新知識，促進學生跨領域教育、終生學習與專業實踐的一種具體教學

方法(Savery, 2015)。 

曾惠珍等人(2006)應用臨床案例分析護理課程，探討 PBL 教學方式的效果時

發現，參與 PBL 教學的學生具有較佳批判性思考能力及自我導向學習能力。

Promentilla et al. (2017)也在其研究中指出 PBL 優於傳統講課方式，尤其在學習

高階技能與概念的課程，因此，將 PBL 應用於系統工程的課程，可確保更好的

學習效果。陳光紫、曾瑞成(2017)研究探討實施 PBL 教學方式與傳統教學方式兩

種不同的教學模式，對大學生桌球運動技能及學習態度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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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學模式在提升動作技能、學習動機、學習方法具有顯著效果，並優於直接

教學模式；因此，融入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模式能獲得更佳的整體學習成效。郭怡

良、林玉雯、陳沛嵐(2017)針對物理治療教育的研究結論指出 PBL 能提升學生解

決問題和臨床決策能力、激發主動學習的態度與技巧、加強對知識的應用、培養

團隊合作的能力，並可鼓勵學生以全人照顧的態度來處理、面對病患的問題；此

外，該研究並認為 PBL 可引導學生資料搜尋、溝通討論、包容他人看法、知悉

多元答案等。Garnjost and Brown (2018)以商管學生為研究對象，比較以教師為中

心與 PBL 以學生為中心兩種教學法的成效，並採用知識獲取、問題解決、批判

性思維、團隊合作與自我導向學習為測量基準。研究結果顯示出，PBL 的教學方

式對個別課程實施有影響，顯示 PBL 的教學方法具有較佳的學習效果。 

綜合上述文獻，根據過去學者對於 PBL 的定義及實證教學成效，問題導向

學習課程設計理念主要係根據實務與理論之需求，讓學習者產生學習動機，而教

學者引導學習者來理解、應用與創新知識，進而藉由傳授、個案研究與知識分享

等方式讓學習者容易瞭解、發現問題、面對問題、解決問題，進而建構出新學習

模式(洪榮昭、林立展，2006)。陳光紫、曾瑞成(2017)也指出 PBL 是一種以學生

為中心、問題為教材、小組為模式、討論為學習的探究取向多功能學習模式；而

教學模式包括：建構主義、情境學習、合作學習、後段認知運用等理論基礎。楊

坤原、張賴妙理(2005)更認為 PBL 的教學有其獨特之處，是一種值得開發與研究

的教學創新方法。因此，送審人秉持問題導向學習的理論架構、特徵與實證教學

成效，實施以學生為學習中心，導入業師協同教學，並以業師提供的實務案例作

為學生問題討論的素材，再輔以同儕分組合作學習等多元教學方法，引導並鼓勵

學生運用課堂所學知識，培養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與實務運用等知能，

來解決真實問題及靈活運用於生活情境的教學方式，以增進學生學習效能，達成

有效教學目標，建構新的學習模式。 

(四) 實務案例教學 

王秀槐(2015)表示在傳統講述教學法中，學生往往流於理論知識的吸收與背

誦，無法將知識應用於實際日常生活情境中，造成學習與生活嚴重落差的現象。

案例教學法則可以將生活情境所遭遇的問題以真實的案例方式呈現，經由適當設

計的案例問題，鼓勵學生以不同的角度來探討，靈活運用過往知識來解決問題的

歷程，進而提升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增強學習動機和創造有效學習。案例教學

法係由蘭德爾(Langdell, C. C., 1826~1906)於哈佛大學法學院任教時期所提出概

念，其主張讓學生閱讀並討論原始法庭判例，藉此教導學生從案例中自行找出法

學原理。案例教學法是指藉由實務案例作為師生課堂互動為核心的教學方法，藉

由讓學生處在真實案例的情境中，運用所有可能獲得的資訊，發揮其分析的能力，

並試圖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因此，案例教學法強調的是學習者主動積極參與、

同儕互動與合作知能。張民杰(2008)即指出案例教學法係指藉由實務案例作為教

學材料，結合教學主題，透過討論、分析問題與歸納等師生互動的教學過程，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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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了解與教學主題相關的概念或理論，並培養學習者高層次能力的一種教學

方法。 

探討案例教學成效的文獻方面，張民杰(2004)研究顯示將角色扮演與小組討

論運用於探討案例教學之成效，發現案例教學法可以增加學習者學習動機、批判

思考，並增加理論結合實務的可能性。林玫君(2005)研究指出案例討論可以促進

學習者與同儕之間的互動。曾心瑜(2005)運用案例教學法作為驗證幼校教師專業

成長活動，發現這項教學法符合學習者的期待與需求，藉由參與者的經驗與改變，

顯示案例教學法受到學習者歡迎，而且適合不同需求的學習者，可提升其省思、

表達能力與各種專業知能。Tillman (1992)研究結果顯示相較於傳統講述方式，學

生對案例教學法有較高的滿意度。 

案例教學法顯示具有學習成效，具有下列特色：首先發展適當案例問題，讓

學生感覺置身於真實情境中。案例教學法藉由真實案例所提供的問題，幫助學生

將所學的知識內容與真實的生活情境連結，增強知識遷移，使學生能學以致用；

其次，案例教學法著重解決案例問題過程中，學習者蒐集、分析、調查、整理資

料，乃至提出解決方案的學習歷程。第三，解決問題。經由上述解決真實問題的

過程，引發學生的內在學習動機，強化主動參與的學習行為，增進學生自我引導

的學習技巧，增進學習成效。最後，透過案例的分析、討論與探究，引導學生重

新檢視個人的學習經驗與歷程，對比現有的認知模式，以重新建構新的學習模式

(王秀槐，2015)。 

證諸以往案例教學法主要以真實事件的敘述為主，通常運用於法律、商業經

營及教育等領域。以法律為例，其個案多為法院的判決及真實的法律案件；案例

教學被運用在教育領域，則是運用案例來提供真實而具體的教學或教室情境，供

師資培育生討論案例中的師生所可能面臨的問題。在商業經營領域，以企業管理

為例，則多為企業組織真實面對的困難情境及外在衝擊事件；以保險實務來說，

其案例應多為保險條款內容解析與理賠糾紛等實務作業真實案例。 

為使得保險實務課程教學設計案例更貼近業界實務經驗，在教學設計設更引

進業師協同教學。徐昌慧等人(2016)研究中指出，業師協同教學可提高教師與學

生業界職能，更能提升學習滿意度，並有助於實務經驗結合課堂學習中，培養學

生自我導向、學習策略能力。為達到有效學習目標，業師則遴聘有豐富經驗之財

產保險業資深人員，在授課前和送審人討論過後，配合每一授課單元主題內容，

編修設計綜合性實務性案例供學生分組討論、分析、歸納與提出合適解決方案，

業師並協助學生實務案例分析結果報告之指導與評論。實務案例內容設計涵蓋送

審人授課主要內容，協助學生情境應用，藉以提升實務知能的理解，並依市場發

展趨勢隨時提供新的情境與問題，讓學生學習將理論與知識運用於實際情境中以

解決產業界實務所遇到的問題，強化專業知識與實務知能鏈結。 

綜合上述，在實務課程中，以案例教學法，結合業師協同教學，除可教導學

生具備所需的專業知能，創造有效學習外，另有助於學生瞭解財產保險業者實務

作業與經營問題，在與業師互動過程中，可以和業界實務做有效連結，更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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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發展趨勢，廣化其視野。 

(五) 分組合作學習 

「合作學習」乃是有系統、有結構的教學方式，教師根據學生能力、性別或

不同背景進行分組，每組約 4-6 位同學，小組成員間共同討論、分享經驗與資訊；

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只是坐在一起，更需要分工合作、相互討論、溝通、協助與

分享(林雅雯、江柏叡、曾志隆，2015）。學生藉由彼此的相互合作與學習達到共

同目標；因此，學生為學習的主導者，教師為學習的協助者。分組合作學習其實

是一種小型的社會層面的學習形式，主要是小組成員間能直接地相互溝通、相互

影響、相互分享和一起成長。分組合作學習是培養帶得走的解決問題能力、團隊

合作默契，就在與同儕合作與互動之間，學生學到的不僅僅只是知識層面，更是

平常生活能力的成長、相互合作精神等軟實力的啓發。 

合作學習強調以學生間主動合作的學習方式，取代傳統以教師講述為主導的

教學方式，藉以培養學生主動求知的能力、發展學習過程中的人際溝通能力，並

養成團隊合作的精神(朱敬先，2000)。蔡姿娟(2004)的研究也發現合作學習法強

調學生參與多向式交流表現，成效優於過去由教師為本位的教學模式。吳蕙宜

(2004)探討合作學習對大一英文閱讀理解成效，結果顯示在英文閱讀理解、學習

動機、學習滿意度上，合作學習成效明顯優於傳統講述式教學方法。 

Sachs, Candlin, Rose and Shun (2003)研究結果顯示，多數學生喜歡參與合作

學習的方式，學生在分組討論上課時感覺較為自由，且有較多發表自己意見的機

會，對合作學習的教學方式效果表示正面看法。時新英(2005)研究英文教學運用

合作學習法的效果，學生經過分組合作溝通互動後有正向改變，學習態度也變得

較為主動、積極。陳可芃(2005)的研究發現經由分組合作學習的經驗，高職學生

可以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概念，合作學習過程中閱讀能力低落的學生經由小組合

作，可以有效提升與改善其閱讀能力，同學對閱讀篇章的內容也更加容易理解，

藉由彼此評分與討論後，小組成員培養了批判性思考能力。胡文綺(2016)以選修

英文的醫藥學系學生為對象，研究發現合作學習教學模式可以加強學生的學習深

度，並能促進課堂學生參與度與溝通分享內涵。 

McLean et al. (2005)探討學生對分組合作學習的看法，研究結論顯示高達

90%的學生認為分組活動在認知、情感與社交領域中具有實質學習意義，其中男

性學生認為分組活動形式，比較容易建立彼此友誼；女性學生則認為分組活動可

以促進不同背景的人，增加彼此互動交流機會。詹志禹(2004)為降低學生對學習

統計學的焦慮感，在其初步行動方案當中，將小組討論法融入統計學教學設計，

得出以合作為基礎的小組討論教學法，有助於學生降低學習焦慮、提升學習效果。

蘇坤良(2019)在一項以合作學習翻轉程式設計課程的研究中發現，課後運用分組

合作學習模式進行實習程式寫作，同學多了在合作學習平台上討論的機會，成員

可以建立學習歷程，供小組成員隨時翻閱，故學習動機和成效都明顯提升。其研

究同時也顯示分組合作學習對提升學生學習態度以及增進同儕學習互動，都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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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向的影響。 

檢視既有文獻，多數研究運用合作學習法以探討語文學習歷程及成果展現為

主軸，其結果的確也顯示在某些程度，分組合作學習可以提升學習者的整體學習

興趣、閱讀理解能力表現。然聚焦探討商管領域合作學習成效的相關研究資料並

不多。因此本教學設計針對保險實務課程融入合作學習法所產生的效益，具有實

用性的意義和研究價值。 

對保險實務教學領域來說，有意義的分組合作學習應建構於真實情境中，學

生各自具備獨特角色與責任參與其中。經過活躍地反思與探究，學生彼此或與教

師之間進行意見的交流。為鼓勵學生增加彼此間互動，提供活潑、主動的溝通學

習機會，搭配實務案例問題是合作學習法一種常用策略。合作學習結合實務案例

教學方面有許多優點，例如：小組成員之間就案例搜尋資料、充分意見溝通、交

流彼此豐富的理解力、提供活潑自由的溝通機會與彼此激勵的學習氣氛，提出對

問題的看法和建議，達成有效學習目的。 

綜合上述，技職教育的特色在於結合產業發展，為學生提供實務學習元素的

課程，送審人執行之教學設計即綜合業師協同教學、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於實務案

例課程內容中。在業師協同教學上，藉由業師協同教學提升教師與學生對於業界

最新動態的瞭解；教師定期與業師保持互動，除在授課前的進度與教材準備之討

論外，更在學期授課中，定期針對授課內容與學生反映進行相互討論、加以統整，

以提升學生學習滿意度與成效，更重要的是期望提升學生對保險實務的創意、創

新思維與創造意圖。而在合作學習教學方式上，讓學習活動回歸以學生為主體，

藉由上課分組討論過程中，提升各組組員間的分工合作、相互討論、溝通與分享，

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六) 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教學設計最後一項理論依據即為體驗學習。體驗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

係指學習者經由自身參與各種活動的歷程，藉由實際經驗的學習建立知識、技能

與價值觀，並將其內化於日常生活學習中，及對自身生活環境進行省思與應用。

體驗學習的內涵讓學生從實際經驗中學習(吳清山、林天祐，2004)。吳清山、林

天祐(2004)指出學習者具有經歷某些事物的歷程，或者是一種感受，它能導引學

生從實際的經驗中學習、從觀察及嘗試與實作中學習、並能從學習中經過反思的

過程強化能力的提升，而非僅是知識的獲得。因而從教學的角度來看，體驗就是

學生用心深刻去感受、關注、理解、認同學習主題中的人物、事件、現象、思想、

觀點等學習面向，課程實施中利用情景的設計調整學生的體驗興趣，角色扮演就

是一個好方法。 

體驗學習，或稱「活動學習」、「互動學習」，其主要的教育哲學及理論架構

是由杜威(John Dewey, 1938)在《經驗與教育》一書中，提出「做中學」的體驗學

習理論基礎，強調從經驗中學習，並透過不斷的互動、反思及轉化的過程而達成

學習的目的。後經哈佛大學教授(David Kolb)整合杜威的「做中學 learning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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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ng」、社會心理學家黎溫(Kurt Lewin)與認知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的「認

知發展論 theory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以及其他學者理論而發展出體驗學習

循環(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的學習架構，並將此架構廣泛的運用在體驗學習

的相關課程實務，成為體驗式培訓極重要的理論架構(楊國樑，2005)。體驗學習

循環，認為學習過程應包括親身體驗、觀察反思、總結經驗與實踐應用等四個體

驗學習循環進程(Kolb, 1984)，如前述圖2。 

經檢視體驗式學習相關資料，發現國內許多研究已針對不同領域進行體驗式

學習教學法融入課程成效之實證研究。謝智謀(2003)將體驗學習應用於大學及研

究所課程設計中，經過質性與量化的研究分析，發現學生學習成效有顯著提昇。

鍾志強(2008)發現學生擁有較正面的體育課體驗，將會有更高的學習滿意度，進

而會有更多的體育課程及相關活動的參與。實作的體驗學習法在創業管理課程的

運用也獲得良好的成效，趙平宜(2013)指出創業管理課程中，學生透過親身經歷

的體驗，能夠深刻了解與體會風險、責任、團隊合作、以及經費壓力等隱性知識

與經驗，獲得一般功能性課程無法產生的效益。 

黃曉君(2012)以「校園綠色廚房」為大學通識課程的探索主題，結果發現學

生從授課老師身上接受生活哲學與飲食態度，勾起對土地保護的環境意識。陳惠

欣(2019)以蔬菜種植的田園體驗式學習活動融入於食品專業課程，參與者皆表示

體驗式學習對於他們在食品專業知識學習有正面影響。彭雅惠(2018)以選修觀光

遊憩資源課程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體驗學習旅遊融入觀光休憩資源課程的

學習成效，結果發現學生對課程規劃與體驗學習旅遊活動設計認同度高，對學習

成效感到滿意。陳美華、李尚穗、簡秋蘭(2011)以校外企業參訪教學體驗學習法

併同教師教導使用學習單，探討對大學生學習體驗滿意度與學習成效的影響，結

果顯示參與學生，無論是體驗滿意度、學習成效及評量成績皆顯著高於未參與體

驗學習活動的同儕表現。 

羅雲彬(2019)指出體驗式學習是一種有別於傳統學習模式的新的學習方式，

在這種學習方式下，體驗是基礎，學生為學習的中心，不再被動的從老師、課堂

上、課本中接受知識，而是自動自發的投入到體驗中，並在體驗中感悟、觀察、

反思、概括，並將其「所得」應用於生活、學習情境中。本技術報告教學設計運

用以學生為中心的問題導向學習(PBL)學習方式，融入「實務案例經驗分享」、「分

組合作學習」教學方法，學生藉由實務案例將自己融入於真實案例體驗中，並在

實務案例分析、討論、體驗和同儕分享心得中，能感悟、觀察、反思、概括，並

將其「所得」應用於新的生活、學習情景中。對學生而言能將學習所得應用到學

習情境，最有效的應用方法即是角色扮演-能將學習心得立即應用並「教導他人」。

要教導他人，則必須讓人聽懂、學會，就必須對所教內容理解領會，並能準確、

清楚地表達出來；能立即運用課堂所學得保險理論與實務知識解決實際問題，也

就表明知識可以轉化為理解能力、思維能力、綜合實踐能力等，即可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達成有效教學目的。體驗學習循環進程如前述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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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 

本教學實務技術報告以送審人在五專部四年級、五年級所教授一系列且具有

連貫性的兩門保險實務課程—「財產保險」和「意外保險」為主要教學設計實施

對象，結合各種教學法，及兩門保險實務課程的具體教學流程，說明如何將問題

導向學習與各種有效學習方法融入課程。部分授課課程之教學設計實施成果、學

生學習成效，業已發表於期刊論文，或於不同場合發表教學實證成果(請詳見第

四章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表10、表22資料)。 

 (一) 教學主題內容 

1.1 教學主題設計：配合實務課程性質 

產物保險實務課程(財產保險、意外保險)是一門應用科學，為適應並生存於

科技進步神速現代保險金融環境中，保險實務教育必須培養保險從業人員具有終

身學習態度、吸收新知能力，且能獨立思考、分析資料，並應具備突破現有產品

框架的創新思維及開創新商品的創造能力。然而財產保險險種、商品類型繁多，

除火災保險、海上運輸保險及汽車保險傳統險種以外，其餘財產保險種均可歸屬

為「意外保險」種類，其中涵括了責任保險、工程保險、藝術品保險、寵物保險、

手機保險、農作物保險及衛星保險等新型且繁複的險種，學生課堂學習常常會混

淆險種彼此之間的關聯性，常常發生錯誤引用情況，學習成效往往不彰，而傳統

單向講課方式是無法引起學生興趣、提升學習效能。 

送審人自104年8月加入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行列，在6年的教學經

驗中，每學期授課3-4門，從傳統單向講授方式、互動式教學、實務導向教學、到

近年採用通訊軟體(如 Line)及學校教學平台與學生進行課程互動，並採取多元教

學方法，冀望得以解決學生學習意願低落、理論與實務無法配合、上課後知識應

用性的問題。在授課上主要係依據行動研究精神，結合學習金字塔理論概念，運

用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方式，依據不同課程單元主題內容，融入「業師協同

教學」暨「實務案例教學」、採取「分組合作學習」方式，冀能連結課程內容與

學生學習之間的關係。最後將學習心得在以教導他人及應用的「體驗式學習」活

動中，內化並改變學生想法、學習和應用的能力，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達成有

效學習目標。送審人以在五專四年級及五年級兩個學期所開設的保險實務課程--

「財產保險」暨「意外保險」為一個循環期，並以此作為教學實施場域，分為兩

階段進行課程教學設計研究，於圖5呈現在最近兩個學期間循環實施的課程教學

主題、方法與培育能力的課程設計內涵與歷程。 

第一階段是在四年級開設的產物保險實務課程-「財產保險」課程中，除部分

理論知識傳授採講述法外，主要係應用以學生為中心的「問題導向」學習法，並

逐步融入產險業實務案例教學法，並由實務經驗豐富的業師帶領學生在課堂解析

實務案例的意涵所在。藉此讓學生課堂所學到的理論和業界實務經驗有一較緊密

連結，也可望能提升學生對問題思考能力、解決能力及自我導向學習。此時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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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組合作學習方式，由同組同學就實務案例的問題共同討論、分析、找出適合

的答案，期間培養團隊合作的默契。課程並欲進一步了解學生在教學方法介入後

吸收能力的多寡，尤其在對現有財產保險商品種類有一番認識與了解的基礎知後，

並配合保險科技發展趨勢，能深化其創新知能。 

 

圖5 保險實務課程學期課程設計內涵與發展歷程 

 

第二階段是在五年級開設的「意外保險」課程。學生在第一階段所培育的學

習經驗基礎之下，在第二階段配合課程新單元主題內容，除繼續採用問題導向教

學方式，並配合實務案例、分組討論教學法，藉以持續強化學生思考能力、問題

解決能力及自我導向學習能力，提升學習成效。在此一段導入「體驗學習」教學

法，運用 Kolb (1984)體驗學習循環理論的四階段學習架構：親身體驗、觀察反

思、總結經驗與實踐應用。親身體驗是讓學習者在先前的基礎上投入一種新的體

驗；觀察反思是學習者對已經歷的學習體驗加以觀察、思考；總結經驗則是學習

者必須達到能理解所觀察的內容的程度並且吸收它們使之成為合乎日常運用的

統整概念；到了主動實踐應用階段，學習者要將所學主動積極嘗試應用於日常生

活或教導他人的實踐能力(Sugarman，1985)。此階段強調學生藉由問題導向學習

融入多元教學方法，在真實保險實務案例分析、討論、體驗和同儕分享心得中，

已所得到的具體經驗，藉由感悟、觀察、反思、內化、吸收，並將其「所得」應

用於生活、學習情境中。最後以「教導他人」體驗學習方式，將已學得的保險實

務主題內容理解領會後，以讓人聽懂、學會前提下，將自己學習的東西能準確、

清楚地向選定的施教對表達出來，冀望能符合學用合一的學習目的。 

綜合歸納上述說明，整體教學主題內容設計方面依照行動研究精神，針對與

學生互動的多元教學設計，反覆從學生反應、學習、行為、結果四大評估指標，

進行循環性目標管理設定，進而提升整體學習效果。 

1.反應：「多樣化教學」，藉由多樣化的教學活動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活動

以問題導向學習為主軸，融入業師實務經驗分享、創意創業競賽、分組合作學

1082

(第一階段)

•授課科目：財產保險(五專四年級)

•教學方法：講述法、問題導向學習法、業師協同教學、實務案例教學法、
分組合作學習

•培育能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團隊合作、吸收能力、創新能力

1092

(第二階段)

•授課科目：意外保險(五專五年級)

•教學方法：講述法、問題導向學習法、業師協同教學、實務案例教學法、
分組合作學習、體驗學習法

•培育能力：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團隊合作、吸收能力、創新能力、創
造能力、實踐運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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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業界實地參訪或實務講座、體驗學習等。 

2.學習：「重點與重覆」教學與學習，在分組合作學習過程，針對不同單元主題，

學生彼此之間反覆操作與練習，同儕間可以針對不同重點，彼此分享，達到重

點學習與重複學習、補強效果，更能符合學生需求。 

3.行為：經由實務案例的實施，和同儕心得分享，產生「類化學習」效應，讓學

生從課堂學習中體會這些保險實務知識的概念，以類化的方式擴散學習的內容

與應用，才能真正影響行為，並和實務知能連結，例如實務案例內容報告，將

專業知識與實務知能作串聯。 

4.結果：體驗式學習、日常應用與教導別人，「勇於嘗試與滾動修正」，鼓勵學生

建立目標，將所學應用於日常生活，並嘗試教導別人，並從中不斷修正自己觀

點，進化自己學習內涵。。 

 

(二) 教學方法技巧 

2.1 教學設計方法架構 

    教學設計方法分為保險基礎理論及實務知識兩大部分著手。保險基礎理論是

由校內教師即送審人授課，藉由課堂講授，授予學生保險契約屬性、基本原理原

則等基本知識。實務知識則由業師提供實務案例設計及日常課堂實務經驗分享；

實務案例內容的設計，則經與校內教師針對授課主題內容討論、修正後定稿，提

供學生以分組合作學習方式，進行小組討論，以既有保險知識概念及收集到的資

訊解決問題實務案例所設定的問題；另外業師藉由每次到校帶領同學實施實務案

例解析時，在討論過程中隨時加入保險市場最新實際發生的案例，就其處理經驗、

心得與同學分享。藉由業師實務案例的剖析與實務經驗的傳遞，使得的保險實務

教學可以生動、活潑，提升學生學習興趣、進而強化、深化學習成效。因而教學

設計方法執行的思維整體架構如圖6。 

圖6 教學設計方法執行思維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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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方法分為教師部份、學生部份，分別在教學實務增能、活化學習場

域、強化學生能力及深化學生學習成效與視野來增強學生學習效果。(1)教學實務

增能，教師須不斷增進自我實務教學效能，才可以不斷強化教學內容，這需教師

多方參加提升自我教學能力的活動，如教學增能研習、建立產學合作及參與教師

教學成長社群等。送審人戮力精進教學實務增能的成果如表3、表6所示；(2)活化

教學場域，授課場域引進多元的力量創造一個活潑、有趣的教學環境，如案例教

學、分組合作學習、業界參訪、體驗式學習應用教導他人等學習多樣化，更能提

高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3)強化學習成效，除可透過專業證照提升專業技能外，

透過實務個案分組合作學習可以培養學生問題分析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及團隊合

作素養，並可經由參加各項專業競賽提升自我學習與統合能力；(4)最後深化學生

的學習成效，藉由多元學習方法累積的知能後，提供一個可以讓學生與實務接軌

的學習場域，透過內涵服務學習、體驗式教學等教導別人的活動，暨經由業界參

訪或實務講座，讓學生多接觸實務領域，了解業界實況、擴大視野，藉以提升其

實務知能及工作能力，厚植就業競爭力。 

 

2.2 課程實施方法暨流程 

兩階段產物保險實務課程，在教學流程安排上，第一階段授課方法將是理論

講授與實務案例討論併行。理論性課程部分採用教師講述法，教材內容主要參考

坊間參考書籍；實務案例由業師提供、並和教師就授課主題內容、屬性討論後定

案，內容涵蓋學校教師所授課內容，協助學生應用案例情境提升實務知能的理解，

業師並隨時提供市場上新的情境與問題，讓學生學習將理論與知識運用於實務情

境中以解決學習所遇到的問題。進而培育學生創新意念及創造新商品能力。第二

階段主要運用「體驗學習」教學法，強調學生日常實際運用的能力的養成。 

 

2.2.1 第一階段財產保險實務課程 

在第一階段開設之「財產保險」課程主要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法，適時導

入業師實務案例教學法及分組合作學習於課程教學設計。問題導向學習法係根據

Kivela and Kivela (2005)提出循序漸進的八個步驟融入於課程教學設計過程，此

八個教學步驟，依序為：(1)問題陳述；(2)釐清概念；(3)界定問題；(4)分析問題；

(5)問題分析做系統分類；(6)架構學習目標；(7)自我學習；(8)成效說明。實務案

例聘請業師就業界實務現況，針對授課單元主題設計案例，實務案例涵蓋所有授

課內容，協助學生應用情境提升實務知識的理解，讓學生學習將理論與知識運用

於實際情境中以解決產業界所遇到的問題，增進對業界實務的連結。 

為達到預期學習成效，使實務案例教學、分組討論教學法在有效率方式下進

行，教學設計實施同時採下列四個主要步驟進行：(1)由學生個人分別研究實務案

例，以案例主角的身份，設身處地尋找解決的方法或資源；(2)進行小組討論，分

享每個人的分析資料、心得或建議並加以修正後，得出整組的解答；(3)在課堂就

分組結論提出看法和全體同儕分享，並由教師及有豐富經驗的業師進行綜合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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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4)藉由課後問卷進行歸納與反省，進一步強化學習的內容。有關十八週課

程內容規劃，整體課程流程規劃如圖7所示。 

第一週，授課教師對學生說明與解釋教學目標、活動流程、實施目的與內容

後，並先實施「吸收能力」、「創新能力」學習成效量表前測。第二週至第八週暨

第十週至第十六週，課程採用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方式，與分組方式就實務

案例進行討論與分享，讓學生將所有的概念與知識得以有效的運用；第十七週則

由學生分組發表其成果或心得。同時，亦請修課學生填寫針對各項多元教學方法

的滿意度問卷調查，暨學習成效量表後測。藉以瞭解及改善由問題導向學習(PBL)

教學方式，及其他多元教學方法融入實務課程設計的教學方法，是否有效提升學

生的學習動機與學習意願、進而達到主動學習與自主學習之目的。第九週、第十

八週配合課程進度與規劃進行期中、期末考試，藉此可以讓學生記得一些保險基

本觀念和必備的理論知識，達到學習與理解的目的，做為問題導向學習及其他教

學方法的堅實基礎。  

 

 

 

 

 

 

 

 

 

 

 

 

 

 

 

 

 

 

 

 

 

 

 

 

  

            圖7 財產保險實務課程設計流程圖 

 

2.2.2 第二階段意外保險實務課程 

在具備第一階段學習經驗後，將於第二階段「意外保險」課程中，除繼續運

用第一學期方法外，主要導入體驗式學習法。另依據 Kolb(1984)提出之體驗學習

循環，讓學生經由親身體驗、觀察反思、總結經驗與實踐應用等四個進程，由學

第 1 週 

第 2 週至第 8 週 

第 9 週 

第 10 週至第 16 週 

第 17/18 週 學習成果發

表暨評量 

教學目標、活動流程與目的之說明 

學習成效量表前測 

 

問題導向學習(PBL)進行教學 

運用多元教學法進行 

 

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 

運用多元教學法進行 

 

期中考 

期末考試 

問題導向學習(PBL)課程滿意度問卷 

進行多元評量暨學習成效量表後測 

第一階段/學期 
財產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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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親身參與活動的方式促進其利用自身的能力與經驗、團隊合作學習、人際溝

通等學習歷程達到課程活動設定的目標。而在此親身體驗活動的過程中，學生可

藉由自觀察反思能力連結上學期課程累積的經驗得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進一步，

學習者將其想法與經驗進行歸納連結，以形成新的概念是總結經驗階段的重點，

在此階段學習者可以學習在面對新的情境時迅速地面對挑戰與回應。最後，體驗

學習的成效即是學習者能夠將活動的經驗或知識，努力嘗試應用、擴展於日常生

活經驗中，或是教導他人，並將此一循環所累積學習成果做為下一次體驗學習的

背景知識，進入新的一輪體驗循環。 

此階段課程設計實施重點係以增進學生對產物保險商品種類的認識與瞭解

為起點，結合業界教師諮詢，提升學生保險實務知能及職場就業能力。後續課程

設計將由學生選擇某一保險實務主題，做為後續深入探討與同儕分享、課堂授課

主題。並再經諮詢、彙整業界教師意見後，共同建立授課內容，並向全班同儕分

享學習心得與內容。在與同儕分享過程中將分別由校內教師及業界教師針對教材

內容提供建議事項，作為學生反思及改善教材內容之依據。最後將調整後的教材，

依主題屬性，選擇適合的場域，如社區發展協會或國、高中學校，以整編後教材

進行學習經驗分享。藉由此一體驗式學習過程，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並進一步驗證

學習金字塔的理論。有關十八週課程內容規劃，整體實驗課程規劃流程如圖8所

示。 

 

 

 

 

 

 

 

 

 

 

 

 

 

 

 

 

 

                                   

 

 

 

 

 

圖8 意外保險實務課程設計流程圖 

第 1 週 

第 2 週至第 8 週 

第 9 週至第 10 週 

第 11 週至第 14 週 

第 18 週 

說明教學目標、活動流程與目的 

學習成效量表前測 

 

發表成果： 學生就擇定之主題與同儕分

享教材結果/教師暨業界教師審視/建議 

體驗學習：學生選擇、準

備分享/授課主題 

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 

運用多元教學法進行 

 

第二階段/學期 
意外保險 

期中考/ 

拜訪、徵詢教師與業界教師 

期末考試/體驗式學習滿意度問卷 

多元評量/學習成效量表後測 

學生就擇定主題實施體驗式學習教學 
進行場域實際教學 

 

第 15-17 週成果發

表暨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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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授課教師對學生說明與解釋教學目標、教學活動流程、目的與內容後，

同時先進行「吸收能力」、「創新能力」、「科技素養」及「創造力」等學習成效量

表前測。第二週至第八週針對新課程主題內容，繼續運用問題導向學習(PBL)教

學方式、分組實務案例的討論與分享外，並由學生選擇實施「體驗學習」向他人

教學的主題。在後續時間學生就授課主題、內容、進行方式及教材和送審人討論，

並拜訪業界教師，徵詢業界教師對教材內容及施教方式的意見，讓學生將課堂所

學得的概念和知識，充分地融入試教的教材內容。並在第十五、十六兩週，由各

分組學生，依擇定主題上台授課並與同儕進行交流，教師及業界教師則以評審者

角色，提供每組學生建議事項。爾後學生依據教師、業界教師建議事項及觀察課

堂同學表現，進一步修正講課教材內容及教學方法，並規劃於第十六或十七週(視

授課對象時間調整)就已選擇的主題、前往合適社區或學校由進行學習心得分享。

而第十八週，除進行期末考試外；同時，請學生填寫體驗式學習課程滿意度問卷

暨學習成效量表。 

 

2.3 保險實務課程教學大綱 

兩階段保險實務課程具體教學大綱如表7。 

表7 保險實務課程教學大綱 

教學目標 
培育學生解決實際問題、自我學習整合性能力。並讓學生由親身體
驗，吸收新知識後，再由反思與回饋後所得到的知識和感悟，能積
極實踐運用到日常生活學習中，藉以改善學習成效。 

教學方法 
採用 PBL 教學融入實務案例、分組討論教學、體驗式學習，結合
學生課堂授課、同儕互動觀摩學習及日常運用或教導他人等活動 

學習成效
評量 

學生學期成績以期中考試(30%)、期末考試(30%)成績為主，另行計
算分組討論成果報告(30%)暨上課表現評量(10%) 

課程進度 第一階段-財產保險實務課程教學活動(四年級) 

 課程主題與內容 

課程主題 週次 課程內容 知能培育 教學方式/活動 

主題一： 

財產保險

整體概念 

1 說明教學目標、活動
流程、目的與內容 

學生了解財產保
險的基本概念、
及其運作基本原
理，和學習目標 

1.教師講述法 

2.進行學習量表前
測 

3.學生進行分組 
2 財產保險沿革 

3-5 財產保險運用原則 

主題二： 

海上保險 

6 海上保險總論 

․海上保險種類與意義 

․海上保險損失類型 

1.了解海上保險
主要內容及實
務應用 

2.分析、解決問
題能力 

3.團隊合作默契 

4.自我導向學習 

1.教師講述法 

2.問題導向學習法
融入教學 

3.實務案例佈題 

4.業師協同教師 

5.分組合作學習-小
組討論 

7-8 海上貨物保險 

․主要承保條款解析 

․海上貨物保險核保 

․海上貨物保險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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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保險實務案例 

․學生課堂授課 

․同儕互動觀摩 

 

5.吸收能力、創
新能力 

6.學生自主學習後、
分組討論分享資
料 

7.同儕分享案例心
得 

 9 期中考試  

主題三： 

火災保險 

10 火災保險沿革 

․火災保險概述 

․火災保險契約種類 

1.了解火災保險
主要險種種類 

2.火災保險內容
與實務應用 

3.火災保險核保
理賠實務應用 

4.分析、解決問
題能力 

5.團隊合作默契 

6.自我導向學習 

7.吸收能力、創
新能力 

1.教師講述法 

2.問題導向學習法
融入教學 

3.實務案例佈題 

4.業師協同教師 

5.分組合作學習-小
組討論 

6.學生自主學習後、
分組討論分享資
料 

7.同儕分享案例心

得 

11-12 住宅火災保險及地震
基本保險 

13-14 商業火災保險 

15 核保與理賠實務 

16 火災保險實務案例 

․學生課堂授課 

․同儕互動觀摩 

17 火災保險總結 

期末測驗 18 期末測驗暨回饋  

課程進度 第二階段-意外保險實務課程教學活動(五年級) 

 課程主題與內容 

課程主題 週次 課程主題 課程內容 教學方式/活動 

 1 說明教學目標、活動

流程、目的與內容 

 教師說明課程實

施做法、目標 

主題四： 

汽車保險 

2 汽車保險總論 1.了解汽車保險
主要險種 

2.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沿革、保
障項目 

3.車禍處理程序 

4.分析、解決問
題能力 

5.團隊合作默契 

6.自我導向學習 

7.吸收能力、創
新能力 

8.反思回饋及實
踐應用能力 

1.教師講述法 

2.問題導向學習法
融入教學 

3.實務案例佈題 

4.業師協同教師 

5.分組合作學習-小
組討論 

6.學生自主學習後、
分組討論分享資
料 

7.同儕分享案例心
得教師 

8.體驗學習--選擇
授課主題 

3-5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任意汽車保險 

6 汽車保險實務案例 

․學生課堂授課 

․同儕互動觀摩 

主題五： 

責任保險 

7-8 責任保險總論 

․責任保險概述 

․責任保險特性 

․責任保險種類 

1.了解責任保險
意義、法令適
用、主要險種
及適用對象 

1.教師講述法 

2.問題導向學習法
融入教學 

3.實務案例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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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責任保險理賠
實務 

3.分析、解決問
題能力 

4.團隊合作默契 

5.自我導向學習 

6.吸收能力、創
新能力 

7.反思回饋及實
踐應用能力 

4.業師協同教師 

5.分組合作學習-小
組討論 

6.學生自主學習後、
分組討論分享資
料 

7.同儕分享案例心
得教師 

8.體驗學習--選擇
授課主題 

責任保險個論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產品責任保險 

․專門職業責任保險 

․其他責任保險 

9 責任保險實務案例 

․學生課堂授課 

․同儕互動觀摩 

 10 期中考試  

主題六： 

其他財產

保險 

 

11-13 其他財產保險 

․工程保險 

․保證保險 

․航空保險 

․其他種類財產保險 

1.認識市場新型
態險種及發展
趨勢 

2.新商品開發契
機與程序 

3.保險商品的應
用-教導他人 

4.吸收能力、自
我導向學習、
創新能力、實
踐應用能力 

1.教師講述法 

2.問題導向學習法
融入教學(含實務
案例、分組討論) 

3.體驗學習—諮詢
業界教師 

4.準備體驗教學及
發展趨勢教材 

 

14 實務案例分享 

․學生課堂授課 

․同儕互動觀摩 

主題七： 

體驗式 

學習 

 

15-16 學生心得主題應用/

課堂授課/同儕互動
觀摩  

自我導向學習、
吸收能力、創新
能力、實踐應用
能力 

1.教師暨業師/針對
學生授課教材進
行審閱 

2.課堂試教，教師
暨業師給予意見 

3.前往擇定場域進
行體驗式教學 

4.學習心得回饋/檢
討 

17 學生心得主題應用/

課堂授課 

期末測驗 18 期末測驗暨回饋  

學生學習

成效 

1.比較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方式導入與否對於學生吸收能力、學

習態度與問題解決能力是否有所差異。 

2.藉由體驗學習教學的過程中，檢核學生對保險實務規劃與應用能力

是否提升。 

3.檢驗學生接受問題導向學習暨體驗式學習法等實驗教學法前後之

學習成效。 

3.配合保險科技發展趨勢，涵養保險科技素養、創新、創造能力。 

4.根據評核後多方意見與回饋，讓學生達到自我評估與自我覺察的認
知思考，並引發激勵作用，提升學生認知能力，進而發展成為優勢

之能力，使學習過程更有效能與意義。 

5.編制實務案例教材。 

學習成效
評量工具 

透過教師、業界導師評核、同儕評核及自我導向學習量表等相關問

卷暨學習成效量表，達到多元評核的方式，並根據多方意見與回饋，
進行內容修正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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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學習成效評量 

學生學期成績藉由期中期末考試、教師、業界導師評核、同儕評核等比例決

定。送審人覺得保險實務課程是一門理論與實務兼具的課程，藉由期中期末考試

可以讓學生記得一些保險基本觀念和必備的知識，達到學習與理解的目的，作為

後續課程融入問題導向學習及其他教學方法的基礎知識，唯比重可以視情況調整，

逐漸降低所占比例。另外業師就學生實務案例報告內容、準備的程度及上台闡述

結論的整體表現，給予評分，列入學期成績。最後加計由教師依學生參與課堂學

習情況暨學生組員彼此間參與分組討論程度、由組員互評之分數綜合而成。 

學習成效除上述實質成績外，另依各項教學方法學習心得問卷及學習成效量

表等面向衡量。教學設計融入多元教學方法，學期末就所實施的各項教學方法學

習心得、滿意度實施問卷調查。最後教學設計著重學生自我學習能力暨實踐應用

力的養成，為瞭解學生對實務課程導入問題導向學習、分組實務案例教學法暨體

驗式學習法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分析，課程實施前後對授課學生實施學習成效量表

指標檢測。各項學習成效指標係在課程實施之前即根據過去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

歸納出相關指標之項目，邀請部分專家、學者確立重要性的指標，建構大學生配

合金融科技素養的「吸收能力」、「創新能力」及「創造能力」學習成效量測指標，

並於課程設計活動實施期初、期末進行施測，進而瞭解在多元教學方法融入課程

教學前後學生學習成效之差異。「吸收能力」、「創新能力」及「創造能力」學習

成效量測指標，如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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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 

(一) 學生學習成效 

此教學技術報告運用的多元教學方法係在強化學生學習成效，除可透過專業

證照提升專業技能外，透過各種教學方法融入課程教學設計，可以培養學生問題

分析能力、問題解決能力及團隊合作素養，並可經由參加各項專業競賽提升自我

學習與統合能力。以下列述學生學習成效： 

 

1.1 學生競賽成績 

課程設計實施在第一階段係以較傳統、發展歷史較久遠的「財產保險」課程

為主軸，主要是海上保險、火災保險，在此學期課程講述內容著重在闡述保險理

論、險種商品基本承保項目及設計概念、財產保險業現況及發展趨勢，冀能為後

續更繁複的保險實務課程奠定一個基礎。 

課程實施進程另一個重點，即將產業所遇到之承保、理賠實際問題融入於課

程教學、實務案例討論中，鼓勵學生秉持既有所學知識，在問題導向學習方法下，

探討解決現行實務上所遇到之問題；並教導學生如何運用既有的知能、對保險的

內容、條款及承保範圍在有更深層的認知後，進而能夠學以致用，替一般民眾規

劃較為完善保險保障計畫。幾年下來部分學生也均能將課堂作品或心得參加各類

金融保險規劃競賽，參賽成果也頗豐碩，如表8。 

表8 學生參與相關金融保險競賽成果 

舉辦日期 活      動 主辦單位 備註 

105/05/13 
2016年第11屆全國技職保險教育學術
研討會-保單建診競賽 

臺中科技大學 
第三名 

優勝 

105/05/13 
2016年第11屆全國技職保險教育學術
研討會-論文競賽 

臺中科技大學 優勝 

106/05/12 
2017年第12屆全國技職保險教育學術
研討會-實務專題競賽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佳作 

106/05/13 

2017全國大專院校創新精緻農業商展
-英文簡報 

臺中科技大學 第二名 

2017全國大專院校創新精緻農業商展
-現場中文解說 

臺中科技大學 第三名 

2017全國大專院校創新精緻農業商展
-展場設計布置 

臺中科技大學 第三名 

106/12/20 
2017第六屆全國大專校院北中南分區
理財規劃案例競賽 

社團法人台灣財富
管理規劃發展協會 

佳作 

106/12/28 
第五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健診暨
保險規劃大賽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第一名 

107/12/24 
第六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健診暨
保險規劃大賽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分獲第三
名、特優 

108/05/17 
2019年第14屆全國技職保險教育學術
研討會-論文競賽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優勝 

108/12/04 
第七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健診暨
保險規劃大賽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分獲第一
名、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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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2/23 
第八屆未來之星全國大專保單健診暨
保險規劃大賽 

太陽保險經紀人股
份有限公司 

分獲第二
名第三名 

 

1.2 創新創意成果 

第二階段實施課程是意外保險，其險種屬性更為繁雜，且大多數是配合時代

或社會需求而漸次產生的險種，學生修習此課程除須具備第一階段應有的保險知

識概念外，更應迎合保險發展趨勢，學生更應該要具備創新、創意意圖甚至是開

發新商品的思維與能力。在此階段除繼續沿用上階段課程運用的問題導向學習、

分組合作學習、實務案例教學外，實施體驗式學習教學方法，或引進業界參訪或

實務講座活動規劃，可以深化學生學習與實務知能連結。並透過實際觀察業者運

作狀況，讓學生領略現行保險業迎合保險科技潮流，其在創新創意的業務發展實

際運作現況，藉以啟發學生創新、創意、創造思維。 

藉由上述學習規劃，希望學生發揮創意，針對現行傳統保險商品架構，配合

保險科技發展趨勢，能發揮創新、創意及創造的能力，設計新商品種類，除提供

業者開發新險種商品參考、創造新商機外，也可以較客觀角度為消費者設計符合

其需求的保險商品。在近來努力之下，學生逐漸勇於以創新、創造思維，配合保

險科技思維，構思設計新商品或平台，踴躍參加各類創新、創意、創業商品競賽，

亦逐漸獲得不少佳績，如表9所示。 

 

表9 學生參與相關創新創意競賽成果 

日期 活動名稱 主題 主辦單位 備註 

110/05/14 

2021年第15屆全國保
險教育學術研討會-保
險金融商品創意競賽 

愛不再失、智在未來 臺中科技大學 第二名 

110/05/14 

2021年第15屆全國保
險教育學術研討會-保
險金融商品創意競賽 

牽手一生幸福 臺中科技大學 優勝 

110/05/14 

2021年第15屆全國保
險教育學術研討會-保
險金融商品創意競賽 

創業保險 臺中科技大學 優勝 

110/05/20 
第四屆創業種子團隊
競賽 

地方創生 app 臺中科技大學 佳作 

110/05/20 
第四屆創業種子團隊
競賽 

愛不再失、智在未來 臺中科技大學 佳作 

 

1.3 專題/論文成果 

在運用問題導向學習法配合多元學習方法及體驗式學習法下，學生具有問題

解決能力、經消化吸收後，成為創新創意能力來源，並用嘗試運用於日常生活，

解決日常遇到的問題。除前述學生在創新、創造思維激勵下，勇於參加創新創意

商品競賽外，部分學生更能在具創新創意思維能力後，能將自身對保險商品觀點

運用日常生活後產生的問題，或是更新穎的想法，或是對保險商品政策實施建議，

或是教育現場及產業實務界所遇到的問題點及瓶頸點，形諸專題研究或論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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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方式，尋求較佳解決方案。近5年學生專題、論文成果彙整如表10所示。其

中部分學生專題、論文作品，經修改後業已發表於期刊(請詳見參考著作)。 

 

表10 學生專題/論文發表成果彙整表 

年度 專題/論文名稱 研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備註 

106/05/16 

物 聯 網 保 險 、
InsurTech 新趨勢
之探討，以我國
UBI 汽車保險為
例 

2017保險金融管
理學術暨產學合
作研討會 

朝陽科技大學  

106/11/18 

InsurTech 應用與
保險業物聯網雲
端導入之探討-以
消費者對 UBI 保
險認知為例 

2017第十二屆中
華商管科技學會
年會及學術研討
會 

社團法人中華
商管科技學會 

期刊論文(當

代商管論
叢、2(1)) 

107/12/01 

臺灣農業保險強
制性之研究 

－以水稻險為例 

2018台灣風險與
保險學會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風險與保
險學會/ 

淡江大學 
 

107/12/08 

臺灣農業保險強
制性之研究 

－以水稻險為例 

2018農業經濟學
術研討會 

臺灣農村經濟
學會 

期刊論文(如

參考著作二) 

108/05/24 

探討實質盈餘管
理及董監事責任
保險對借款成本
之影響 

保險金融管理學
術暨產學合作研
討會 

朝陽科技大學  

108/12/14 

實質盈餘管理與
借款成本之探討-

董監事責任保險
為調節變項 

2019台灣風險與
保險學會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風險與保
險學會/ 

東吳大學 

期刊論文(如

參考著作一) 

109/05/05 

經理人過度自信
對企業盈餘管理
之影響-以董監事
暨重要職員責任
保險為調節效果 

2020保險金融管
理學術暨產學合
作研討會 

朝陽科技大學 
期刊-會計評

論審稿中 

109/05/05 

科技服務創新對
消費者購買行為
之分析-以產險公
司車險為例 

2020保險金融管
理學術暨產學合
作研討會 

朝陽科技大學  

109/05 

治理結構對企業
社會責任揭露之
影-以董監事責任
保險為調節效果 

2020企業競爭力
與經營管理學術
研討會 

中華大學  

109/12 

經理人過度自信
對企業盈餘管理
之影響暨探討多
重調節效果 

2019台灣風險與
保險學會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風險與保
險學會/ 

逢甲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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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專業證照 

有別於基礎保險業務人員登錄基本測驗，均以選擇題型為主，產險業中高階

核保理賠專業人員考試題目均為解釋名詞、簡答題及申論題等三類型的綜合題目。

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開設專為輔導學生參加中高階保險專業證照考試的選修

課程。上課採用自編的專業證照輔導考試教材並配合歷屆試題，以講授和課堂實

際分組練習模擬測驗方式進行，在課程結束後，學生報考、通過產物保險核保、

理賠等中高階證照有顯著提升。由此一經驗可窺知，若課程能結合講授與學生實

際參與操作，或可增進學生學習興趣及效果，基於此理念，送審人在107學年以

分組討論的方法融入一般輔導學生專業證照課程教學中，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經費補助，根據課堂教授結果顯示，將分組討論實務解題方法融入證照輔

導考試教學，確可提升學生發現問題、獨立思考、解決問題與彙整能力。近幾次

輔導學生參加產物保險核保、理賠人員中高階專業證照考試執行成果如表11。 

110/06原有11位同學報名，因受疫情影響取消考試 

 

1.5 學生多元教學學習活動歷程與成果 

以下呈現108學年度第2學期、109學年度第2學期，一個完整循環保險實務課

程融入多元教學設計教育課程活動歷程與成果紀錄。 

1.5.1 問題導向學習—第一階段學習評估 

在整個學期18週課程授課以問題導向學習融入實務案例教學暨經驗分享、分

組合作學習、業師協同教學等多元教學方法，期末最後一週讓修課70位學生自我

評估學習狀況，及對各種教學方法介入的學習心得，提供評估及建議，作為後續

教學參考。下列針對各項教學方法結果做簡扼說明：  

(1)學習動機與態度 

就學生學習動機與態度而言，如表12，學生普遍認為這些上課方式是一件有

趣的事，也樂意都配合教師在課堂上所進行的各項活動，並認為學習成績也有進

步。但在學生自身學習方面，就投入學習時間、上課專心度及是否用心思考所學

事務等方面有待加強。這應是送審人後續在課程內容規劃、課前教學目標說明及

活動進程引導，應再加強的重點事項。 

表12 學習動機與態度分析 

題號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學習動機與態度 

1 我覺得上課是一件有趣的事 4.61 0.549 

2 我會主動投入時間學習 3.90 0.734 

表11 學生中高階專業證照通過彙總表 

考試年月份 106/06 107/06 107/12 108/06 109/06 

報考人數 9 10 16 18 11 

通過人數 1 3 6 5 4 

通過率 11.11% 30% 37.5% 27.78%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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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上課時能專心 4.16 0.627 

4 我樂意參與老師要我們進行的活動 4.45 0.664 

5 我覺得我的學習成績有進步 4.29 0.632 

6 我覺得班上整體的學習成績有進步 4.22 0.692 

7 我對自己在這門課的學習能力有信心 4.29 0.579 

8 我會經常在上課時動腦筋思考 4.13 0.751 

 

(2)實務案例教學 

這部分的學習回饋都較正面，尤其是實務案例可以給學生提供多元思維及反

省批判的能力，也因此會運用可能的資源蒐集資訊尋找解決實務案例的問題，和

學習經驗形成一個有效的連結。唯在問題設計上可能需要更符合學生的學習進度、

能力或加強教師課堂主題單元課程內容規劃，如表13。 

表13 實務案例教學滿意度 

題號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實務案例/問題分析 

1 實務案例問題可提供我多元思維及反省
批判能力 

4.58 0.555 

2 實務案例問題可連結我的學習經驗 4.55 0.559 

3 實務案例問題可激發我的學習興趣 4.48 0.757 

4 實務案例問題符合我的能力程度 4.35 0.650 

5 實務案例問題有助於提升我的問題解決
能力 

4.39 0.549 

6 實務案例問題可提升我蒐集並使用各種
資訊的能力 

4.52 0.561 

 

(3)分組合作學習 

14表呈現分組合作學習滿意度部分，結果也展現融入分組合作學習教學設計

培育學生團隊合作素養的成效。學生普遍樂於和同學相互合作解決問題，討論問

題時就事論事，不會惡言相向，甚至人身攻擊，可以接納同學不同見解，也會彼

此分享所蒐集到的資訊，出現不同意見時，也能透過彼此協商，達成一致共識。

儘管如此，部分同學似乎還是不太敢表達自己意見，就此部分，可以強化分組討

論時，小組長帶領討論的功能，可以對小組長施予帶領討論的一些技巧。 

表14 分組合作學習學滿意度 

題號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分組合作學習與同儕互動 

1 我能專注參與小組的學習活動，不做其
他事 

4.39 0.605 

2 我能仔細聽取別人的發言 4.32 0.690 

3 我會敢於說出自己的意見 4.13 0.832 

4 我能接納同學不同意見 4.48 0.500 



40 
 

5 我很願意跟別人互助合作 4.52 0.666 

6 我樂於分享自己的想法或蒐集到的資料 4.45 0.498 

7 同學學習上遇到疑難時，我會幫助他解
決 

4.45 0.664 

8 自己學習上遇到疑難時，我會主動求助 4.42 0.661 

9 我經常感受到同學給我的支持或鼓勵 4.32 0.690 

10 
遇到爭議性問題時，我能就事論事，不
進行人身攻擊 

4.48 0.615 

11 
小組意見不同時，我能與同學協商，達
成共識 

4.48 0.561 

 

(4)業師協同教學 

規劃業師授課內容均配合課堂學習進度主題，所以學生認為業師授課符合課

程學習之需求，如表15。唯業師雖實務經驗豐富但畢竟不是以講授課程為主，所

以在講授技巧、掌握課堂學習氛圍和學生互動，就會有改善空間。可以經由課前

與業師討論授課內容、單元主題時，可就班級學習氛圍、學生學習狀況及背景向

業師詳加說明，以便業師掌握學生學習氛圍。 

表15 業師協同教學滿意度 

題號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業界專家（業師協同教學） 

1 業界專家重視教學互動，鼓勵學生發問
或表達意見 

4.45 0.559 

2 業界專家能掌握課堂內的教學氣氛，以
及留意學生聽講的反應 

4.26 0.670 

3 業界專家的專業、授課技巧、教學方式
與態度，讓我感到滿意 

4.42 0.610 

4 
業界專家之教授內容，符合本課程學習
之需求 

4.52 0.500 

5 比起一般課程的授課方式，業界專家協
同授課的實務內容更令我滿意 

4.16 0.723 

6 業界專家授課部分，有助於提升我的專
業技能應用於實務上 

4.39 0.605 

7 總體而言，由業界專家授課部份，對我
的實務學習有正面幫助 

4.39 0.748 

 

(5) 問題導向學習質性回饋 

就第一階段問題導向學習法質性心得部分，同學對於課程設計實施的回饋多

數為正面鼓勵性質。多數同學的回應均肯定業師教學，可以讓學生理論與實務結

合；經由小組合作共同解決問題，可以感受到團結力量大的真諦，跟同學們一起

完成同一份報告的成就感；以實務案例進行分析，可以更瞭解實務上的操作，再

透過業師的經驗分享，讓學生擁有更精準的答案，和業界真實情況緊密鏈結。本

學期部分授課受疫情影響改為線上授課，無法真實現場掌握學生學習情況，仍得

到學生正向回饋，頗令人欣慰。(問卷以無記名方式進行，故以編號依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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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問題導向學習教學法質性回饋 

編號 回饋心得 

1 
這堂課中，老師上課的態度非常的認真，無論是邀請業師、課程安排、
預計的產業見習及家商的教學，每件事都讓我覺得很有趣，很謝謝老師！ 

2 
老師與業師在準備課程上都非常用心，從中學到了很多實務相關經驗，
在考取產險證照時幫助真的很大！上課時老師教學態度認真而且氣氛活

絡，讓我們能更專注且享受學習氛圍。 

3 
我覺得老師的授課方式很有趣，也請業界講師來分享實務上的經驗，利

用實務的案例讓我們去找資料，不僅提升找資料能力，也從案例中學習
實務經驗，可以讓我們更了解課程內容。 

4 
業師參與上課的感覺還棒，小組能夠同心協力的一起完成業師給予的作
業，在這過程中有滿滿的收穫，不僅和同學可以互相交流，也可以吸收

更多的資訊。 

5 
邀請業師來為我們講解一些實務案例可以很好的提升我們對於社會真實
事件的敏感度，經過這個課程可以說是讓我們獲益良多！ 

6 
我覺得這種上課體驗很好，很感謝老師每次都用心安排我們的活動，業
師的實務經驗分享也很精彩，很謝謝老師的安排。 

7 
我認為透過老師先運用課程讓我們瞭解理論層面，再加入業師實務面的
講解，能夠讓我對於此課程有更全面的認識。 

8 
我覺得老師找業界老師來教我們是很成功的事情，我很喜歡這樣理論實
務結合的學習方式，希望老師以後可以再延續這樣的教學模式。 

10 
藉由我們先初步對案例進行分析，可以更瞭解實務上的操作 再透過業師
的經驗分享，讓我們擁有更精準的答案，兩層次的學習讓我對案例有更

深入的了解。 

11 
由業界的老師給予我們實務面的知識，我認為比單就課本的內容來的有

趣且印象更深刻。 

12 
用案例的方式來做討論 ，蠻可以把上課學學到的東西帶到案例上去做思
考，很不錯。 

13 
非常喜歡業師運用實務的角度來分析案例，且業師也透過小遊戲的活動
方式增加知識的印象，我覺得比起單純上課更能有效幫助記憶。 

14 
謝謝老師這學期的教導，辛苦了！關於請業師來上課，我認為是增加了
上課的多元性，很感謝老師為了我們同學這麼認真的準備。因為上學期

上過您的課，所以很期待今年的課程，老師一樣是很幽默且專業，常常
在不知不覺中收穫了很多專業內容，我覺得老師您真的是一位很用心教

學、很為同學著想的好老師，很榮幸能夠上瑞益老師的課，謝謝您！辛
苦了！期待未來能夠在上到老師的課！ 

15 
在之前很少有這樣的教學方式，我個人認為很別具一格也很與眾不同，
透過不一樣的方式學習我認為對我頗有成效，也因為更加主動的去找尋

資料，因此對於內容也會格外印象深刻，也能夠通過這樣的上課方式了
解到原來真正實務上的是如何進行的。 

在分組的過程中也很愉悅自在，也能在分工合作中感到團結力量大的真
諦，跟同學們一起完成同一份報告的成就感，雖然並不是組內所有人的

意見都能夠採納或者接受，但經由這樣的合作過程或者溝通也能夠更加
磨合彼此的默契，謝謝老師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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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非常感謝老師這學期的教導，感謝您總是付出許多心力備課授課，對同

學們的關心及用心真的都感受得到！上您的課很開心，辛苦您了！感謝
業師替我們講解實務課程，分組討論實際案件使我們活用課堂上學習到

的相關知識，向同學們報告發表能使自己的思路和口條更加清晰，我覺
得是非常棒的經驗！ 

17 
業師於課程中跟我們分享的實務經驗都讓我覺得比起課程內容更容易加
深印象！如果可以的話希望能聽更多或是實作更多實務案例。 

18 
老師人非常好，並且細心教導我們，不像其他課程一樣只單用 PPT 上課，
瑞益老師每次都在黑板上寫下重點，不會講得太快，會盡力用簡單的方

式讓我們理解，也邀請了業師為我們分享實務案例，非常謝謝老師的用
心，辛苦了！ 

19 
我覺得關於請業界人士來幫我們上實務課程非常棒，能夠提供許多在學
科上沒辦法學到的處理及思考方式，也謝謝老師平時上課也會提及很多

實務上的事，讓我們學到非常多知識！ 

20 
透過業師讓我更知道保險行業的運作方式，更清楚自己的目標，也非常

感謝業師提出相關時事議題讓我們能夠將所學的知識與時事結合。 

21 
業師上課及實務案例報告讓我和一般課程有了不同的收穫，也能聽到不
同同學的見解，覺得非常有趣！ 

22 
老師上課除了認真教學課本內容外，也會分享實務經驗，所以我覺得老
師的教學很棒，而除了老師所分享的實務經驗，還邀請了業界老師來指

導我們，我很喜歡！ 

 

(6) 問題導向學習--課程實錄 

  

業師上課剪影 同學實務案例報告剪影(一)  

  

同學實務案例報告剪影(二) 頒獎--獎勵實務案例報告優異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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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體驗式學習—第二階段學習評估 

在108、109學年第2學期原本規劃配合內涵服務學活動的進行，到鄰近學校、

社區，如台中家商進行體驗式學習教學，但因受疫情影響都取消體驗教學行程。

不過學期末還是請同學以將近一學期時間辛苦準備的教材，實施模擬體驗式教學。

期末也針對這部分進行學習心得滿意度評估及意見收集，如表17。另外展示105

學年第二學期到台中家商進行體驗式學習教學活動部分成果，如附件六。 

 

(1)體驗學習--學習評估 

整體而言，體驗學習教學方式成效，學生皆能接受，如表17。31位學生問卷

結果顯示體驗學習有助於提升學生對產險業界的了解，對實務學習有正面幫助，

教學符合學生的期望，因而對課程的教學成效感到滿意。 

表17 體驗學習教學滿意度 

 題項 平均數 標準差 

設計 

1 教學內容引起您的興趣 4.39 0.605 

2 課程富有趣味 4.48 0.561 

3 課程內容多元，含業師案例分享、參訪、教學等 4.61 0.549 

4 課程內容豐富，含講義、投影片、圖片等 4.45 0.614 

體驗 

1 課程含實作使我有實際規劃操作的經驗感受 4.52 0.561 

2 課程教授與實作有助於提升我的專業技能應用於
實務上 

4.52 0.561 

3 體驗學習授課部份，有助於提升我對產險業界的
了解 

4.58 0.493 

4 體驗學習可以讓我學習教學方法與授課技巧 4.48 0.561 

反思與回饋 

1 本課程對我的實務學習有正面幫助 4.61 0.549 

2 本課程的分組報告讓我學習及增進與成員的溝通
表達能力 

4.42 0.708 

3 本課程的分組報告參與過程中，我能積極投入參
與並提供意見 

4.48 0.561 

評量 

1 本課程評量方式符合教學目標 4.58 0.555 

2 本課程成績評量方式清楚說明 4.48 0.615 

3 本課程評量項目多元化，包含學習態度、出席狀
況、專業能力、報告撰寫、表達能力 

4.68 0.532 

滿意度 

1 整體而言，我對本課程的投入程度高 4.45 0.559 

2 整體而言，本課程的教學符合我的期望 4.58 0.493 

3 整體而言，我對本課程的教學成效感到滿意 4.55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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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體驗式學習質性回饋 

原本預計今年110年5月27日前往台中家商進行體驗式教學，為受疫情影響，

仍請同學依原先規劃就選定的授課程內容，進行線上體驗式學習授課。表18結果

顯示多數質性回饋心得肯定體驗式學習的學習成效。 

表18 體驗式學習教學法質性回饋 

編號 回饋心得 

1 
真的非常感謝瑞益老師如此用心的讓我們使用「體驗式學習」，這種學習
方式有別於以往老師在台上講的口沫橫飛，而學生在台下昏昏欲睡的傳

統教學方式，且能夠更全面性與完整性的學習。 

2 
準備教導家商同學的報告時，需要先思考他們目前可能有接觸過的保險
以及對保險的大致觀念，除了構想如何表達可以讓他們聽得懂，準備過

程中更可以讓我們把上課學的內容使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出來，非常不錯
的體驗。 

3 
藉由產險課程的修習，除讓我認識不同的專業領域，也讓我藉由體驗式
學習擁有教導別人的能力，使我對上課內容更加了解，增加未來的競爭

力。 

4 
體驗式學習的課程可以讓我們用跟以往傳統不同的教學來更加深入的學

習相關內容，有助於更加深記憶。 

5 
老師很認真思考如何把自身所學讓同學吸收學習，而利用體驗式學習這

種創新的教學方式，更可以引起學生學習的意願。 

6 
本來為了考試而硬背的重點真的好難記住，但在準備教別人的過程中針

對要教的內容做準備，我現在記得了！電梯本來不是公共意外險，而是
要透過附加保險的方式附加電梯，是這樣吧！太好了我還記得。 

7 
在這個課程下，能使我們有小組合作的機會，也能促進自己從案例分析
去了解保險實務運用之處。 

8 
參訪的體驗是非常有趣的！從來沒想過還有這種學習方式，能夠給予我

相當正向的幫助！ 

9 
比起以前許多老師一直在課堂上上著課本內容，「體驗式學習」讓我覺得

上課很好玩很棒，能體會老師對於「備課」真的很用心準備，謝謝老師，
未來還想再上你的課。 

10 
希望老師以後還可以再繼續這樣的教學內容，比起考試這樣學習比較開
心，感覺也能將上課的東西學的更熟。 

11 
謝謝老師用心安排所有課程，讓我們使用不同於傳統的方式學習，雖然
不是每堂課都能這樣，但希望未來可以繼續有這樣的活動。 

12 
課程安排超好的，本來上課都想睡覺的我，教別人時為了讓他們能夠理
解，真的全神貫注傾盡全力的在講解，謝謝老師的安排與教導！老師辛

苦了！ 

13 
解析與分享案例時，除了老師上課的內容，我們也透過上網找尋相關資

料，過程中更可以了解實務上的操作。 

14 
這種可以教別人然後跟別人互動的學習方式，真的比較活潑也比較好玩，
希望老師可以多一些類似的活動。 

15 
在準備教導別人之前蒐集資料，感覺常常東漏西漏，別人一問問題可能
就考倒我，而將問題詢問瑞益老師之後，老師都很樂於為我們解答，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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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老師教學優良而且與我們學生也都有良好的互動，希望未來可以有機

會繼續上老師的課。 

16 
除了老師單純上課外，老師也讓我們實施一種新型的「體驗式教學」，蠻

喜歡這種多元的上課方式。 

17 
去家商給其他人上課，雖然沒辦法像以前一樣坐在座位上聽老師講就好，

而是要換我們講，雖然比較累，但是真的感覺腦袋有在思考，希望以後
還有這種活動時可以繼續參加。 

18 
比起背課本跟畫重點，更喜歡這樣可以一起團隊合作一起互動的上課方
式。 

19 
透過先讓我們學習，然後學完之後再去教別人，不僅我們自己可以融會
貫通，也可以向他人傳達保險真正的運作，而不是單純就是賣保險，這

個活動真的很棒，希望未來可以持續。 
 

(3)體驗學習--課程實錄(以105學年度第2學台中家商為教學場域，109學年度第2

學期採線上實施，可詳見教學歷程檔案教學錄影檔案-課程二) 

 

1.6 整體教學設計學習成效量表 

教學設計著重學生自我學習能力暨實踐應用力的養成，為瞭解學生對實務課

  
體驗學習教學(一) 體驗學習教學(二) 

  

有獎徵答活動 課後校門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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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導入問題導向學習、分組實務案例教學法暨體驗式學習法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分

析，建構配合金融科技素養的「吸收能力」、「創新能力」及「創造能力」學習成

效量測指標。在課程實施進程期初、期末進行施測，藉以瞭解在多元教學方法融

入課程教學前、後學生學習成效的差異。 

在最近兩學期教學設計學習成效施測結果，以簡易 T 檢定結果(如表19)顯示

教學方法實施後，在吸收能力、創新能力及創造思考力均呈現有較佳結果。 

表 19 學習成效前後測敘述性統計 

衡量項目 
前測 

 

後測 

 

T-檢定 
N 平均數 標準差 N 平均數 標準差 

吸收能力 34 5.31 0.65 32 5.42 0.93 0.568 

知識基礎 34 4.96 0.81 32 5.20 1.05 1.077 

知識獲取 34 5.20 0.71 32 5.29 0.88 0.476 

知識內化 34 5.05 0.80 32 5.38 0.77 1.689* 

知識轉化 34 4.93 0.84 32 5.30 0.78 1.862* 

知識利用 34 4.93 0.78 32 5.49 0.67 3.112*** 

創新能力 34 5.20 0.64 32 5.78 1.02 2.752*** 

科技倫理 34 6.01 0.87 32 6.16 0.79 0.730 

科技認知 34 5.92 0.79 32 6.09 0.78 0.911 

科技整合 34 5.39 1.00 32 5.76 0.91 1.560 

科技評估 34 5.40 0.88 32 5.68 0.89 1.256 

創造力素養 34 5.07 0.76 32 5.51 0.58 2.641*** 

滿意度 34 6.28 0.95 32 6.47 0.66 0.947 

***表示達 1%顯著水準；**表示達 5%顯著水準；*表示達 10%顯著水準 

 

1.7 教學設計學生學習作品 

為完整呈現學習歷程，此技術報告亦呈現第一階段財產保險實務案例教學

過程中，部分學生針對案例所做的分析報告。另外也呈現第二階段意外保險體

驗式學習部分教材，如附件七。 

 

(二) 教師研發成果 

2.1 教學研發成果 

送審人自加入技職教育服務以來，即本孕育保險業專業實用人才為教學初衷，

並致力於執行、申請政府相關計畫，冀能提升教學品質，縮短學生學用落差，厚

植學生就業競爭力。 

教育部自107學年為落實教學創新，強化學校培育人才，提升教學品質，促

進學生學習成效，推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鼓勵教師以教育現場或文獻資料提出

問題，透過課程設計、教法教材、引入教具、科技媒體運用等方式，並採取適當

研究方法及評量工具檢驗成效。送審人即以實際運用於保險實務課程之多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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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申請計畫補助，根據計畫精神，增加一些衡量指標，以驗證教學方法的有效

性，及學生學習成效。很幸運送審人已連續4年獲得教育部此項計畫補助，計畫

結果也顯示，多元教學方法確實能增進學生學習成效，改善教學效能。107學年

度計畫執行成果已編修投稿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商學院「當代商管論叢」期刊教學

實踐研究特刊。茲將歷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與送審人運用之教學方法對照列於表

20供參。 

表20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一覽表 

學年度 計畫名稱 課程名稱 教學方法 主要成果 

107 

再論討論教學

法之行動研究
-以保險專業

證照課程為例 

(PBM107009) 

保險專門職

業人員證照
輔導 

分組合作學習 1.自編講義教材 

2.成果分析報告 

3.報考核保理賠

中高階證照 

108 

應用「問題導
向學習」於「財

產保險」課程
之效果 

(PBM1080328) 

財產保險 1. 問 題 導 向 學 習
(PBL) 

2.實務案例 

3.分組合作學習 

4.雙師教學 

1.實務案例教材 

2.吸收能力、創新

能力衡量指標 

3.成果分析報告 

4.教學實務經驗
分享 

109 

問題導向學習

融入保險實務
課程設計對學

生創新能力之
影響 

(PBM1090718) 

意外保險 1. 問 題 導 向 學 習

(PBL) 

2.實務案例分組合作

學習 

3.雙師教學 

4.業界參訪/實務講座 

1.實務案例教材 

2.吸收能力、創新
能力、科技素養

及創造力等學
習衡量指標 

3.成果分析報告 

4.教學實務分享 

110 

應用 PBL 問題
導向與體驗式

學習法培養學
生統合能力 -

以保險實務課
程為例 

(PBM1101263) 

財產保險 

意外保險 

1. 問 題 導 向 學 習
(PBL) 

2.實務案例分組合作
學習 

3.雙師教學 

4.業界參訪/實務講座 

5.體驗式學習 

1.實務案例教材 

2.學習衡量指標 

3.成果分析報告 

4.教學實務分享 

5.學生自編講義/

教材 

 
2.2 精進實務教學效能 

教師須不斷提升自我教學效能，才可以強化教學內容，這方面教師多方參加

提升自我教學能力的活動，如教學增能研習、產學合作計畫及教師成長社群等。

其相關資料如表3、表6教學實務增能活動明細表，相關證明資料如附件四。 

 

2.3 體驗學習教學成果 

送審人每學年皆會選擇適當課程主題，配合申請校方補助的「內涵服務學習」

課程活動，進行體驗式學習。帶領學生將課堂上運用多元學習法所學習得到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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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經由同學自身與同儕之間的相互觀摩、砥礪，將所學內容吸收、消化後，能

以完整內容呈現給社區高中、小學，進行諸如強制汽車責任險、風險管理基本理

念及金融保險理財教育推廣活動，除活化運用、教導他人並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亦能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近6年規劃執行的「內涵服務學習」活動明細如表21，

證明如附件八。 

表21 近6年「內涵服務學習」課程 

期  程 課程名稱 服務單位 活動內容 

105學年第2學期 
財產保險/

意外保險 
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財產保險教育宣導 

106學年第2學期 財產保險 
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小 

臺中市田心社區發展協會 

金融保險理財教育
推廣活動 

107學年第1學期 
風險管理
概論 

臺中市麥之鄉產業發展協會 
風險管理 防災觀念
宣導活動 

107學年第2學期 
財產保險/

意外保險 
臺中市田心社區發展協會 

金融保險理財教育
推廣活動 

108學年第1學期 
風險管理
概論 

臺中市田心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和龍愛心關懷協會 

風險管理 防災觀念
宣導活動 

109學年第1學期 
風險管理
概論 

臺中市三厝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中台社區發展協會 

風險管理 防災觀念
宣導活動 

 註：原排定108第2學期、109學年第2學期「內涵服務學習」體驗式學習皆因受疫情影響取消。 

 

2.4 教學評量 

運用多元教學法於兩門保險實務課程，在教學成效普遍獲得學生的肯定之下，

相對教師教學評量亦受到肯定。如附件一。 

 

2.5 教學績優 

在臺中科技大學任教期間，各項教學項目綜合評比，於105、106及107學年

度連續三個學年獲得學校「教學績優教師」獎項的肯定。另根據學校「教學績優

教師獎勵要點」中規定獲得「教學績優教師」累計達三次者，另行頒發「教學傑

出獎」，以茲表揚，但不得再推薦「教學績優教師」。因此也於107學度同時獲得

教學傑出獎。相關證明文件如附件三。 

 

2.6 教學教材/案例 

2.6.1 建立學生學習評量指標 

為瞭解學生對保險實務課程導入問題導向學習、分組實務案例教學法暨體驗

式學習法等多元教學法對學生學習成效的影響，彙整過去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

並經專家、學者確立、歸納出量測學生配合金融科技素養的「吸收能力」、「創新

能力」及「創造能力」等學習成效相關評量指標，可提供後繼教師進行相關研究

時使用。相關量測指標如附件五。  

 

2.6.2 授課講義 

送審人為輔導學生參加中高階保險專業證照考試，參考坊間教科書，配合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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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各種考試內容及趨勢，彙整編制講義，作為上課教材，做為學生準備考試主要

工具用書。另行整理歷屆試題，上傳學校「智慧大師」教學平台，供學生進行練

習，以孰悉專業證照考試題型及解答技巧。自編講義教材部分章節如附件九。 

 

2.6.3 教學實務案例 

在兩個學期、具連貫性但性質不盡相同的兩門保險實務課程實施前，送審

人和業界教師針對不同性質保險實務課程、不同單元主題內容，協議、商定、

編制實務案例教材，可以提供校內老師在相關類似課程，或運用類似教學方法

的參考資料。 

 

2.7 教學成果分享 

藉由各種不同時機與場合向相關人士發表與交流個人運用多元教學方法在

教學的發現與心得，分享場次如表22所列。證明文件如附件十。 

 

表22 教學成果分享活動 

分享日期 活動名稱 分享主題 分享對象 主辨單位 

108/06/13 

百年校慶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成果發表
會分享 

再論討論教學
法之行動研究-

以保險專業證
照課程為例 

臺中科技大
學全體師生 

臺中科技大學 

109/09/13 
107年商業及管理學
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再論討論教學
法之行動研究-

以保險專業證
照課程為例 

計 畫 執 行
人、教學研
究計畫相關
社會人士 

教育部、國立
台北商業科技
大學 

109/01/08 

107 學年度教學績
優教師頒獎典禮暨
教學經驗分享 

教學經驗分享 
臺中科技大
學全體教師 

臺中科技大學 

109/06/10 

臺中科技大學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成果
發表會 

應用問題導向
學習於財產保
險課程之效果 

臺中科技大
學全體師生 

臺中科技大學 

109/08/23 
108年商業及管理學
門計畫成果交流會 

應用問題導向
學習於財產保
險課程之效果 

計 畫 執 行
人、教學研
究計畫相關
社會人士 

教育部、國立

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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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創新及貢獻 

送審人教學實務之創新與貢獻共分為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參與教學相關服務

工作、推廣保險教育理念相關服務工作、提供完整保險實務教學案例教材及對商

管教學新思維等四個面向論述。最後在這章節送審人觀察整體教學過程，亦做一

番省思、檢討與改進。 

 

(一) 創新及貢獻 

1.1 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課程融入問題導向學習(PBL)與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方式於課程活動中，透過

實務案例的討論與實際問題的解決過程，並經由雙師教學協助學生獲得基本保險

理論知識與實務知能，及培養學生問題解決能力、團隊合作素養，同時也強化學

生吸收能力、創新思維及創造能力。此外更在保險實務課程領域，採用創新的體

驗式學習法，將上述方法學到的實務知能內化、反思、吸收後，立即能應運日常

生活或教導他人，選擇適合場域，讓學生就課堂學到的知能向他人傳授，充分運

用課堂所學得保險理論與實務知識，達到學用合一目標。再次呈現送審人於保險

實務課程教學過程中所發展的創新教學模式。 

 

 

 

 

 

 

 

 

 

 

 

 

第一階段教學設計模式-問題導向學習架構 

 

 

 

 

 

 

 

 

 

 

 

 

                           

第二階段教學設計模式-體驗學習循環 

問題導向學習

業師協同 

教學 

實務案例討

論分享 
分組討論

(合作學習) 

親身體驗

觀察反思

演繹總結

實踐運用 體驗學習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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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積極參與教學相關服務工作 

送審人除平日學校教學、服務、行政工作之餘，亦利用各種機會參與校外與

教學領域相關服務工作，擇要列表如後： 

 

時間 服務組織 職稱/稱謂 服務工作內容 

104.07-110.07 新光金控 駐會教授 大專青年暑期金融成長營 

102.07-110.03 國泰金控 委員 認證理財規劃顧問(CFP)課

程推動 

105.02-109.02 國立台灣美術館 諮詢委員 館藏品保險承保範圍、條款、

費率規劃、諮詢 

107.02-110.05 教育部國民教育
與學前教育署--學

生職場體驗及業
界實習計畫 

審查/諮詢

委員 

提供計劃建議、協助檢視是
否符合政策執行方向 

108.05-108.12 中民國風險管理
學會 

委員 風險管理師試務 

106.07-107.03 臺中科技大學 --

106年技專校院教

學創新先導計畫 

課程規劃執
行 

社群顧客關係管理課程 

106.03-106.05 南投家扶中心 講師 保險理財規劃活動 

106.06.23 臺中科技大學商

學院 

協助籌畫活

動/主持 

2017新創實務論壇 

105.05- 臺中科技大學 --

105學年度勞動部

就業學程 

教師 擔任顧客關係管理實務課程
講師 

104.08-105.07 教育部國民教育

與學前教育署 

輔導訪視委

員 

高級中等學校精進優質計畫

執行成果訪視 

104.11-104.12 亞東技術學院 審稿委員 亞東學報第35期審稿委員 

 

1.3 推廣保險教育理念相關服務工作 

送審人每學年皆會選擇適當課程主題，配合校方實施「內涵服務學習」課程

活動，進行體驗式學習。帶領學生將課堂上運用多元學習法所學習得到的知識，

經由同學自身與同儕之間的相互觀摩、砥礪，將所學內容吸收、消化後，能以完

整內容呈現給社區高中、小學，進行諸如強制汽車責任險、風險管理基本理念、

防災觀念及金融保險理財教育推廣活動，可以活化運用學生課堂所學知識，並能

教導他人且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亦能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近5年規劃執行的「內

涵服務學習」活動明細如表21。 

 

1.4 提供完整保險實務教學案例教材 

送審人與業師的合作授課過程中，針對不同單元主題所設計之各式實務案例，

經彙整後可提供做為後續課程中使用之教材與實務案例，更可提供校內或校外相

關系所、教師運用於保險相關理論或實務課程，探討運用各種教學方法介入課程

教學的參考教材。另藉由課程實施過程，建構學生吸收能力、創新能力、科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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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及創造能力量表，也提供未來有意進行探討創新意圖之學生或一般民眾重要評

量參考工具。 

 

(二) 觀察與省思 

2.1 帶得走的能力-商管教育省思 

商管領域教育和理工學門教育最大差異，即在於理工學門教育所要解決或是

探討的問題具有系統化、結構性質，其所運用的知識理論和實際應用產生的效果

較為一致。相反的，商管教育係屬於人文社會科學一環，所欲解決和探討的問題，

常涉及較複雜且具多變化性的社會人文現象，在知識理論運用上常面臨不確定性，

很難和實際應用於現實社會的效果達成一致性，即產生所謂學用落差的問題。司

徒達賢(2004)即表示隨著知識與社會快速變化，學用落差現象將會越來越明顯。

因此，該研究也指出商管教育課程內容必須著重理論與實務的連結，課程設計應

該培育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溝通表達能力及團隊合作的精神。 

送審人課程設計理念即為「行動研究」理念教學法，課程實施採用「問題導

向」學習法為根基，融入業師實務案例、分組合作學習教學法培育學生以小組方

式就實務案例進行意見溝通、剖析問題、解決問題，團隊合作得出一致性看法與

結論。然後在體驗式學習方式，經由前述親身體驗、觀察反思後，消化、吸收並

將學習到的知識內化，並運用於日常生活，形成自有一套問題分析、解決能力與

實踐運用決策模式。換言之，課程設計理念即為行動研究教學，以保險基本理論

與應用為主軸的專業保險實務課程，不僅在「問題導向」學習架構下，提供學生

做中學、解決問題及團隊合作的機會，更藉由「內涵服務學習」體驗式學習活動

具體實踐和反思活動中，更可協助學生迎合環境變遷，建構知識內化模式，進而

提升專業知能及應用能力，而這些「帶得走的能力」是學生具備符合保險科技時

代環境需求的能力。 

 

2.2 教學方法省思 

送審人授課對象為專科部學生，就其接觸的教學方式大多為傳統講述法、以

板書、投影片等方式所呈現教學模式，對引用多元教學方法，因不熟悉或因須自

行準備功課材料、內容，所需花費時間是傳統教學法的數倍，故而，部分同學對

多元教學方法接受度就不高；若再加上業界專家闡述實務案例經驗實，若其講授

方式流於專業的匠氣，種種情況反映在學生給的學期教學評量就沒有很滿意。這

結果讓送審人省思在執行多元教學方法的同時，是否忽略部分同學對學習方法的

接受程度；在問題導向學習法下，要主動事先預習、討論、得到團隊共識與結論，

在這過程中，少數同學或許因個性、時間等因素影響並無法充分參與小組活動學

習興趣受到影響；更有可能因無法面對陌生群眾，所以在體驗學習方式下，就頓

然不知所措，在在影響到學習成效。 

面對此一情況，送審人自我省思觀察、學生成效與質性量化回饋意見內容，

再徵詢部分師長們意見，針對教學活動進行反思與解構，針對教學的缺失進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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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並提出改善因應策略。以下各點是送審人在往後繼續實施多元教學法，須

持續精進、改善部分。 

2.2.1 時間管理 

送審人於108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接任本校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長乙職，協

助學校推廣產學合作、專利申請案及技術移轉等工作，對初次接任此業務，花費

不少時間、精神於孰悉工作內容，致使影響教學工作，這也反映在個人學期教學

評量結果，後因業務漸上軌道，情形也獲得改善。這也給送審人一個反省機會，

在教學過程中，難免會遇到突發狀況，應善於規劃時間分配與運用，否則就應當

斷然取捨。 

 

2.2.2 教學/學習方式溝通 

送審人雖於每學期第一週上課時，均會告知學生課程將採用的教學模式。結

果顯示與學生之間的溝通仍須加強，少數學生對問題導向學習、體驗式學習方法

並不熟悉，導致部分同學依然以傳統講述法、較被動的心態參與課程學習，課堂

參與度較低。未來應呈現更多學習方法的相關資訊，如問題導向學習提升問題解

決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及體驗學習著重運用功能等目標，凝聚學習共識。 

 

2.2.3 實務教學業師遴聘 

業師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能，具備有成熟的專業能力和豐富經驗，執行業師協

同教學方法，確實可以有效達到促進教師實務教學能力、增進學生瞭解產業界實

務及未來趨勢的發展。然在實務案例課程實施期間，送審人深刻體會業師在課程

內容講授方式及對班級氣氛經營手法，對學生學習成效確實有一定程度影響。為

克服這問題，找到合適業界專家，或可經由送審人以前業界人脈推薦具授課經驗

合適人選；或可徵詢執行過相同領域課程教師推薦業師人選，建立保險實務各個

主題合適的業師人才庫。 

 

2.2.4 分組方式 

分組合作學習是一種有系統、有結構的教學方法，其進行的方式是把學生分

配在同一小組中學習，小組成員彼此間相互協助、共同合作、共同學習，培養團

隊合作默契。然在分組時，若教師不介入分組方式，要學生自己找組員，往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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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合」的同學往往會分在同一組，如此「同質分組」就無法達到「異質分組」

讓能力高的學生指導能力較差的學生，或讓較有經驗的學生協助沒有經驗的學生

進行學習的效果。 

教師應依學生過往學習情況適當訂定分組方式，依學習能力高、低程度、性

別等因素混合編組，組內能力各有所長的同學，可以截長補短；性別不同，也可

以學習如何尊重異性，包容他人。彼此合作學習，增進彼此之間的互動、理解和

友誼，對於未來職場中面對的人際關係和團隊合作任務，應該也比較容易勝任。

另外據送審人觀察，分組的組長須帶領組員討論、掌握學習進度，對分組合作學

習是否有成效，居關鍵角色。所以實施分組教學前，應對各組長告知活動實施目

的及施予基本的領導討論的技能，或可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2.2.5 運用於不同學制 

因送審人授課對象是五專部學生，根據歷年統計資顯示，本系畢業生有高達

95%以上的學生會選擇二技、插班大學等升學管道繼續完成學士學位，對畢業即

就業的問題較無急迫性。因此與業界緊密連結的課程教學設計方法，對畢業即將

面臨就業的大學部學生，尤其是高年級學生是否會有不同結果，個人認為是值得

繼續探究的議題。 

 

(三) 結語 

此份教學實務研究技術報告係送審人累積近15年產物保險業實務經驗，再歷

經近19年保險實務教學場域所得到的一些心得匯整，然囿於個人淺薄文學造詣，

無法以華麗詞彙表達意念，但情真意切，皆是個人經驗的堆疊而成，也可算是送

審人歷年教學歷程回顧。若其中部分心得有助於後續教育工作同好者，是唯所幸。 

 

任職以來，感謝實務界、教育界同仁、長官、同學及所有工作夥伴的協助與

砥礪，衷心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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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教學評量紀錄與佐證 

 

 
 

       學制別 

學年度 

個人任教 

課程平均數 

保金科 

整體平均數 

商學院全部
學制平均數 

全校日間部
平均數 

109 學年第 2 學期 4.52 4.32 4.48 4.50 

109 學年第 1 學期 4.48 4.20 4.49 4.50 

108 學年第 2 學期 4.36 4.26 4.43 4.46 

108 學年第 1 學期 4.57 4.27 4.49 4.50 

107 學年第 2 學期 4.52 4.24 4.42 4.45 

107 學年第 1 學期 4.78 4.28 4.47 4.50 

106 學年第 2 學期 4.74 4.20 4.36 4.42 

106 學年第 1 學期 4.65 4.32 4.44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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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研究著作暨計畫列表 

 

類 別 研究學術性著作 

期 

刊 

論 

文 

Chang, J.I, Y. L. Chen and G. Y. Lin (2021).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borrowing cos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Advances in management and Applied Economics, 

11(5), 51-72. (第一作者) (ABI、EonLit) 

劉議謙、紀珮涵、張瑞益*(2020)。臺灣實施強制性農業保險可行性之

研究－以水稻險為例。農業經濟叢刊，第 26 卷第 2 期，頁 51-92。

(EconLit)( *通訊作者) 

陳冠志、張瑞益*、李七 (2020)。中國財產保險業多元化經營與財務

績效之非線性關聯分析。中山管理評論，第 28 卷第 3 期，頁 507-

545。(TSSCI)( *通訊作者) 

Chang, J.I and Chen-Ying Lee (2020). The effect of service innovation on 

customer behavioral intention in the Taiwanese insurance sector: the role 

of word of mouth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Asia 

Business Studies, 14(3), 341-360. (ABI) 

鄭鎮樑、范姜肱、江麗智、張邦茹、張瑞益(2018)。P2P 保險之探討。

核保學報，第 25 卷，頁 209-232。 

林泓福、張瑞益、王財驛(2017)。保險物聯網、InsurTech新趨勢之探

討-以我國產險業UBI保險為例。當代商管論叢，第2卷第1期，頁24-

37。 

張瑞益、李珍穎(2016)。企業社會責任對顧客購買意願之影響-品牌形

象及關係品質之中介效果。壽險管理，第 30 期，頁 119-151。 

陳彩稚、張瑞益(2011)。公司治理:董監事責任與董事會結構。管理評

論(TSSCI)，第 30 卷第 3 期，頁 1-23。 

張瑞益、李珍穎(2011)。巨災債劵暨巨災衍生性商品發展現況與趨勢

。中華科技大學學報，45期，頁127-150。 

張瑞益、胡惟喻、吳崇仁(2010)。Directors’ and Officers’ Liability 

Insurance Overview and Trend。中華科技大學學報，45期，頁157-172 

 

 

 

 

 

 

 

張瑞益、李珍穎、王宣雅，2020.12。經理人過度自信對企業盈餘管理

之影響暨探討多重調節效果。2020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國際研討會暨

年會。台灣、台中。 

張瑞益、簡呈祐，2020.05。治理結構對企業社會責任揭露之影響以董

監事責任保險為調節效果。2020企業競爭力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新竹。 

朱鴻裕、張瑞益，2020.05。科技服務創新對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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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討 

會 

論 

文 

以產險公司車險為例。2020保險金融管理學術暨產學合作研討會。台

灣、台中。 

王宣雅、張瑞益，2020.05。經理人過度自信對企業盈餘管理之影響-

以董監事暨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為調節效果。2020保險金融管理學術暨

產學合作研討會。台灣、台中。 

張瑞益、李珍穎、林耿裕，2019.12。實質盈餘管理與借款成本之探討

-以董監事責任保險為調節變項。2019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

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台北。(2019/12)。 

林耿裕、張瑞益、張孟樺，2019.05。探討實質盈餘管理及董監事責任

保險對借款成本之影響，2019保險金融管理學術暨產學合作研討會。

台灣、台中。 

劉議謙，紀珮涵，張瑞益，2018.12.08。臺灣農業保險強制性之研究

－以水稻險為例。2018年臺灣農村經濟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

。 

劉議謙，紀珮涵，張瑞益，2018.12.01。臺灣農業保險強制性之研究

－以水稻險為例。2018年台灣風險與保險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 

林泓福、張瑞益、王財驛，2017.11。InsurTech應用與保險業物聯網雲

端科技導入之探討-之消費者對UBI保險認知為例。第五屆海峽兩岸

管理教育發展論壇暨2017第十二屆中華商管科技學會年會及學術研

討會，台灣雲林。 

王財驛、張瑞益、林泓福，2017.05。物聯網、InsurTech新趨勢之探討

-以我國UBI汽車保險為例。朝陽科技大學2017保險金融管理學術暨

產學合作研討會，台灣臺中。 

陳彩稚、張瑞益 , 2015.08.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isk-Taking 

Strategies with D&O Liability Insurance Protection. 2015 World Risk and 

Insurance Economics Congress (WRIEC) (國科會補助), Munich. 

 

 

研究計

畫 ( 非

產學計

畫)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職務 期間 

問題導向學習融入保險實務

課程設計對學生創新能力之

影響   

教育部 主持人 109.08-

110.07 

應用「問題導向學習」於「財

產保險」課程之效果 

教育部 主持人 108.08-

109.07 

再論討論教學法之行動研究

-以保險專業證照課程為例 

教育部 主持人 10.7.08-

108.07 

106 年技專校院教學創新先

導計畫-社群顧客關係管理 

教育部 計畫執行 106.07-

1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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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

理就業學程計畫-數位金融

人才培育計畫 

勞動部勞動力

發展署中彰投

分署 

共同 

主持人 

 

105.07-

106.08 

教學增能計畫(原主軸二計

畫)-保金系 
計畫執行 教育部 

106.01-

106.12 

106 年度學術研究計畫 臺中科技大學 主持人 106.01-

106.11 

105 年度內學術培育研究計

畫 

臺中科技大學 主持人 105.01-

1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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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教學類榮譽與獎狀 

  

105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奨 106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奨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奨 107 學年度教學傑出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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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教學類實務增能活動證明(教師成長社群暨書面研習證書) 

  

107 學年度特色躍升計畫—智慧金融應用

可行性探討 

107 學年度特色躍升計畫—會資系教師成

長社群 

 
 

107 學年度特色躍升計畫—提升教師產學

與研究能量社群 

108學年度特色躍升計畫—金融科技力研

習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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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特色躍升計畫—會資系教師成

長社群 

108學年度特色躍升計畫—智慧商業應用

與智慧健康照護研究社群 

  

109 學年度特色躍升計畫—金融科技力研

習社群 

 109 學年度特色躍升計畫—智慧商業應用

與智慧健康照護研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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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特色躍升計畫—師生共學拔尖

亮點研究室 
105/02/18 內涵服務學習課程研習 

  

105/03/22 多元教學評量設計與實務講座 105/04/20 第一次看財經新聞就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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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10 第一次看財經新聞就上手

（二） 

 105/07/06 跨境電子商務運籌深度實務 

研習營 

  

105/7/13/14 財經專業知能研習 
105/09/01 105 年服務學習師資培訓 

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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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9/05 2016 年度金融科技創新教師 

研習營 

106/01/13 服務學習師資培訓講座－ 

反思技巧的帶領 

  

106/06/14 帶著走的學習－互動式教學 106/06/21 學術倫理與智慧財產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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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5 金融科技與區塊鏈-邁向數位 

金融新世界 
106/10/13 數位教材自製 Course Master  

 
 

108/05/22 大數據介紹與應用 108/10/1 高教技職課程微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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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 數位理財投資 109/05/22 金融職涯環境及金融證照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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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類實務增能活動證明(系統登載證明) 

106 學年度 

中文 

姓名 

訓練進

修機構 
名稱程度 起始日 終迄日 

訓練

總數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講座)與 AI共舞--金融科技

(Fintech)大未來 
1070523 1070523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講座)金融保險跨界趨勢 1070321 1070321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創新教學工作坊)素養導向與問題

導向的理論與實務 
1070315 1070315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講座)退休基本財務與風險分

析 
1061211 1061211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講座)這樣理財，小資也能變

大資 
1061129 1061129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講座)輸出保險實務與操作 1061115 1061115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講座)FINTECH科技浪潮下，

保險金融就業新思維 
1061025 1061025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106學年第 1學期數位學習平臺教

育訓練 
1060929 1060929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FinTech新舊勢力的世界&FinTech

翻轉思維的會審新世代 
1060929 1060929 4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迎接挑戰-「大專校院教學品保服務

計畫」 
1060919 1060919 3 

107 學年度 

中文 

姓名 

訓練進

修機構 
名稱程度 起始日 終迄日 

訓練

總數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數位教材製作工作坊 1080605 1080605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金融科技在財富管理的運用發展與

趨勢 
1080531 1080531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Entrepreneurship:Teaching and 

Research 
1080522 1080522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講座)金融科技大時代與金融人

員大未來 
1080522 10805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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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金融監管、銀行業國際競爭力與高

級金融管理人才培育 
1080315 1080315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107 學年第 2 學期數位學習平臺教

育訓練 
1080315 1080315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說明會暨經驗分享會 
1071018 1071018 4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教學即時互動系統工作坊 1071018 1071018 2 

108 學年度 

中文 

姓名 

訓練進

修機構 
名稱程度 起始日 終迄日 

訓練

總數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小規模遠距教學演練教育訓練 3 1090407 1090407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遠距數位教材製作－利用 EverCam+

智慧大師 
1090330 1090330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教學品保第二次研習會：資料蒐集

與受評報告撰寫 
1090311 1090311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實證方法講座 1081125 1081125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金融科技 x 金融 4.0 1081108 1081108 4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講座)互聯網金融的創新發展 1081023 1081023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109年度大專校院教師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申請說明會暨經驗分享會 
1081017 1081017 2 

109 學年度 

中文 

姓名 

訓練進

修機構 
名稱程度 起始日 終迄日 

訓練

總數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分享 1100426 1100426 1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講座)金融保險與財富管理的

現況及未來 
1100414 1100414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Onenote數位筆記管理與 Teams遠

距教學運用 
1100220 1100220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運用 TronClass 平台 於遠距課程

與學習分析之創新教學工作坊 
1100201 11002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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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109學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學術研

究倫理講座 
1091125 1091125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保金系(科技部學術研習營)金融整

合與銀行保險研究 
1091111 1091111 3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純網銀崛起-商管人才的機會與挑戰 1091022 1091022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普惠金融，機器人理財列車 1090923 1090923 2 

張瑞益 
臺中科

技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工作坊(一)

啟動 
1090831 1090831 3 

 

  



75 
 

附件五 學習成效量測指標         

          問卷編號：                訪問日期：         

您好： 

這份問卷是教育部委託的專題研究，本研究主要想了解大學生在問題導向學習方
式、業師教學的導入對吸收能力、創新能力之影響因素模式，以提升大學生創新
能力，作為國家在相關政策之參考。煩請您仔細閱讀每一項敘述，在適當的選項
欄中勾選，希望您能提供寶貴意見，謝謝！本問卷僅作學術用途，資料絕對保密，
請您安心填答。敬祝 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個人基本資料 

1. 您的性別？       □男   □女 

2. 您的班級？          □保金五甲      □保金五乙  

3. 請問您在班上成績排名約：□前 1/3         □中等      □後 1/3 

4. 請問您修過有關創新創意或創造力的相關課程嗎？ 

□沒有  □一門  □二門      □三門(含)以上 

5. 請問您有參加過創新創意相關競賽活動嗎？  □ 沒有  □ 有 

 

第一部份：知識吸收 

填答說明：以下是想了解您在課程授課後之知識吸收的想法，請根據您的認

知，請依最貼近個人實際看法的□擇一格打 。(單選) 

 「外部知識：本身所缺乏但為未來創業在經營管理、策略擬

定有關的知識。」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能迅速整合新知識和現有知識來解決創業問題。 □ □ □ □ □ □ □ 

2. 我能以新的觀點詮釋原有的知識。 □ □ □ □ □ □ □ 

3. 我透過從外部獲取的新知識可增加競爭力。 □ □ □ □ □ □ □ 

4. 我能將外部獲取的新知識快速且有效地運用於相關領域上。 □ □ □ □ □ □ □ 

5.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累積許多與新事物開發相關的知識。 □ □ □ □ □ □ □ 

6.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累積更多與市場相關的知識。 □ □ □ □ □ □ □ 

7.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較能知道那些外部知識對我是有幫助

的。 
□ □ □ □ □ □ □ 

8.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較能迅速地辨認那些外部知識對我是有

用的。 
□ □ □ □ □ □ □ 

9.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對於外部相關知識的蒐集，投入較多人

力與成本。 
□ □ □ □ □ □ □ 

10.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尋找有用的外部知識的速度比較快。 □ □ □ □ □ □ □ 

11.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掌握外部知識來源的能力比較強。 □ □ □ □ □ □ □ 

12.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教之道如何分析(整理、分類)外部知識。 □ □ □ □ □ □ □ 

13.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較能迅速地理解外部知識。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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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知識：本身所缺乏但為未來創業在經營管理、策略擬

定有關的知識。」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4.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較能幫助其他同學瞭解外部的重要知

識。 
□ □ □ □ □ □ □ 

15. 與其他同學相比，對於新、舊知識的成功融合，我的能力比

較強。 
□ □ □ □ □ □ □ 

16.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較常更新過時的知識。 □ □ □ □ □ □ □ 

17.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較能以新的觀點來詮釋原有知識的利

用。 
□ □ □ □ □ □ □ 

18.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較能有效地將新知識利用在重要的學習

上。 
□ □ □ □ □ □ □ 

19.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較能將新知識快速有效地提供給所需要

的同學。 
□ □ □ □ □ □ □ 

20 與其他同學相比，我較能將新知識快速有效地應用在相關新

事物上。 
□ □ □ □ □ □ □ 

第二部份：創新能力 

填答說明：以下是想了解您的創新能力，請根據您的認知，請依最貼近個人實

際看法的□擇一格打。(單選)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對於工作領域外的事物，仍有相當興趣去了解。 □ □ □ □ □ □ □ 

2. 我平常對未知領域的事物感到興趣，並對其進行多方

面探討。 
□ □ □ □ □ □ □ 

3. 我會留意工作上的運作和細節，適時改善工作流程。 □ □ □ □ □ □ □ 

4. 我會從不同面向來分析問題，以了解問題本質。 □ □ □  □ □ □ 

5. 我認為求新求變的作事方式是好的。 □ □ □ □ □ □ □ 

6. 我認為自己擁有創造性的思考方式。 □ □ □ □ □ □ □ 

7. 我經常會提出嶄新的構想、建議或主意。 □ □ □ □ □ □ □ 

8. 我會把新觀念融入原有的思考模式中，以便解決問

題。 
□ □ □ □ □ □ □ 

9. 我對新的觀念、思維及想法感到興趣。 □ □ □ □ □ □ □ 

10. 當遭遇困難時，我會積極面對問題設法解決，不會選

擇逃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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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1. 我能冷靜思考應付各種挑戰。 □ □ □ □ □ □ □ 

12. 我會針對問題提出解決方法。 □ □ □ □ □ □ □ 

13. 我會嘗試著找出合適的解決方案來排除困難。 □ □ □ □ □ □ □ 

14. 我會對各個問題解決方案加以分析，以了解各個方案的優缺點。  □ □ □ □ □ □ □ 

15. 在其他同學未採用新事物之前，我會先冒險採用新事

物。 
□ □ □ □ □ □ □ 

 

第三部份：科技素養 

填答說明：以下是想了解您對科技素養之想法，請根據您的認知，請依最貼近

個人實際看法的□擇一格打。(單選)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不任意在網路或社群網站散播未經證實言論。 □ □ □ □ □ □ □ 

2. 未經他人同意，我不複製或散播他人的資料。 □ □ □ □ □ □ □ 

3. 我能遵守網路安全守則，尊重保護個人資料。 □ □ □ □ □ □ □ 

4. 我瞭解著作權法與智慧財產權法的相關規定。 □ □ □ □ □ □ □ 

5. 我知道可以利用新資訊科技工具、網路等資源來解決我

的問題。 
□ □ □ □ □ □ □ 

6. 針對問題我能夠確定我所需要找哪些資訊科技工具。 □ □ □ □ □ □ □ 

7. 我能夠針對自己的新資訊科技需求，寫出重點或關鍵

字。 
□ □ □ □ □ □ □ 

8. 我瞭解網路上有許多資料庫，可以提供相當多的新資

訊。 
□ □ □ □ □ □ □ 

9. 我認為新資訊科技的進步可以改變我的生活。 □ □ □ □ □ □ □ 

10. 對於查詢而來的新科技，我能夠瞭解其內容。 □ □ □ □ □ □ □ 

11. 對於查詢而來的新科技，我能夠在分析後瞭解其用途。 □ □ □ □ □ □ □ 

12. 我會將搜尋來的新科技加以應用到其他地方，成為有用

的工具。 
□ □ □ □ □ □ □ 

13. 我會將所獲得的各種形態新科技加以彙整、與管理。 □ □ □ □ □ □ □ 

14. 對於自己所找尋之新科技的情形，能夠於事後加以評

估。 
□ □ □ □ □ □ □ 

15. 我會評估自己所找尋之新科技是否適當、可靠。 □ □ □ □ □ □ □ 



78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6. 我會評估自己是否有足夠的新科技，得以解決生活上的

問題。 
□ □ □ □ □ □ □ 

17. 使用各種新科技時，我能注意到其合法性與智慧財產權

的問題。 
□ □ □ □ □ □ □ 

18. 我會主動自我充實新科技相關訊息與知識。  □ □ □ □ □ □ □ 

 

 

第四部份：創造力素養 

填答說明：以下是想了解您對創造力素養之想法，請根據您的認知，請依最貼

近個人實際看法的□擇一格打。(單選)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喜歡探詢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 □ □ □ □ □ □ □ 

2. 我喜歡翻閱新的報章雜誌看看裡面的內容。 □ □ □ □ □ □ □ 

3. 面對問題我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 □ □ □ □ □ □ □ 

4. 我喜歡翻箱倒櫃看看裡面藏有甚麼東西。 □ □ □ □ □ □ □ 

5. 我喜歡運用舊報紙、舊罐頭或其他舊東西做各種好玩的

東西。 
□ □ □ □ □ □ □ 

6. 我喜歡在同學面前發表。 □ □ □ □ □ □ □ 

7. 做事遇到挫折時，我會再接再厲把它完成。 □ □ □ □ □ □ □ 

8. 我喜歡嘗試新鮮事的感覺。 □ □ □ □ □ □ □ 

9. 我喜歡打破現有的慣例或規則。 □ □ □ □ □ □ □ 

10. 當大家意見紛歧時，我喜歡解決大家的難題。 □ □ □ □ □ □ □ 

11. 我喜歡戰勝問題的感覺。 □ □ □ □ □ □ □ 

12. 我喜歡面對問題。 □ □ □ □ □ □ □ 

13. 我喜歡用邏輯推理的方法來解決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問

題。 
□ □ □ □ □ □ □ 

14. 我喜歡想像一些不曾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情。 □ □ □ □ □ □ □ 

15. 我喜歡想像故事中不同的結局。 □ □ □ □ □ □ □ 

16. 我會喜歡推測或想像一些我想知道或想做的事。 □ □ □ □ □ □ □ 

17. 我喜歡用別人意想不到的資料或方式製作東西。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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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課程滿意度 

填答說明：以下是想了解您在課程授課後之課程滿意度，請根據您的認知，請

依最貼近個人實際看法的□擇一格打。(單選) 

 

 

 

 非

常

同

意 

很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很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 我對於任課教師的教學態度感到滿意。 □ □ □ □ □ □ □ 

2. 我對於任課教師課程中的秩序管理感到滿意。 □ □ □ □ □ □ □ 

3. 我對於任課教師任課教師的教學方式感到滿意。 □ □ □ □ □ □ □ 

4. 我對於任課教師與同學間的互動關係感到滿意。 □ □ □ □ □ □ □ 

5. 我對於任課教師上課講解與表達方式感到滿意。 □ □ □ □ □ □ □ 

6. 我對於任課教師上課教學氣氛的營造感到滿意。 □ □ □ □ □ □ □ 

7. 我對於任課教師課程內容安排感到滿意。 □ □ □ □ □ □ □ 

8. 我對於任課教師的進行流程感到滿意。 □ □ □ □ □ □ □ 

9. 我對於任課教師的教材感到滿意。 □ □ □ □ □ □ □ 

10. 整體而言，任課教師的課程內容感到滿意。 □ □ □ □ □ □ □ 

 

★如果您對本問卷有任何建議，請利用空白處填寫★ 

您的建議： 

 

 

 

 

 

 

 

 

本問卷填答到此完畢，非常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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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體驗式學習成果(節錄部分成果) 

  

開課單位: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 

授課老師: 張瑞益 助理教授 

教師助理: 王靜宜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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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內涵服務學習課程成果資料表 

開課單位 保險金融管理系 開課年級 五專四年級 辦理期程 105 學年度下學期 

課程名稱 財產保險 必/選修 必修 
學分數/

時數 
3 學分/4 小時 

授課老師 張 瑞 益 人   數 

1.修課人數：合計  

60 人（含男 16

人、女 44 人） 

2.校外服務人數：合

計 60 人（含男 16 

人、女 44 人） 

服務機構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

業高級中等學校 

學    期 

服務次數 
1 次 

每次 

服務時數 
4 小時 服務日期 106.05.22 

簡述課程內容與服務成果 

透過服務學習活動與經驗並結合課堂教學及實際帶領服務，讓參與的同學們與服務對象充分

明瞭保險觀念與保險規劃的重要性。 

本次活動由修課同學分組至台中家商辦理財產保險知能推廣，透過學生授課互動方式讓台中

家商學生可以強化財產保險概念。 

   

在活動過程中讓台中家商學生對財產保險與相關領域有概略的認識，如財產保險的種類、功

能，並建立及習得正確財產保險的觀念，如地震避難或車禍處理方式。 

除了參與活動中的台中家商學生，也能藉此機會讓參與服務學習的本系學生，更加清楚明瞭

財產保險的觀念與運作及人群互動，並達到下列目標: 

1. 結合專業知能與社會服務經驗，培養從經驗中學習及自省能力，促進廣泛學習。 

2. 從服務的過程中建立成就感及自我價值感，培養耐心、學習心與服務態度。 

3. 鼓勵學生在服務過程中發揮專業能力，充分應用課堂習的專業知識，以深入淺出方式教導

服務對象正確財產保險的觀念，如地震避難或車禍處理方式等。 

 

這次內涵服務的活動讓同學分組至台中家商辦理財產保險知能推廣，修課同學授課互動方

式讓台中家商學生對財產保險與相關領域有正確的認識，如帶保險學的遊戲、準備道具、

演小短劇、逃生演習……等有趣活潑的方式來引起台中家商學生對課程的興趣，讓他們知

道地震避難或車禍處理方式，藉此讓學生對於財產保險的種類、功能有概略的認識，並建

立正確的觀念，習得正確財產保險的觀念。 

在這次的服務學習中不只家商的學生認識到了保險，修課同學也從服務的過程中提升了演

講的技巧及保險的專業知識，也增進了想要服務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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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果等等… 

 

結束後大合照 學生認真的聽講 

  

說明車禍事故處理步驟 影片欣賞 

 

 

拿到獎品了 遊戲規則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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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上台回答問題 小短劇演出 

  

活災逃生步驟說明 有獎徵答時間 

 

 

火災逃生實地演練 學生模擬火災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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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財產保險 服務地點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系 級 保金四甲 學號 1110203001 姓 名 王心平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了什麼？看見什麼？聽到什麼？) 

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嚇到一位可愛的同學了，那時候正在進行著Ｑ＆Ａ，眼看著沒人回答

也沒人反應，就趕緊趁著空檔跑到一位同學旁，點他的肩膀，而當他頭轉過來時，他嚇了

一大跳，整個差點跳起來！等他反應過來時才跟她說答案是什麼，慶幸的是這位同學幫了

我們一把，很大聲的說出答案來！我對不起他，讓他嚇到了。 

當我上台報告時，並沒有當初練習時那麼從容，站上台上的那一刻起，我就開始緊張到手

抖到不行，但還是盡力的自己負責的那一塊說完了，可能沒有那麼好，我想該表達的他們

應該都有聽懂，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什麼？（成長、益處、收穫） 

遇到哪些困難與問題？如何面對與解決？ 

當站上台上與臺中家商的同學們分享時，才知道有多緊張、多困難，不像平常報告給自己

班上同學聽時那麼簡單，害怕說錯一個字或任何錯誤，讓他們得到的是錯誤的知識，所以

我不斷重複的練習，讓自己可以熟悉自己所要訴說的內容，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得到對的知

識，如果是之前可能不會那麼勤勞的要自己熟背這些，只會覺得大概可以了就好了，這次

讓我學習到努力是會有報酬的，至少原本對強制汽車責任險沒概念到瞭解，這就是對我來

說最好的回報。 

雖然一開始同學們沒有給予太大的反應，但還是有一些人會回應我們，而到後來我們在Ｑ

＆Ａ裡面點人來回答，或者跟他們聊聊天讓他們能更接近我們來給予回應，跟我們一起互

動，那時候覺得做這麼久、練習這麼久的報告值得了。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什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法) 

原本對於我來說只是簡單的報告，這次卻是在比我們小一屆的同學們面前報告，有一種要

做好榜樣不能被他們看不起的感覺，所以對於這次報告就更加格外的認真小心，深怕說錯

一句話讓他們覺得不專業，原本的我在報告裡面總是大概就好、不用太認真，而這次的報

告卻是認真再認真，一而三的反覆練習，一定要做到最好不容許有一點差錯，讓其他人的

努力白費，認真後的結果讓我發覺努力是會有回報的，同學們熱情的反應讓我覺得做這麼

多很值得，如果還有一次體驗的話，還是會想去跟大家分享。 

原本我只要報告完我的部分就縮到一旁，等著大家結束，而這次卻是讓自己來跑來跑去，

跑去拍照、跑到同學旁告訴他答案，讓他們更融入於這個活動，這是我以前不可能做的事，

因為我會覺得害怕他們不理會或害羞的說不要，導致被拒絕，一被拒絕我就會覺得尷尬，

會想說自己幹嘛做那些事，而這次的經驗我發現，只要肯做還是會有人回應你，不用怕被

拒絕， 拒絕了這個再找另一個人來做就好，其實他們都是會回應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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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財產保險 服務地點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系 級 保金四甲 學號 1110203019 姓 名 許芳瑜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了什麼？看見什麼？聽到什麼？) 

我覺得最印象深刻的還是幫別人上課這部份吧！畢竟從以前開始「報告」就都像是只是講

給老師聽的東西，同學參與度都很低甚至沒有在聽，可是這次是以類似教學的方式讓我們

體驗老師站在講臺上授課的感覺，類似於備課的過程間就會去思考該如何讓家商的同學願

意參與、怎麼集中他們的注意力、要怎麼把稍微過於專業的東西簡單化，最重要的還有過

濾出他們會想聽的主題，這都要感謝張瑞益老師提點我們：「他們都是跟你們（我們）差

不多年紀的學生，你們不想聽的東西他們也不會想聽！」。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什麼？（成長、益處、收穫） 

遇到哪些困難與問題？如何面對與解決？ 

學到最多無非是怎麼前置準備。首先在開始就讓我們自訂主題，財產保險涵蓋很多東西，

於是陷入了這次服務學習的「第一次思考」，最後決定以強制汽車責任險為主題也是考慮

到他們幾乎都成年了，是考汽車、機車駕照的年齡了；再來還有在準備的期間，我們全組

組員想要分享給家商同學的訊息實在太多，為的是希望他們寧可知道這些知識，也不要因

為不懂而吃虧，可我們僅有一節課的時間，所以也刪減了一些想與他們探討的主題，想想

實在可惜。其實這次前置作業並沒有太多的摩擦，還算很順利，遇到的問題也不算很難解

決，真要說的話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去上課需要的那份勇氣吧！畢竟是第一次當老師；雖然

最後我們組別並沒有報告到，只有當別組的應援團，但也還是很新鮮的經驗。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什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法) 

最大的改變絕對是第一次這麼想把課內的東西學透徹！為了準備課程內容，查找資料的過

程才發現自己實在還太無知，以前上課考試都想著成績能混過去就好，學什麼都不精，專

業知識也都一知半解，可經過這次的服務學習才發現其實課堂學的東西也可以是跟我們生

活息息相關的，懂得越多當然對自己更是有利，而且要是身邊有人遇到相關的問題，能夠

回答並幫助到他們的當下那種成就感實在一言難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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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財產保險 服務地點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系 級 保險金融管理科 學號 1110203021 姓 名 陳念慈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了什麼？看見什麼？聽到什麼？) 

這次的演講，讓我最印象深刻的是這次報告的自主性，一直以來我們的報告都有師長帶領，

面對的觀眾也僅僅是班上的同學，或者頂多是加上些別班的同學，其實範圍一直都侷限著。 

但經歷過這次的演講，我發現很多我們可以更加學習的部分，例如如何吸引聽眾的目光、

如何清楚表達自己想說的知識給聽眾、如何帶動現場的氣氛等等，這些都是我在這次的演

講中深刻體會到的不足。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什麼？（成長、益處、收穫） 

遇到哪些困難與問題？如何面對與解決？ 

這次的服務學習，我們藉此學到如何擷取想表達的重點，並直接的、面對面的教授給學生，

我認為這是很特別的一次經驗，也因為這個演講讓我對這個法律更加的瞭解，也更加的謹

慎小心。 

我們遇到困難，其實最大的阻礙是在一開始如何帶動學生的氣氛、如何讓他們發自內心的

有興趣聽這次的演講，為了不讓他們覺得乏味無聊，我們穿插了很多影片和互動的部分，

也讓他們有興趣聽我們的演講，所以覺得很有成就感。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什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法) 

在服務學習的這段期間，我覺得我對於事情的看法改變很多，也更加能夠自立自主完成一

件事情，一開始覺得這個報告很困難，想到要面對一群從未謀面的高中生，就覺得很緊張，

但在這次的演講之後，我也覺得我的臺風更加的穩健了，談吐也不會再很結巴或是支支吾

吾，覺得這對我以後的演講或報告，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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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財產保險 服務地點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系 級 保金四甲 學號 1110203026 姓 名 童馨萱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了什麼？看見什麼？聽到什麼？) 

到台中家商宣導強制汽車責任險前，我們很煩惱，完全沒教學經驗的我們，該怎麼

面對只比我們小一屆的學弟妹們，他們會聽嗎? 

到現場，我們手忙腳亂，準備道具、PPT 等等，原來當一位知識傳遞者，其實蠻緊

張的。過程中，最欣慰的當然就是台下有反應了吧!這才意識到原來我們在學校老

師們的心情是這樣的。 

這次的活動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們 Q&A 的時候，叫到一位男同學，他當下好像在

做其他事情，所以答不出來，還反問我們問什麼問題說他剛剛沒聽到，其實我們在

學校很多時候也常常聽到這種回答，但現在當我們是台上演講的人，聽到這種回答

真的想吐血，也深深體會到要尊重台上演講者的重要。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什麼？（成長、益處、收穫） 

遇到哪些困難與問題？如何面對與解決？ 

這次服務學習，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也是全班第一次全員到齊，感覺回到小學的

校外教學，只是這次我們腳色對調，變成是教學的那一方。 

雖然剛開始有點排斥要到台中家商教同學，但現在完成了，覺得我們做到了，凡事

都有第一次，要去執行才知道自己也可以。也希望那時候他們有吸收進去，這樣我

們的努力就沒白費了!也是最大的收穫。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什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

法) 

想要加強自己，有能力去服務他人，在服務他人的同時創造自我的價值，對社會貢

獻，變成一種良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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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財產保險 服務地點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系 級 保金四甲 學號 1110203027 姓 名 黃靖琦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了什麼？看見什麼？聽到什麼？)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發現他們對於汽車強制險非常不瞭解，甚至有些人還沒聽過，但經過我

們講解之後他們能在後面的有獎徵答舉手回答出正確答案。讓我們覺得我們來這邊至少有

幫助到他們，以後發生事故也能給自己多一份保障！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什麼？（成長、益處、收穫） 

遇到哪些困難與問題？如何面對與解決？ 

我們透過這個活動自己也更加詳細的瞭解汽車強制責任險，也增加了一次帶活動的經驗。

遇到的困難：在一開始進去時非常的尷尬且不知道如何是好到漸漸的我們進入狀況，開始

拉下面的學弟學妹一起參與，以及我們一度因為準備的資料太快講完，導致還有半小時的

空檔時間，主講者就靈機應變的開始問他們有沒有對於臺中科大的問題或是一些剛剛課程

的問題，才順利化解危機。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什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法) 

準備這個活動從一開始的我們沒有概念到慢慢去摸索研究，也讓自己對於這項保險有更深

入的瞭解，看了許多車禍案例也會在平時生活中多多警惕自己騎車小心，而當發生車禍時

也能讓自己多一份保障。雖然我之前參加許多社團活動，但這次帶活動的經驗也是第一次，

到了高中教學弟學妹又是另一種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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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與學習」課程反思心得 

課程名稱 財產保險 服務地點 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系 級 保金四甲 學號 1110203018 姓 名 張議勻 

【What】服務學習期間，印象最深刻的是？(做了什麼？看見什麼？聽到什麼？) 

 

這次到臺中家商跟高中生介紹地震保險及住宅火險印象最深的是一開始我和宣蓉演了一場

小短劇，報告前我們就不斷告訴對方豁出去了！不要怕丟臉，聲音夠大、動作夠生動就成

功了！原來在陌生人面前演戲是這麼簡單快樂的事。報告前大家希望能順利結束這節課，

排練了很多次，很喜歡跟組員們一起努力的感覺。這次在 PPT 上的做法和以往的報告做法

不同，因為他們對保險還不熟悉，所以我們透過演戲、一些防災影片及新聞吸引目光希望

能讓他們了解更多。 

【So What】服務學習期間，學習到什麼？（成長、益處、收穫） 

遇到哪些困難與問題？如何面對與解決？ 

 

因為這次是像個老師一樣告訴高中生一些產險知識，事前與組員們討論了很多哪些是比較

生動的報告方式，發現老師真的辛苦了！除了要了解課程內容，還要背起來隨機應變。 

和以往不同在於這次是報告給陌生人聽，報告前是多麼緊張，排練的時候還會忘詞，壓力

真的不小，但突破了就是一個寶貴的經驗。經過這次服務與學系課程，不但對產險有更多

了解，我變得更大方了，喜歡和人互動，看到他們對我們的報告有回應真的很有成就感，

相信這些上課學不到的經驗對未來是有所幫助的。 

【Now What】服務學習期間，發覺自己有什麼改變？(對自我、社會、人事物的看法) 

 

這次是和組員們一起撐完全場 50 分鐘，報告之前設定計時排練了很多次，就是希望能把最

好的一面留給學弟妹，雖然小我們一屆，但是比平常報告給老師聽更緊張！排練演戲時常

常忘詞或笑場，真的很怕台上大膽的演給陌生人看，但其實克服了心理障礙，沒什麼事難

得倒我。除了更了解產險外，發現自己的應變能力變強了也不怕生了，原來服務是這麼快

樂的一件事。 

其實在練習時，我們擔心沒人會理我們，擔心有獎徵答會冷場，還串通好哪個問題由誰來

回答，但當時在台上我們認真的問問題，台下反應竟如此熱烈，真的很有成就感呢，這次

的服務與學習課程是難得的經驗收穫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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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教學設計學生學習作品—問題導線學習實務案例分析報告(一)(主題：火

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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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學生學習作品—問題導線學習實務案例分析報告(二)(主題：責任保險-

雇主意外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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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學生學習作品--體驗式學習教學教材(一) (主題：汽車保險--車禍處理程

序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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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學生學習作品--體驗式學習教學教材(二) (主題：責任保險--產品責任保

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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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內涵服務學習證明 

  

105 學年第 2 學期 106 學年第 2 學期(一) 

  

106 學年第 2 學期(二) 107 學年第 1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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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第 2 學期(一) 107 學年第 2 學期(二) 

  

108 學年第 1 學期(一) 108 學年第 1 學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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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專業證照輔導自編教材(節錄部分章節 ) 

 

財產保險核保理賠 

人員資格考試 

 

 

講  義 
 

 

 

 

 

張瑞益 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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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險 學 

講授課程單元 

 

 

保險學準備要領 

~~~要怎麼收穫，就要怎麼栽~~~~ 

(一) 理解每ㄧ章節的觀念 

(二) 系統的歸類分析 

(三) 注意保險實務 

(四) 觀察保險最新動態 

(五) 熟悉考試題型-多做考題 

(六) 條列式解題技巧 

 

版權所有、請勿抄襲 

 

 單元內容 重要性 

 

保 

 

險 

 

學 

 

總 

 

論 

 

危險概論 ★★★★ 

危險管理  ★★★★★  

保險的基本概念  ★★★★★  

保險契約  ★★★★★  

保險契約原則  ★★★★★ 

保險組織  ★★★ 

保險業務經營 ★★★★  

保險價格  ★★★★★  

保險財務經營  ★★★★★ 

再保險  ★★★★  

保險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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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險 學 講 義 

 

第一單元 

~~~危險概論~~~ 

人類日常生活環境中，每天均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危險事故發生，而造成

各種不同經濟上或財務上的損失，舉凡人身之生老病死，以及財產的毀損

滅失、消費者使用不良產品而受傷害、投資虧損等偶然事件，隨時隨地均

有發生的可能。故人類社會對此等偶然事件的處理，或藉由信仰、宗教力

量，尋求解脫；或積極設法假以處理，以求減免因偶然事件所造成經濟生

活的不安定。 

危險的存在，是構築保險供需體系的基礎；因此，無危險，即無保險；

當今諸多「保險爭議」事；皆源於對「危險」認知差異所生；故欲知保險

事，須先了解「危險」的意義。 

危險有廣義、狹義兩方面意義。狹義的危險，多用於保險方面，可將之

定義為損失的不確定性，其強調「危險」與「不確定性」兩者在保險學暨

保險經營上重要概念，因為保險的主要目的即在承保被保險人的損失，而

損失是否發生並不確定。廣義的危險，可定義為未來事件發生結果與預期

結果可能產生差異的不確定性。廣義的定義含有損義參半的可能，一般是

財務風險管理的重要概念。 

常見危險定義：  

一、危險的定義(參考資料：陳雲中著 /凌氤寶等著) 

(一)危險是可測定的的不確定性(Knight,F.)。  

(二)危險是損失發生的不確定性(Rejda/袁宗蔚)。  

(三 )危險乃是某種不利或不幸事件是否發生的不確定性 (Snider,H.W.)。  

(四)危險是有關損失的不確定性(Mehr & Cammack)。  

(五)危險是某一事件在一特定期間內，實際結果與原先所預期的可能結果，

產生偏差的情況。(Williams & Heins)。  

綜合上述危險定義，可強調「危險」與「不確定性」兩者之間必定有

關係，此為保險學暨保險經營上重要概念。  

 

二、危險與不確定性之比較(參考資料：凌氤寶等著/袁宗蔚） 

(一)前面定義危險時曾提到：「危險乃財務損失之不確定性」，但嚴格說來，

危險與不確定性並非完全相同的。  

(二)危險為真實世界之一種狀態(A State of Real World)，為危險因素之集

合，可採或然率衡量之；而不確定性則是一個人心理的主觀狀態 (AState 

of Mind)，無法加以客觀的衡量。  

(三)危險之存在無論吾人察覺與否，隨時隨地皆有發生的可能；而不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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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則由個人之心理狀態所滋生，僅在對某件事加以注意時，始對其有

所認識。例如：六合彩之中獎機率是固定的，但每個購買彩券的人都

主觀確定的相信，一定是他買的那張會中獎，而每次開獎後總印證一

項無法改變的事實：那就是中獎的少，失望的多。 

 

三、危險的特性 (參考資料：凌氤寶等著) 

(一 )必須為不確定性：意指事件發生  

   1.發生與否不確定；2.發生的時間不確定；3.發生的原因不確定；4.發

生的結果不確定。 

若已知事件必然發生或不發生；或已知事件發生結果、原因和時間，不

確定因素消失，即無危險可言。 

(二 )必須有財物損失的可能性：若無損失的可能性，對經濟個體無任何影

響，則無危險存在。  

(三 )必須是屬於未來性。若屬於過去已發生意外的事故，則已確定發生或

不發生，不確定因素已消失，即無危險存在。  

 

四、危險程度的衡量（參考資料：凌氤寶等著） 

危險程度(Degree of Risk)：又稱為客觀危險。所謂危險程度，係指

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之可能偏差程度，若其偏差大，則危險程度亦大；

反之則小。以下列公式表示： 

危險程度＝預期損失與實際損失的可能偏差／預期的損失 

  

五、危險三要素（參考資料：凌氤寶等） 

(一)危險標的 (Subject Matter)：指暴露在危險之下的有形或無形標的。有

形標的如人的身體生命、建築物、機器、貨物等各類有形財產；無形

標的如責任、利益、費用等標的。 

(二)危險事故 (Peril)：指造成標的物發生損失的事件或事故，即發生損失

的原因，如天災地變等自然事故，及火災、車禍、竊盜等人為事故。 

(三)損失 (Loss)：指危險事故發生致使標的物經濟價值減損。如人身損失、

財產損失、責任損失；直接損失、間接損失。 

   

六、損失的定義及種類（參考資料：凌氤寶等/袁宗蔚）  

(一 )定義：損失 (Loss)指危險標的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的危險事故發生，

致其經濟價值非自願性或非故意的減少或滅失，而以貨幣單位表示者。  

(二)種類：一般包含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  

1.直接損失 (Direct Loss)：因危險事故之發生，所致危險標的物遭受立

即、直接的第一次損失。包括人身、財產、責任危險所造成的損失。  

2.間接損失 (Indirect Loss)：指因危險事故發生致危險標的遭受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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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後，所延伸出來的第二次損失，故又稱為從屬損失或附屬損失。

即有直接損失才會產生間接損失，如果沒有發生直接損失，就不會發

生間接損失。間接損失可包含收益損失、其他費用損失。如計程車因

車禍毀損以致不能營業的收入損失。 

 

七、危險事故的定義及種類（參考資料：陳雲中/袁宗蔚） 

(一 )定義：危險事故 (Peril)指造成標的物發生損失的事件或事故，即發生

損失的原因。如日常生活中遭遇之疾病、颱風、火災、車禍等，皆是

常見的危險事故。  

(二)種類：  

1.自然界的危險事故：如颱風、洪水、地震、冰雹、海嘯、火山爆發、

地層下陷等。  

2.人為的危險事故：如竊盜、強盜、撞車、火災、戰爭、罷工、暴動戰

爭、恐怖攻擊、詐欺等。  

3.標的物本身性質所產生的危險事故：如煤或魚骨粉的自燃、穀倉的塵

爆等。  

4.社會經濟的變動：如社會脫序、匯率變動。  

 

八、危險因素的定義及種類 (參考資料：陳雲中/凌氤寶等/袁宗蔚) 

危險為損失發生之不確定性，且危險事故之發生與損失結果之形成，

其間常受各種因素或條件之影響。  

(一 )定義：危險因素 (Hazard)指足以增加或導致某一特定危險事故發生的

狀況或條件；如火災之發生，其危險因素可能由於房屋本身之用途，

也可能由於建材本身耐火性較差的因素所生。危險因素的存在不僅

增加損失的機會，亦有可能增加損失的幅度。危險因素可能來自物

質本身、自然界、工作環境、不良的管理或工作程序、機器的使用、

或是工作方式不當等。  

(二)種類：  

1.實質危險因素 (Physical Hazard)：指存在於危險標的本身或其本質上、

內在的、非人為的危險因素。為某一標的本身或其本質所具有足以引

起或增加損失機會之實質條件，如建築情形、防護設備、健康狀況。

故可以想像，木造的房屋必定比混凝土房屋易生火災：而位於化學工

廠旁房子火災的機率，亦必定高於普通住宅區的房子。  

2.道德危險因素 (Moral Hazard)：由於個人之不誠實、惡意之行為或為

詐取保險金之企圖，故意促使危險事故發生的人為因素，如縱火、謀

/自殺。  

3.心理危險因素 (Morale Hazard)：亦稱怠忽危險因素；指雖非有不當

意圖，但卻能增加危險事故發生機率或擴大損失幅度的個人性格或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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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特性。如粗心大意、疏忽、管理不善。實際上，心理危險因素往往

是被保險人仗恃著已有保險保障的心理，而疏於對保 (危 )險標的之照

顧所致，增加損失機會或幅度之情況。  

4.社會危險因素 (Societal Hazard)指會增加損失發生機率或損失幅度的

法律制度及文化因素，如法律之訴訟。如同一類侵權行為案件在歐美

國家的賠償責任額必然大於相同情況在臺灣的賠償責任額。  

九、危險因素、危險事故與損失間的關係（參考資料：凌氤寶等著/陳瑞） 

   危險因素 →危險事故 →損失 (如圖一) 

(一)危險因素會影響危險事故發生的機率。 (二)危險因素會影響損失幅

度的大小。    (三)損失(Loss)係因危險事故的發生所致。 

 

 

 

 

 

 

 

 

 

 

 

 

 

 

 

 

 

 

 

 

 

 

 

 

 

圖一 危險因素與危險三因素關係圖 

 

損 害 補 償   

(Indemnity) 

 

間接損失 

收益損失 

 
其他費用損失 
 

責任損失 

實質損失 

(直接損失) 

 

財產的毀損與滅失 
 

人身傷害 

危險標的 

危險事故 
自然現象 
社會經濟的變動 
人或物本身所引起 

危險因素 

心理危險  

道德危險  

實質危險  

社會危險  

有形的標的 
 

無形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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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實質危險因素大多可以客觀判斷或測定，所以又稱客觀危險因素

(Objective Hazards)；道德危險因素、心理危險因素係屬個人行為或意

識上主觀認定，較難以客觀判斷，所以亦稱主觀危險因素 (Subjective 

Hazards)。  

 

十、危險的分類(參考資料：陳雲中/袁宗蔚) (如圖二) 

 

                    
 

 

    

 

 

 

 

 

 

 

 

 

 

 

 

 

 

 

 

 

 

圖二 危險的分類 

 

(一)依危險事故發生的經濟結果來分類 

1.純粹危險 (Pure Risk)：指僅有損失機會而無獲利可能的危險；如火災

或颱風洪水可能造成房屋損毀的危險。企業面臨的純粹危險有；員工

的人身危險、財產損失危險、責任危險、法令危險。  

2.投機危險 (Speculative Risk)：指既有發生損失可能，但亦有獲利的可

能；如購買公益彩券及期貨。企業常見的投機危險有；策略風險、作

業風險、財務風險、信用風險。  

財產風險 
 

人身風險 

責任風險 

可保風險 
 

家庭風險 企業風險 個人風險 

市場風險 

政治風險 
 

生產風險 

財務風險 

創新風險 

靜態風險 
 

動態風險 

純損風險 

特定風險 基本風險 

投機風險 

不可保風險 

危險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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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兩者之差異(比較 )：  

     純粹危險 投機危險 

僅有損失機會而無獲利可能 損失與獲利可能性並存 

對個人、企業、社會都是不幸，

個人損失也會波及社會 

某人遭受損失、他人可能獲利，

對社會也許無害 

相同情況下，經常重複發生，具

規則性，機率比較容易測定，如

工安事件發生機率是可以預測，

屬於靜態危險，多可以用保險加

以管理 

隨時改變，較不可能在相同情況

下重復發生，很難由過去資料來

預測未旯發生的可能性，屬於動

態危險 

 

(二)依危險事故產生的性質來分類 

1.靜態危險(Static Risk)：指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的事件，或人為的錯誤

或惡行所致的危險，而在統計上能以過去之損失經驗作有效的推估者，

如天災地變、詐欺及暴行等。  

2.動態危險(Dynamic Risk)：係由於經濟社會變遷，或社會、政治、經濟、

技術或人類需求的變化而產生的風險；如生產、行銷、創新、政治等

風險。  

3.兩者之差異(比較)：         

靜態危險 動態危險 

屬於純粹危險 屬於純粹危險及投機危險 

可能造成的損失，僅及於少數人 可能造成的損失，會影響多數人，

非個人能力所能掌控 

具規則性 不具規則性 

可運用大數法則 不可運用大數法則 

 

(三)依危險事故發生的波及範圍來分類  

1.基本危險(Fundamental Risk)：指由社會，經濟，政治或自然界原因所

引起，會影響整個群體或其中大部份人的危險；如經濟景氣變化。  

指同一時間對多數個體造成損失的危險，其發生與否通常與個體  行為

無關。  

2.特定危險(Particular Risk)：指由個人或個體所引起，並僅影響單一個體

或若干個體的危險；如個人或企業的財產遭受火災損失的危險。損失

發生與否常與個體的行為有關。  

3.兩者之差異(比較)：         

特定危險 基本危險 

與特定個人或個體有關 非個人或個體行為所致，影響範

圍廣泛，波及整個群體或其中大

部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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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運用保險或損害防阻等方法

來處理此一類危險 

可由政府或提供政策性保險/措

施，或運用其他危險移轉方式加

以處理 

如個人或企業的財產遭受火災、爆

炸、車禍等引起的財產損失，以及

對他人的財產或人身的損害賠償

責任 

如經濟景氣變化、金融風暴、失

業、通貨膨脹等 

 

(四)依危險標的性質來分類 

1.人身危險 (Personal Risks)：指發生在人的身體或生命上的危險；如車禍

受傷、疾病、早逝、失業等危險事故導致經濟上損失的危險。  

(1)失去收入的危險。  

(2)發生醫療費用的危險。  

(3)長壽風險-活得太久。  

(4)死亡風險。  

2.財產危險 (Property Risks)：指會對個人、家庭或企業所擁有、使用或保

管的有形及無形財產，因發生危險事故而導致經濟損失的危險。  

(1)資產遭受損失的危險。  

(2)金融資產危險。  

3.責任危險 (Liability Risks)：指因為侵權行為或契約行為等危險事故發

生，而造成第三人遭受到人身或財產上的經濟損失，而須對第三人負

賠償責任的危險。  

 

(五)依是否受個人認知狀態不同而影響來分類 

1.主觀危險 (Subjective Risk)：指個人的精神及心理狀態而感受到的不確

定感；不同人對同一事件所感受到的主觀危險大都不同。統計上無法

具體測定者。  

      →風險喜好者、風險中立者、風險趨避者  

2.客觀危險 (Objective Risk)：指客觀普遍存在的危險，可以藉由統計資料

及其他科學技術估算其發生的機率。部分學者認為客觀危險係指預期

損失與實際損失之間可能的偏差程度，若偏差程度愈大，則危險與大。

客觀危險可以藉由觀察數量的增加而相對降低，此即大數法則原理運

用。  

 

(六)依是否可由商業性保險承保來分類 

1.可保危險(Insurable Risks)：指可由商業性保險來承保的危險。  

      →純粹危險、特定危險、靜態風險  

2.不可保危險(Uninsurable Risks)：指不能由商業性保險來承保的危險，

如市場危險、生產危險、政治危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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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危險成本（參考資料：凌氤寶等/袁宗蔚） 

(一)概念：危險成本(Cost of Risk) 指管理純粹危險或靜態危險所需支付的

最低代價，一般包含危險的經濟成本及危險的憂慮成本。 

(二)包括項目：  

1.危險的經濟成本：包括預期損失成本、保險費、自己必須承擔的損失

(未投保部分造成的損失 )、危險及保險的行政成本 (事務承辦人員薪資

及處理費)、危險控制的成本(採取損失控制方法所付出之費用，如消防

設備費用人員教育訓練費用等 )、殘餘 (剩餘不確定成本 )及其他補償或

救濟（減項）。  

2.危險的憂慮成本：一是提存緊急準備金的損失，一般企業為因應可能

發生的緊急事故而提存準備金，以致不能將準備金做更有利的運用，而

使收益減少。  

另一是阻礙資本形成及減少生產能量的損失，企業擔心危險存在，而採

取比較保守的投資策略，甚至是規避危險，致使無法凝聚資本，於最佳

時機生產，獲取利益。  

(三)因應之道：  

1.藉由損害防阻方法降低危險成本。  

2.可經由保險方式轉嫁危險。  

3.可制定經濟政策，如獎勵投資，藉以提高投資意願。  

 

 

◎重點試題◎ 

一、試解釋「危險」、「危險事故」及「危險因素」。 

 

二、何謂危險因素？危險因素通常可分為那幾類？試分別舉例說明之。 

參考解答: 

1.指足以影響危險事故發生機率或擴大損失幅度之各種因素或條件。  

2.危險因素通常可分為那幾類  

(1)實質危險因素 (Physical Hazard)指標的物本身所具有足以影響危險事

故發生機率或擴大損失幅度之因素。  

(2)道德危險因素(Moral Hazard）指意圖不當利得而故意引發意外事故發  

生或擴大損失幅度的心態。  

(3)心理危險因素(Morale Hazard)又稱怠忽危險因素；指雖非有不當意圖，

但卻能增加危險事故發生機率或擴大實質危險因素。 

(4)社會危險因素 (Societal Hazard)指會增加損失發生機率或損失幅度的

法律及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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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問何謂道德風險？並請說明為什麼健康保險與汽車保險有較嚴重的   

道德風險問題？又保險公司可以利用什麼方法來降低此風險？ 

參考解答: (參考資料：李慧虹) 

(一)道德危險係謂因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不誠實或不正直之行為，致增加危

險事故發生之機會或條件。 

(二)健康保險中，保戶要求多住院幾天、多領取些藥物、或多注射幾劑營

養針或消炎針；汽車保險中，保險桿或車身已略有些許刮痕，於汽車

保險期間將屆滿前，故易製造事故發生，藉此機會讓汽車全身美容一

番，均屬道德風險所致。而上述二險種之所以較易發生道德風險，主

因為其所致之損失無違法之虞(不似火災保險惡意縱火或死亡保險故

意致被保險人於死，均有刑事責任)，且未危及他人身家性命之安全，

故不易遏止。 

(三)保險公司可藉由自負額、共保條款或給付金額之限制等措施，予保戶

承受若干風險與損失，俾期降低道德風險。 

 

四、保險公司之核保人員對於有意購買保險之投保人，常需進行危險因素   

(hazard)之分析。請說明保險學理將危險因素區分為那些類型？並以   

汽車保險為例，列舉各類型之危險因素。(參考資料：李慧虹) 

參考解答: 

(一)危險因素一般分為三類： 

   1.實質危險因素  (physical hazard) ：指某些事物具體存在之特質或現

象，足以影響損失之發生或損失之嚴重性，稱之為實質危險因素。  

2.道德危險因素  (積極道德危險因素) (moral hazard) ：源於個人之精神

或心態。由於個人不誠實或不正直之行為或企圖，故意促使危險事故

發生，以致引起損失結果或擴大損失程度，稱之為道德危險因素。例

如在魚價低落時期，鑿沈漁船之事故；再如經濟不景氣時，縱火索賠

之案件。  

   3.心理危險因素  (消極道德危險因素) (morale hazard)：個人於購買保險

後因不注意或不關心，以致增加事故發生機會及損失之嚴重性，稱之

為心理危險因素。亦源於個人之精神或心態。 

(二)以汽車保險為例：汽車過於老舊，未定期保養或更換零配件，屬實質

危險因素；故意製造假事故，企圖詐領保險金，屬道德危險因素；下

車疏忽未鎖車，或駕車分神屬心理危險因素。 

 

五、何謂純粹危險與投機危險？試分別舉例說明之。 

參考解答: 

1.純粹危險：指僅有損失機會而無獲利可能的危險；例如火災或颱風洪     

水可能造成房屋損毀的危險，人亦可能面臨因意外事故或疾病導致死     

亡的危險。  

2.投機危險：指既有發生損失可能，但亦有獲利機會的危險；最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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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即是賭博，其他如股票的投資或經營事業。  

 

六、何謂靜態危險與動態危險？ 

參考解答: 

1.靜態危險：指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件，或人為的錯誤或惡行所致

的危險。如天災地變、詐欺及暴行等。  

2.動態危險：指由於社會、政治、經濟、技術或人類需求的變化而產生

的風險；  如生產、行銷、創新、政治等風險。  

 

七、何謂基本危險與特定危險？ 

參考解答: 

1.基本危險：由於社會、政治、經濟、或自然界原因所引起，會影響整個

群體或其中大部份人的危險；如經濟景氣變化。  

2.特定危險：指由個人或個體所引起，並僅影響單一個體或若干個體的

危險；如個人或企業的財產遭受火災損失的危險。  

 

八、何謂危險成本？危險成本包括哪些項目？試扼要說明之。 

參考解答: 

所謂得危險成本是指管理純粹危險或靜態危險所需的經濟成本與憂

慮成本。危險成本包括二個項目： 

1.危險的經濟成本：是指危險的行政成本、危險控制的成本、保險費、

自己必須承擔的損失、、、等。  

2.危險的憂慮成本：是指提存緊急準備金的成本、阻礙資本形成、減少

產量、、、等。  

 

九.、試述危險之意義及其與不確定性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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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單元 

~~~危險管理~~~ 

 

人生不如意者，十常有八九；不如意是人生常態，也是宿命，重要者，

如何來管理與之共存 

 

法國費堯氏所著「一般管理與工業管理」書中的企業六大經營活動，

包括：1.技術活動，2.商業活動，3.財務活動，4.安全活動，5.會計活動，

6.管理活動。其中之安全活動主要在闡述企業家如何來對投入生產活動又

極具貢獻的人員生命及財產加以維護，不致因生產過程中之潛在危險而致

使生產停頓，是故，他歸結企業六大活動的基石即是「安全性活動」，同

時也是危險管理思想孕育所在。  

 

ㄧ、危險管理的定義及目的(參考資料：陳雲中/凌氤寶等著) 

(一)定義：危險管理是一門運用科學方法的管理技術。即透過對危險的

辯識分析與衡量，以及處理方法的選擇與執行，以最小的成本獲得

最大安全效益的一系列過程。 

(二)目的：乃以最低的管理成本，使危險對經濟單位或機構造成的財物

及人員不利影響減至最低程度，進而獲得最大利益。危險管理目的不

緊要使危險的影響或衝擊減至最低，並使正面的影響或結果擴大至最

大。 

 

二、危險管理的範圍（參考資料：凌氤寶等著） 

(一)依管理對象不同可劃分為：個人的危險管理及商業的危險管理。 

(二)依危險標的不同可劃分為：人身危險、財產危險及責任危險管理。 

(三)企業風險管理：隨這社會經濟發展，有些企業的危險管理已擴大到具

有投機性質的財務風險，甚至是企業面臨的所有風險，如策略風險、作

業風險、信用風險及市場風險等，整合企業所有面臨的風險加以管理，

即是目前一班所稱企業風險管理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

認為企業在實現未來策略目標的過程中，試圖將各類不確定因素所產

生的結果控制在可接受的範圍內的方法和過程，以確保和促進企業整

體的利益。  

 

三、危險管理的原則（參考資料：袁宗蔚） 

企業在執行風險管理政策時，必須注意一些基本準則，其中應特別注

意下列原則 (101 條危險管理準則—101 Rules of Risk Management)：  

(一)多加考慮潛在損失的大小，勿因小而失大。如某項危險應購保險，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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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節省保費，否則容易因小(節省之保費)失大(承擔可能發生之大損

失)。 

    →處理危險的成本與處理危險所生之利益，應有一合理關係 

    →保費合理情形下，不應因節省保費而未購買 

(二)勿冒本身能力所不能承擔的危險。若經濟單位面臨之各種危險不可能

完全消除或移轉，必須決定何種危險應予承擔時，則以不超過財務承

擔能力為上限，否則將導致經濟單位破產或財務上之嚴重損害。  

    →考量財務結構之不同 

    →損失發生時間之不同 

(三)多加考慮損失發生的各項因素。考量損失幅度、損失頻率。對某一損

失發生機率之大小，能事先明瞭固屬重要，但與潛在損失大小之估計

相較，則又屬次要。 

 

四、危險管理的目標（參考資料：凌氤寶等） 

為了獲得危險管理的真正效果，必須透過危險管理目標的達成。危險

管理的目標係指在損失發生前作財務之保證而於損失發生後有令人滿意

之復原。依其涵意危險管理之目標有二：一為損失前之目標 (Pre-loss 

Objectives )；另一為損失後之目標(P o s t - l o s s  O b j e c t i v e s )。茲分析如下： 

(一)損失發生前目標 

1.節省經營管理成本(Economy)：危險管理所欲達成的目標是於各種危險

管理對策中，以經濟合理之手段尋求最佳之處理方法，藉以減低經營

成本，尋求最大之安全保障。  

2.減少心理的憂慮(Reduction in Anxiety)：經濟個體透過對危險之管理，

自可減少損失頻率，降低人們心裡的憂慮，而使企業經營者得以放心

從事各項新的投資，如對廠房、設備、存貨買火災保險之目的者是；或

為減少家庭家居生活之不安全感，各種防盜設施或防火設施之安置目

的者是。  

3.履行外界強制性之義務(Meeting Externally Imposed obligations)：在某

些先進國家的政府常會立法要求，企業經營者應設立符合勞工安全法

規或裝置某些安全設施，例如：我國的勞動檢查法、勞動基準法之安

全作業規定等者是，而危險管理即可符合此項法令規定。  

 4.滿足社會責任感(Social Responsibility)與建立良好的全業形象：對整個

社會而言，企業發生災害整個社會亦同受其害，而危險管理可預防或

減少此種損害之發生，以達成應盡之社會責任，亦可在社會上建立良

好的企業形象。  

(二)損失發生後目標  

1.維持全業之繼續生存 (Survival)，良好之危險管理，有助於企業遭遇重

大災害時，能保持人員之最大安全與物之最大殘值，以維持企業之存

續。  

2.使全業得以繼續營運 (Continuity of Operations)：企業對危險管理之目

的，除可於損失發生後能繼續生存外，尚能在最短時間內獲得補償以

恢復正常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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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維持企業盈餘的穩定 (Earnings Stability)：損害發生後對企業資金之損

失，可透過危險管理之事前規劃而使損失之資金回流，而維持盤餘之

穩定性，確保股東之正常報酬。  

4.保持企業繼續的成長 (Continued Growth)：危險管不僅要能達成前述三

項目標，同時也要保持企業長期繼續成長的目標。  

5.善盡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透過危險管理使企業於損失發

生後，對受害之人或其家屬有一滿意之補償，且能在最短時間內恢復

正常營運，以確保員工之工作權，是為現代企業經營者應負的社會責

任。  

 

五、危險管理的步驟:如圖三（參考資料：陳瑞/袁宗蔚/凌氤寶等） 

危險管理是管理危險的一系列過程，應包括五個步驟，各個步驟間前

後環環相扣，必須確實執行，才能達到危險管理目標及效果。  

(一)危險的辨識及分析 (Risk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乃在辨識及分析

各種可能造成損失的危險。須對各種可靠資料加以分析整理，以認知

危險之存在性質，作為衡量危險之基礎，不僅要對那些已存在的風險

認知，並且要對各種變化及未來發展密切注意。 

(二)危險的衡量 (Risk Measurement)：亦稱為危險評估(Risk Evaluation)，乃

在衡量損失的嚴重性及發生機率。 

(三)危險管理方法的擬定與選擇 (Selection of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乃在擬定各種可行的危險管理方法，並選擇最佳組合的危險管理方法

以便執行。危險管理方法可分為危險控制 (Risk Control)及危險理財

(Risk Financing)兩類。 

(四)危險管理決策的執行 (Implementing the Decision)：即在確實執行所選

定的危險管理方法。 

(五)執行結果的檢討與修正(Monitoring or Reviewing the Results)：即在檢

討執行結果，發現問題所在，並加以修正，以期能達到最大效益。 

 

六、危險認識及分析的方法（參考資料：陳雲中/袁宗蔚/凌氤寶等） 

危險認識與分析乃指確認各種危險之存在，並認識其性質，以為衡

量危險之準備。危險認識的方法甚多，只要能對危險加以辨識的方法皆

可採行，主要的認識及分析方法有下列幾種。 

(一)危險分析問卷法(Risk Analysis Questionnaire Method)：乃透過一系列

詳細且深入的問卷式問題，使危險管理者能夠發現各種潛在危險的一

種方法。問卷設計給其他部門主管、員工填答各種可能面臨的危險，

再將結果整理、分析成一份企業可能面臨的所有危險。 

(二)財務報表分析法(Financial Statement Method)：指就財務報表的內容或

項目加以分析，以發現各種潛在危險的方法。例如針對存貨、應收帳

款或固定資產等分析其可能面臨的風險。 

(三)流程圖法(Flow-Chart Method)：指透過各種作業流程來辨認各種潛在

危險的方法。危險管理者可以從各個流程中去分析每一個流程可能面



124 
 

臨的危險。 

(四)保單對照法(Insurance Policy-Checklist Method)：指公司將其現行保單

種類與危險分析調查表結合改成問卷式的表格，使危險管理者能夠依

此表格對照比較其現有保單，以發現各種潛在危險的方法。如保單中

有保事項及不保事項，綜合分析可能面臨的危險。 

(五)實地調查法(Physical Inspection Method)：乃危險管理者親自至現場實

地去查勘，以了解各種潛在危險的方法。 

(六)損失紀錄法(Loss Inspection Method):根據企業或同業過去損失紀錄，

以認知企業可能遭受損失的各種潛在危險的方法。 

(七)專家建議:聘請風險管理公司或顧問，或委託保險經紀人、保險代理人

針對企業面臨的危險進行分析與建議。 

 

 

 

 

 

 

 

 

 

 

 

 

 

 

 

 

 

 

  

 

 

圖三 危險管理步驟 

 

七、危險的衡量 

(一 )危險衡量的目的：主要在衡量損失頻率 (Loss Frequency)及損失幅度

(Loss Severity)，以為擬訂危險管理方法之依據。  

(二)損失頻率的衡量 

1.損失頻率係指特定的群體對象在某一期間內，平均每一危險單位發生

特定危險事故的次數。例如凌晨 12 點到 5 點上國道高速公路的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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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交通意外事故的次數。  

   2.數學公式   

     損失頻率＝  實際發生損失之總次數/危險暴露單位總數  

(三)損失幅度的衡量 

1.損失幅度係指特定的群體對象在某一期間內，平均每一特定損失事故

遭受損失的大小程度 (金額 )。通常以總損失金額與總損失次數的比例

表示之。例如凌晨 12 點到 5 點在國道高速公路發生交通意外事故，

平均一次事故造成的損失金額。  

2.數學公式 

損失幅度= 實際發生損失之總額/實際發生損失之總次數 

(四)損失頻率乘以損失幅度的結果，表示處理每一危險單位的可能損失，

亦即危險數理值 (Mathematical Value of Risk)，為保險費率結構中的純

保險費(Pure Premium)或損失成本 (Loss Cost)。 

 註：總保險費=附加保險費+純保險費 

 

(五 )依損失頻率及損失幅度的大小，可以作為危險管理方法選擇的依   

據。 

 損失幅度/頻率之大小可分為下列四種： 

損失頻率高、損失幅度大 損失頻率低、損失幅度大 

損失頻率高、損失幅度小 損失頻率低、損失幅度小 

 

八、控制型的危險管理方法－危險控制(參考資料：陳雲中/袁宗蔚/凌氤

寶等） 

危險控制係指降低危險的決策與作為，包括透過降低損失頻率與損

失幅度而減少預期損失，以及降低實際結果變異程度的作為。即危險控

制的工具/方法包含降低預期損失語損失變異性。 

(一)危險控制的目的: 

1.預防或降低損失事故的發生。  

2.若損失事故發生後可減輕損失的結果。  

3.增加預測損失的能力。  

 

(二)危險控制的方法 

  1.危險迴避 (Risk Avoidance)：即在迴避從事會產生某類損失危險的活

動。如企業避免從事醫藥的製造，以避開可能造成巨額賠款的藥品

責任危險。雖然危險避免「有時」是最安全、經濟的方法，但實際在

應用上有其限制，因為並非所有的危險皆能避免，如人之老化、疾

病、死亡皆無法避免。故避免並非處理危險之唯一方法，在實行上

仍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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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損失控制 (Loss Control)：乃在控制損失的不發生或減少發生頻率，

或在損失發生時或發生後，控制損失的幅度，使損失減至最小。可

分為損失預防 (Loss Prevention)與損失抑減(Loss Reduction)；  

(1)前者乃在消除或減少各種危險因素(Hazards)，以減少危險事故的發

生機率；  

(2)後者則在損失發生時或之後，採取各種措施，以減輕損失的幅度。  

 

3.控制型的危險移轉 (Risk Transfer)：乃是以契約方式將資產或經營活動

的危險移轉給其他人來承擔的方法。例如出售危險性財產或設備予願

意接受的人。  

4.危險的隔離 (Risk Segregation)：乃隔離危險單位，避免危險集中，以

減少危險事故發生時的損失程度。  

 

5. 危 險的 合併 (Combination or Pooling) ：乃結 合 同 質的 危險 單位

(Exposure Units)，運用大數法則以增加損失預測的準確度，降低事故

發生的變異程度，亦即降低危險程度，以便採取正確有效的因應對策。  

(三)企業對損害防阻的理論 

損害防阻的技術有很多種，主要目的均用來降低損失機率或損失幅度，

美國風險管理科學界針對損失事故之成因，提出兩種主要損失防阻理論： 

1.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亨瑞奇認為工業意外事故的發生，就像骨

牌的傾倒一般，是由一連串的緊接事件所造成的。在一連串的連鎖反

應中，就以「人的行為或機械的危險因素」的控制最為重要。其主要

論點為：  

(1)人的傷亡與財損是意外事故發生之不幸結果。   

(2)意外事故的發生是人的操作行為因素或機械因素所導致。 

(3)人的操作行為因素或機械因素，係由於人為錯誤因素所使然。  

(4)人的錯誤因素源於所處的環境所致。在上述五張骨牌中，亨瑞奇認

為防止骨牌效應發生，最有效的方法是即時將傾倒骨牌迅速抽離，藉

此阻隔後續骨牌傾倒之連續反應。亨瑞奇認為五張骨牌中，以第三張

骨牌--「人的行為或機械的危險因素」的控制最為關鍵與重要。  

 

2.能量釋放理論(Energy Release Theory)：漢頓博士於 1970 年提出能量

釋放定理對損失事故之成因，認為：當能量蓄積超過負荷時，由於失

去控制的能源被釋放出來，加諸於人體或物體上，以致造成損害的物

理現象。因此，應該儘量避免或減少能量的形成、適時地釋放能量、

加強人或物的能量承受力，及減少已釋放能量的傷害，以防阻損失的

發生。因此損失防止應從下列著手： 

(1)避免或減少能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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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須適時的釋放能量。  

(3)加強人員或物體對能量的承受。  

(4)減少已釋放能量的傷害或損害。  

 

九、財務型的危險管理方法－危險理財（參考資料：陳雲中著 /袁宗蔚）  

危險理財又稱危險融資，主要著重於如何在損失發生前適當安排，已

在損失發生後取得復原資金用來支應損失，以降低損失所帶來現金流量的

波動。  

(一)危險理財的目的：以籌措資金的財務規劃方式來消化發生的損失。  

(二)危險理財的方法：  

1.危險自留 (Risk Retention or Assumption)：指經濟單位自行承受危險

所致損失的情形；通常危險自留有兩種，一為計劃性的危險自留:指

企業或個人充分了解所面對的風險，而決定自行承擔下來；另一為非

計劃性的危險自留:指企業或個人未發現的危險，而在無意中承擔可

能發生的損失，或雖發現有危險，但無適當處理方法不得不自留。 

危險自留的原因： 

(1)無知或疏忽，估計錯誤或漠不關心，以致自留危險。  

(2)無其他方法可資採行；或採行其他風險管理方法之成本過於龐大，

遠超過風險自留所付出之代價。  

(3)風險性不大，即損失頻率與幅度均小，本身可以安全承擔。  

(4)同類風險眾多，能合理正確預測損失成本，已有累積鉅額的準備

金可彌補損失，以自留方式來處理。  

 

2.自己保險(Self-Insurance)：指企業針對某些特定危險，運用保險的原

理及保費計算技術，定期提存基金 (Fund)代替投保商業性保險的一

種危險自留方法。  

自己保險運作順利的重要條件是要有足夠數量的危險單位。自己        

保險面臨一項風險，即準備資金尚未達到相當水準時，損失即已        

發生，因此自己保險較適合損失頻率高但損失幅度低的危險。        

自己保險計畫實施初期常搭配其他危險處理工具，如保險。  

 

3.專屬保險(Captive Insurance)：乃指不以保險為本業的企業自行成立保

險公司，以保險運作的形態，承保母企業及其關係企業某些特定危險

的一種危險自留方法。  

 

4.自負額(Deductible)：為危險自留的特殊形態之一，乃在保險契約中約

定，被保險人對於任一次損失必須先自行負擔的損失金額，保險人僅

就超過自負額的部份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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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非保險性危險移轉(Non-Insurance Transfer)：指個人或企業藉契約將某

些損失危險轉嫁於非保險業的他人或企業來承擔。例如公司化

(Incorporation)、保證 (Bonding)、危險證券化 (Risk Securitization)及

免責協議 (Hold-Harmless Agreement)。此種方式與控制型危險移轉不

同者，乃前者僅移轉損失的財務負擔而已，而後者不只移轉損失的財

務負擔，且包括損失的最終法律責任。  

 

6.保險(Insurance)：即個人或企業與保險人訂立契約，以繳交保險費為

代價，將某些特定危險所致的損失移轉給保險人來承擔。 

 

十、危險管理方法的選擇(不同損失頻率與損失幅度下的選擇，如圖四。

參考資料：袁宗蔚/陳瑞） 

(一)在損失頻率低及損失幅度小的情況下：可採危險自留、損失預防或抑

減(若成本合理)。 

(二)在損失頻率高及損失幅度小的情況下：可採損失預防、可採損失抑減

(若成本合理)、亦可採自己保險方式(若上述成本太高)。 

(三)在損失頻率低及損失幅度大的情況下；可購買保險、可採危險移轉方

式、亦採損失預防或抑減方式(若成本合理)。 

(四)在損失頻率高及損失幅度大的情況下：應該採危險避免方式、亦可採

損失預防及抑減方式。 

 

 

 

 

 

 

 

 

 

 

圖四 損失頻率與損失幅度綜合分析  

 

十一、危險管理決策的執行 

(一)編製危險管理政策說明書 (Risk Management Policy Statement)或危險

管理手冊 (Risk Management Manual)供相關人員遵守，以利危險管理

工作的執行。危險管理政策說明書，乃在揭示公司的危險管理目標、

損失危險處理原則、執行程序，以及相關部門及人員職責的一份說明

1.保險 
2.保險移轉 
3.損失預防或抑制 

1.危險避免 
2.損失預防或抑制 

  (如可能) 
 

1.危險自留 
2.損失預防或抑制 
  (如代價合理 
 

1.損失預防 
2.損失抑制 (如代價合  
  理) 
3.危險自留  
代價過高) 

損 失 頻 率 

低 高 

損

失

幅

度

 

 

 
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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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負擔額 

書。危險管理手冊，則在詳細規範危險管理計畫的執行程序及內容。 

(二)編組及訓練執行人員。 

(三)與其他相關部門及人員協調溝通，以便能徹底執行危險管理工作。 

(四)考量最適的風險管理成本。 

最適風險管理成本就是能夠使風險管理成本總負擔額最小的成本，即

是最適的風險管理成本，其目標為使風險管理成本最小化。  

 

 

 

 

 

 

 

 

 

 

 

 

 

  

 

十二、執行結果的檢討與修正的理由 

檢討執行結果時，要事先訂定執行績效標準，並比較執行配合度，以

發現問題，再確實加以修正。 

(一)各項事物隨時可能發生變動，因此必須經常注意、隨時調整。 

 (二)任何計劃的擬訂，錯誤在所難免，及早發覺錯誤所在，對計劃及行

動適時加以修正，以免造成重大損失。 

檢討執行結果時，要事先建立執行績效的標準，並比較執行的配合

度，以發現問題所在，再確實予以修正。 

 

註: 整合性風險管理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IRM) 

  整合性風險管理亦稱為企業整體風險管理 (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ERM)，是近年來風險管理領域中所發展出的新型態管理方式；其係指：「整

合所有會影響公司價值的風險並予以評價，再藉由各種的風險管理方法改

善公司風險，極大化公司價值。」 

  近年來由於科技進步，網際網路的發達，使資訊傳遞快速，跨國多角化

經營的企業比比皆是，隨著經營據點的增加及營收的成長，企業所面臨之

風險種類也越來越多，因此風險對公司而言，若純粹以各種不同的單一避

m1 m2 m3 

風險管理方法 → 

C’(S)＜0，C’(T)＞0 

C’(P)＝0，P 點斜率為 0 

在 P 點曲線 c 有極小值 ↑
風
險
成
本 

b 

C3 

C2 

C1 危險 

(負擔額) 

成本 

(負擔額) 

c 
c(x) 

a(x) 

b(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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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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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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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方式管理風險，將會造成重疊部分風險過度的保護。因此企業的風險管

理不能再侷限於傳統的風險管理，而需注意公司內其他的潛在性風險，將

焦點放風險整合上，以一種整合性的風險管理方式來處理這些風險所可能

帶來的損失、規避重疊部分之風險、減少成本浪費及管理效率降低之發生，

所以整合性風險管理乃應運而生。 

根據詐欺性財務報導全國委員會贊助機構之委員會 (the Committee of the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簡稱COSO委員會)將整合性風險管理的組成要素分為八個項目，

分別為：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目標設定(Objective Setting)、

事項辨認(Event Identification)、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風險回應(Risk 

Response)、控制活動 (Control Activities) 、資訊與溝通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以及監督(Monitoring)。 

 

 

 

◎重點試題◎ 

 

一、試分別說明損失防止理論中之骨牌理論與能量釋放定理之意義。 

 

二、何謂危險自留（承擔）？經濟單位對危險採行自己承擔之原因有那些？ 

   又危險自留之方式有那幾種？ 

 

三、何謂自己保險？採行自己保險有何條件？有何優缺點？  

參考解答: （參考資料：袁宗蔚/凌氤寶等） 

自己保險（Self insurance）：企業單位本身運用保險原理與經營技術，

透過足夠數量的同類危險單位，憑本身經驗損失頻率及損失幅度設立基金，

以補償損失發生之需，期能以較低成本獲得充分保障的一種財務處理方式。 

(一)採用自己保險所需具備的要件為：  

a.大量的危險單位且分散。  

b.提撥專款之自保基金。  

c.確實之損失紀錄與統計資料。  

d.健全的財務狀況與足夠的現金流量。  

e 良好之管理制度。     

(二)採用自己保險的優點為：  

a.節省保費負擔，發生之損失並可減免租稅。  

b.損失發生後可迅速獲得補償。  

c.可處理保險人所不願承保之危險。  

d.將使  經濟單位更致力於加強損失預防控制等。  

(三)採用自己保險的缺點為：  

a.危險單位不足，損失經驗較不穩定。  

b.基金建立費時較長，若在基金累積尚不足以彌補損失時，即發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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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事故，則將影響其財務之安全性。  

c.每年提撥之基金無法列為費用，達到減稅作用。  

d.自保基金若管理不良容易流為他用，造成自保基金不足。  

 

四、請說明危險管理方法中，「損失控制」(loss control) 與「保險」(insurance) 

二方法之意義，並以工作場所意外事故為例，說明企業如何併用此二

方法以降低員工之職災危險。  

參考解答: （參考資料：李慧虹等）  

(一)損失控制：包括兩部分：  

1.損失預防：即藉由改變實質危險因素，預防或降低損失的發生頻率，

以減少損失發生的機會。是屬於可以降低損失頻率的各種事前之積極

防護措施。  

2.損失抑減：當預防措施無法充分發揮作用而依然發生各種不幸事故時，

則力求減少損失幅度(即損失的嚴重程度)。是屬於危險事故發生時或

發生後可以減輕損失的各種事後措施。  

(二)保險：為處理可能發生之特定偶然事故，透過多數經濟單位的集合方

式，以合理的計算為基礎，共同醵金，公平負擔，以確保經濟生活安

定為目的的持續性經濟制度。  

(三)企業可採用上述二方法以降低員工職業災害危險之管理程序：  

  1.損失預防：(1)安排員工定期健康檢查。(2)實施防災安全的教育訓練。

(3)以團體保險方式為員工加入人身保險，如以工作場所意外事故為例，

則可選擇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  

2.損失抑減：(1)在工作場所加裝防護設備。  (2)利用僱主責任保險分擔

僱主對員工應負之賠償責任，內容可包括員工傷害及醫療與死亡等保

障。  

 

五、企業組織所面臨之各種潛在損失危險，有予以自留者，亦有以購買保

險方式予以移轉者，試說明何種危險可以自留？何種危險應購買保險予以

移轉？又企業組織雖已購買保險以移轉危險，在何種情況下仍須自行負擔

全部或部分損失？  

參考解答: （參考資料：李慧虹等） 

(一)企業處理危險之方法需考量損失頻率及損失額度，當某項危險經過審

慎評估，認為其可能發生之損失在企業承擔能力範圍內，且處理該項

危險之成本過高，與其採用其他方法處理，倒不如由自己承擔來得經

濟時，由企業自己保留承擔此項危險，通常於下列各種情況時採用之：

處理危險之成本，高於承擔危險所需付出之代價；估計某種危險過小，

其可能發生之最大損失，本身可以安全承擔；無法以其他方法處理之

危險，被迫自留。例如不可能移轉於他人之危險，或不可能防止之危

險；缺乏處理危險之技術知識，或對於危險之處理因疏忽或判斷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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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果，以致自己承擔危險所造成之損失。如由本身經驗可正確預知

可能承受之損失，並能加以有效控制，則可建立自己保留並承擔危險

之計畫或方案。 

(二)企業選擇以保險移轉面臨之危險，其多屬於損失可被客觀合理預測者，

其範圍不外是人身上的危險：指與個人的生命或健康有關的危險，如

人的死亡、疾病、傷害、殘廢、老年等。財產上的危險：即財產發生

各種直接的或間接的損害之可能性，如汽車由於碰撞或竊盜而發生損

害的可能性，或船舶有因沈沒、擱淺，以及碰撞而遭致嚴重損害等。

責任上的危險：即指對第三人的財產或身體造成損害，依法對第三人

負賠償責任之可能性。此種危險一旦確定時，即須對第三人給付賠償

金，其嚴重性不亞於現有財產的損失。 

(三)企業主若採自己保險、專屬保險、一部保險、共同保險條款、自負額、

免責額、金額限制，甚至四分之三碰撞責任條款等，則須自行負擔全

部或部分損失。另外，若採免責期間，則於該期間內因保險事故所致

之損失，亦全由企業主承擔。 

 

六、試分別說明危險控制與危險理財的意義。 

 

七、在保險市場裡，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常存在著，請扼要說明「道德危險」  

   ( Moral Hazard）的含義，並就商業保險與社會保險各舉一例，同時提 

   出降低道德危險的可行對策。 

 

八、保險市場訊息不對稱（Asymmetric Information ）的現象較嚴重，分 

    別為逆向選擇（Adverse Selection）與道德危險（Moral Hazard)，其 

    意涵如何？保險人在商品設計或經營時會作那些防範措施？對這兩 

    種現象，請各別舉兩個防範措施（例子）論述之。 

 

九、危險管理包括哪些步驟？事扼要說明之。 

參考解答: 

 (1）危險的辨識及分析:辨識及分析各種可能造成損失的危險。 

 (2）危險的衡量：衡量損失的嚴重性及發生的機率。 

 (3）危險管理方法的擬定與選擇：擬定各種可行的危險管理方法，並選   

     擇出最好的方法來執行。 

 (4）危險管理決策的執行:確實執行所選擇的危險管理方法。 

 (5) 執行結果的檢討與修正：檢討執行的結果，進而發現問題之所在， 

     並加以修正，以期能達到最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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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教學成果分享發表證明 

  

教學研究計畫校內成果發表證明 

  

教學研究計畫校外成果發表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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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心得經驗分享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