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育

暑期研究生心得
張博丞
就讀學校：成功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見習單位：元大金控 數位金融處

張譯方
就讀學校：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所
見習單位：元大證券 計量交易部

撰寫專案的過程中，在結合學術與
實務的路上，總是不斷遇到挫折，幸
好昶志督導總是適時地給予我寶貴
建議，讓我可以按照自己的節奏完成
專案。
感謝吳杰執行長與黃俊傑協理在
這兩個月的照顧，並且鼓勵我在撰寫專案的同時，去參
加實習生能參加的課程與會議，讓我不只了解事務面遇
到的難題，也囑咐我多看、多學、多思考，培養職場該
有的態度與思維。
這兩個月遇到許多貴人，除了讓我更加體會元大的溫
暖以外，讓我深知自己須不斷學習，好讓我更上層樓、
加強能力，為職場與未來做好準備！

在 2018 年的暑假，我榮幸地參
加元大暑期實習計畫，這兩個月到
了元大證券的計量交易部實習。我
覺得自己十分幸運，有機會在學生
階段的我，便對將來有志從事的職
業預先見習，過程更是收穫滿滿。
萬分感謝計量交易部的哥哥、姊姊們這兩個月的照
顧，無論是在專業上的問題，亦或是生活經驗的分享，
都不厭其煩地給了我很多的幫助。在研究指導上，也針
對我的主題「原油期貨」請了部門這方面的專家，指點
迷津讓我豁然開朗，最重要的，讓我明白了學校所學和
社會所用，該如何相互結合。再次感謝！

湯正行
就讀學校：政治大學 金融所
見習單位：元大證券 計量交易部

陳瀷中
就讀學校：政治大學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見習單位：元大金控 數位金融業務處

在計量交易部這兩個月的成長超
乎我原本想像，每天要不斷的解決
未知的問題，摸索全新領域，撰寫
小論文，我必須要深入了解未曾接
觸過的領域，不斷鞭策自己學習，
加上部門主管給予意見方向，最後
終於寫出滿意的論文，也學會很多新技能，這是經過努
力所得來的寶貴知識與經驗。
撰寫小論文能接觸到交易員在實務上遇到的問題，同
時我也嘗試嘗試用在學校所學加以應用；部門學長姐不
吝嗇提供觀點指導，期末報告時主管都到場聆聽成果發
表，並直接點評，對於新來的實習生能夠如此重視，真
的讓我非常感動。

很榮幸能夠進入元大進行為期兩個
月的暑期實習，這個暑假是一個非
常充實的暑假。這兩個月撰寫論文
的過程中有滿滿的收穫，除了自行
研究的部分，更多的收穫都是來自
和督導的討論過程，非常感謝學懋
督導這兩個月來的幫忙，在我撞牆期時也給予我很多的
幫忙，提供許多方向及資料給我，從學懋督導身上也了
解到自己許多不足的地方，無論是細心度、看事物的廣
度等等，都還有待加強。
期許自己能夠有效吸收這個暑假所產生的養分，利用
最後一年的學生生涯，加強自己的能力，成為一個更有
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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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研究生心得
吳芝儀
就讀學校：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所
見習單位：元大銀行 業務管理部

施佳綸
就讀學校：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碩士班
見習單位：元大人壽 數位金融部

實習期間除了學習元大銀行組織
及業務結構、撰寫研究計畫外，有
幸參與盛大的各分行經理人第二季
績效會議，看到不同單位長官的業
務檢討及業務目標簡報，如此大規
模會議場面讓我印象深刻。
在華山及永和分行的見習，我觀察到華山分行經理對
於團隊士氣的帶領以及行員從客戶在臨櫃辦事的與談
中發掘潛在理財客戶，主動爭取業績的決心；於永和分
行看到理專對客戶的招待及櫃檯人員結帳、出納作業。
對於能親身了解銀行前後台業務以及獲得單位同事的
指導實屬寶貴經驗。最後，很感謝俊煌資深協理在忙碌
中抽空指導我的報告，及同事對我的照顧。

「緊張、興奮和期待」這大概是
我踏進元大金控大樓的最初心情寫
照，然而部門內部和諧友善的氣氛，
督導、主管樂於分享及偶爾的「零食
餵養」，都讓這兩個月見習生活身心
「舒服」，我很慶幸學生生涯第一個
實習機會是在元大。
感謝元大這次暑期實習計畫，而「問題的界定」這是
我在這次實習中最大得收穫。縱然這次期末專題以一種
類似論文寫作的方式進行，然而在這邊不單是問「問題
背後的原因」，更問「問題發現後如何行動」，在這部
分非常感謝督導、主管、同事的協助，讓我更清晰理解。

李承遠

許晏寧

就讀學校：中正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見習單位：元大銀行 數位金融部
第一天進到公司大廳就被元大莊
嚴、井然有序的氛圍給震懾住了，
但踏入公司後部門同事及公司主管
卻都時刻面帶微笑給人溫馨的印象
與溫暖，令我著實安心不少。研究
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困難，幸好家華
督導的指導與意見總是給我適時的幫助，以及數金部門
同事安排的課程、會議也都讓我聽到、學到很多有別於
學校的知識，在元大的實習是我碩士生涯寶貴的經歷。
感謝元大給我機會，讓我在數位金融部實習，也非常
感謝指導的耐心、督導的細心以及主管的用心，幫助我
完成這次的實習專案並有個收穫滿滿的暑假。

就讀學校：政治大學 金融所
見習單位：元大期貨 風險管理部
很榮幸參加由元大主辦的暑期實習
計畫，感謝林俊良副總經理給予許多
指導，我的專案開始時間和同學們較
不一樣，當 5 月確定錄取後，俊良副
總就開始針對研究主題「用深度學習
發展期貨 / 選擇權交易策略」，推薦
相關書籍及學術論文讓我學習，並且每周撥空與我在學
校討論進度，指導實務面金融交易的操作方式及邏輯思
考，非常感謝副總的用心栽培！
最後，感謝學長姐這兩個月的照顧，透過成果發表也
讓我見識到同儕的簡報，過程更是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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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彥綱

曾建豪

就讀學校：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見習單位：元大銀行 金融商品部 - 理財通路組

就讀學校：政治大學 經濟研究所
見習單位：元大投信 指數暨量化投資事業群

實習期間天天都有滿滿的收穫，
回想第一天報到，督導交給我一份
結構型商品產品說明書，從剛開始
看產品說明書像是無字天書，到後
來透過督導解說與專題研究，我在
短時間內快速成長，不但了解商品、
掌握市場同時也強化程式能力；期末的實習研究成果彙
整報告，我學習到商品的研發與上架流程，過程中簡報
功力也因此大幅提升。
對我而言，在求學過程中，能有一窺金融體系運作與
理解金融商品設計的機會，這樣的經歷難能可貴，讓我
感到十分幸運，感謝元大金控，未來我將秉持相同的精
神，將經驗向下傳承，也期許自己有朝一日能發揮專才，
為台灣金融業貢獻一己之力。
林幸萱
就讀學校：中央大學 產業經濟所
見習單位：元大期貨 自營部 - 槓桿交易商
能夠在元大期貨的槓桿交易商實
習，實在獲益匪淺，不但認識許多新
形態的金融商品，還了解到許多課本
上不會教的實務操作，本次實習主題
為探討數位選擇權，屬於在一般市場
上尚未發行的期貨選擇權，不僅在法
制面的討論富饒趣味，且財金理論與法律思維的不同，
更是激盪出思想的火花，真的很謝謝副總與督導在實習
期間不厭其煩地教導、給予建議，也謝謝槓桿交易商的
每個前輩的關照，這段期間不但過了一個充實的暑假，
也在論文寫作上有初步練習，能來元大實習，真是一件
幸運的美事。

首先，非常感謝元大投信豐富了我
的暑假。其次，要特別謝謝督導及我
的「鄰居們」，每天要帶我去吃飯還
要被我很基本的問題轟炸，更要抽空
看我平凡無趣的文章。然而在一次又
一次的修改文章與討論中，我學會跳
脫以往的框架用更綜觀的角度去看一個市場；而在每次
的早會中，我也偷偷學習每位經理人的「內功心法」，
進化自己的武功。
兩個月的時間很快就過去了，很開心有榮幸到全台灣
規模最大的 ETF 發行公司實習，也很開心自己能夠對台
灣首創 Robo-Advisor_ETF AI 智能投資平台有所貢獻。
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機會向前輩們學習。謝謝元大金控，
謝謝元大投信，謝謝指數團隊。
陳庭羽
就讀學校：東華大學 財務金融所
見習單位：元大銀行 數位金融部
很榮幸能參與元大暑期實習計畫，
在這兩個月中謝謝采諭經理、怡汝經
理安排各組同仁幫我們上課及讓我們
參與部門會議，使我更了解數位金融
部裡各組的業務，學習到課堂上學不
到的知識。
在計畫撰寫的過程中，謝謝韻加副理，從論文架構到
問卷結果分析，給予非常多指導，在我陷入膠著時幫助
釐清觀念，也在思維邏輯、簡報技巧方面提供寶貴的建
議。
最後，感謝元大提供這個實習機會，讓我過了充實的
兩個月，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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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庭
就讀學校：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見習單位：元大證券 電子商務部
轉眼間到了實習的尾聲，很榮幸可以到元大證券的電商部實習，除了撰寫自己的專案也
參與該部門的工作 ( 例如 : 測試 app、與版商開會 )，過程中也提升了自己的實務能力。
實習的過程難免遭遇低潮甚至懷疑自己，也體悟到想把一件事情做好是多麼困難。正因
如此由衷感謝每位給予我諮詢與鼓勵的人，特別感謝怜住副理不管再忙碌都會給予我建議
與協助；也很感謝佳如督導給予我許多開導。
很慶幸自己在正式踏入職場前，有這麼扎實的訓練，相信自己未來必能更進步與成長。
沈玲儀
就讀學校：台北科技大學 經營管理所
見習單位：元大證券 通路事業部
難以想像兩個月的時間隨著專案研究逐步完成已進入尾聲，很榮幸在 2018 年的暑假能
夠到元大證券通路事業部實習。部門的同仁都很照顧我，特別感謝督導昶志襄理對於首次
以問卷調查作為專案內容的我給予最大協助與鼓勵，還有俊傑協理和婉玲經理總是不辭繁
忙的對於專案提出關鍵的建議，隨著溝通與討論建構出了整體的邏輯脈絡。
除了撰寫專案研究外，也參與了早會、連線會議、分區會議和到經紀部見習，從中也體
會到了學校無法學習到的實務面；這兩個月非常充實，遇到許多給予我未來人生方向的貴
人，讓我認知必須不斷充實自己，儘早為職場做好規劃！
趙長岳
就讀學校：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碩士班
見習單位：元大人壽 數位金融部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進入元大人壽數金部實習，在這裡除了完成專案外，主管還會積極安
排我們參加其他課程以及會議，讓我們累積更多實務經驗。而在專案撰寫時，我曾因邏輯
及問卷設計上出了問題，使得之前做的東西須重新來過，當時還滿難過的，不過在同事及
主管的鼓勵下，最後也順利地完成專案。
人壽數金部就像個大家庭，大家關係都很好，當我們在專案上遇到困難時，部門的學長
姐都很熱心地協助我們，即使他們不是我的 Mentor，也會給予我們很多實務上建議，相
信有了這次的實習經驗，未來不論是在碩士論文或是職場的專案都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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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研生結訓花絮

▲同學們研究成果精美簡潔，簡報時頗
有大將之風。

▲本次學界代表評審政治大學金融學系
林靖庭教授（中）特別於評點後留下來
參與指導學生湯正行 ( 右）的成果發表。

▲暑研生林幸萱同學有條理的
簡報，獲評審肯定。

▲暑研生拿到結訓證書後開心合照。

▲學生胸有成竹的回應評審提問。
▲會後暑研生們拿著證書與元大立牌合
照，紀念這難得的一刻。

▲本次邀請銘傳大學兩岸傳播研
究中心同學進行評審專題採訪及
活動紀錄，藉由活動給予同學學
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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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研生實習花絮

▲數位金融部同學們在督導指導
下跨子公司的共同學習及討論專
案研究。

▲元大不僅給予同學專業實務指導，
還給予像家人一般的照顧！元大期貨
槓桿交易商暑研生林幸萱（前排左
2）與主管同仁留念合影。

▲在元大銀行不同部門實習的同
學把握機會來個大合照。

元大銀行業務管理部主管及同
仁給予暑研生吳芝儀（前排左 3）
滿滿的畢業祝福及實習美好回憶，
部門聚餐留念合影。

▲除了吸收新知識也要兼顧研
究進度，二個月的實習生活對
同學來說相當充實。

元大銀行數位金融部陳
庭羽同學（右）與主管提
案討論。

▲同學為研究成果發表會提前準
備，先來一場模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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