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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风险存在于人类活动的核心领域。人类花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处理既有的和新兴的风险，

并致力于提高对风险的理解。来自世界各国大学勤勉的学者，以及来自公共和私人部门的研究人

员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风险，同时培育新一代的风险和保险专家。 

这篇报告涵盖了 RMI（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的大学教育。从历史、现在和将来的视角对

RMI 教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过去的视角涉及 RMI 教育的历史发展——从初始在法律或者统计的

领域内研究风险然后扩展到对保险和风险管理的研究。第二个视角按照各个区域和国家总结了

RMI 项目的发展状况。 

第三部分基于我们 2013 年 5 月至 2013 年 12 月开展的对若干学院和大学的调查。大约 200 所

世界范围内的机构参加了该调查。此报告的最终数据包括了 23 个国家 116 所机构对调查的完整回

应。报告最后对未来如何提供更多和更高质量的 RMI 教育提出了建议。 

感谢在报告进展中提供帮助的人们。首先，我们感谢那些教授，政策制定者和行业领袖，他

们不但参与了该调查而且为我们提供了关于 RMI 教育在他们祖国的最新信息。按姓的字母表顺序

排列，分别是： 

Irwani Abdullah, Michael Adams, Franck Adékambi, Jing Ai, Jan Ambrose, Khalid 

Al-Amri, Muhammed Altuntas, Elena Arkhipova, Yoshihiro Asai, Manoj Athavale, 

Sankarshan Basu, Marie-Claude Beaulieu, Christine Berry, Thomas Berry-Stoelzle, 

Enrico Biffis, Carol Blaine, Yunchang Jeffrey Bor, Patricia Born, Wendall Braniff, 

John Bratton, Carol Breed, Mark Browne, James Carson, Thitivadee Chaiyawat, 

Patrick Chan, Vicent Chang, Jacques Charbonnier, Bill Chen, Cherie Chen, Dihong 

Chen, Dongmei Chen, Hua Chen, Kai Chen, Tao Chen, Tsai-Jyh Chen, Chun-hsiung 

Cho, Jung Ho Choi, Yeongsuk Cho, B. Paul Choi, Misoo Choi, Ann Costello, Yosup 

Chung, Joseph Coughlan, Christophe Courbage, Keith Crocker, Enrique de Alba, 

John Daley, Jan Dhaene, Steve Diacon, Alexis Direr, Alberto Dreassi, Vladimir 

Echenique, Martin Eling, John-Oliver Engler, Karen Epermanis, Evangeline 

Escobillo, William Ferguson, Robert Ford, Jin Gao, Siwei Gao, James Garven, Kevin 

Gatzlaff, Arun Ghosh, Martin Grace, Philippe Grégoire, Yisheng Guan, Montserrat 

Guillen, Joseph Haley, Enya He, Chia-Ling Ho, Men Boon Ho, Annette Hofmann, 

Shi Hong, John Hood, Michael Hoy, Hong-Chih Huang, Pamela Hurley, Vaman 

Jalikop, Ahmad Zawawi Bin Jamal, James Jones, Hongjoo Jung, Yehuda Kahane, 

Karine Kam, Norlida Kamaluddin, Gordon Karels, Shannon Kendal, Dana Kerr, 

Bum Kim, Changki Kim, Hunsoo Kim, Jaehyun Kim, Atsuyuki Kogure, Igor 

Kotlobovsky, Gowdara Kotreshwar, Robert Kremslehner, Van Son Lai, Victor 

Lapshin, Bong-Joo Lee, Changsoo Lee, Hongmu Lee, Jaebok Lee, Kyonghee Lee, 

Sang-rim Lee, Soon-Jae Lee, Wondon Lee, Andre Liebenberg, J. Tyler Leverty, Jing-

yuan Li, Wei Li, Chao-Hsin Lin, Chien-Ting Lin, Yijia Lin, Chwen-Chi Liu, Weili Lu, 

John MacDonald, Harizam Mahalil, Marian Małecki, M.Z. Mamun, Piotr 

Manikowski, David Marlett, Kathleen McNichol, Bertrand Melenberg, Andrew 

Melnyk, Andreas Milidonis, Tomoka Miyachi, Alexander Mürmann, Maria Luiza de 

Oliveira Martins, Stefano Miani, Yasushi Morimiya, Mariko Nakabayashi, Sangwook 

Nam, Faith Neale, Stephanie R. Nesbitt, Gregory Niehaus, Norma Nielson, Sanae 

Ohno, Oleg Okunev, Mahito Okura, Vankayalapati Padmavathi, Jin Park, Sojung 

Park, Robin Pearson, Manferd Peterson, Nat Pope, Michael Powers, Puneet Prakash, 

Tim Query,, William Rabel, Lalitha Ramakrishnan, Hairul Hilmi Ramlee, Diego 

Hernández Rangel, Roslida Abdul Razak, Ziv Reich, Andreas Richter, David Russell, 

Subir Sen, K.R. Shanmugam, Michael Sherris, Bo Shi, Xiaojun Shi, Jeungbo Shim, 

Yoko Shirasu, Sergei Sidorov, Garrett Slattery, David J. Smith, David Sommer, Doss 

Steward, Fumitoshi Sugino, Suwanee Surasiengsunk, Yoshihiko Suzawa, Sharon 

Tennyson, George Thomas, G. Chari Vemulavada, Chip Wade, Haiyan Wang, Shaun 

Wang, Li Wei, Ning Wei, Brenda Wells, Andy Whitman, Albert Wong, Haibo Wu, 

Mei Xue, Shinichi Yamamoto, Takashi Yamasaki, Noriyoshi Yanase, Ahmad Shukri 

Yazid, Minghua Ye, Wan Aris Yon Bahiah, Takau Yoneyama, Zhigang Xie, Ji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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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nan Zhang, Haitao Zheng, Jie Zheng, Wei Zheng, Minglai Zhu, Evgeny Zlobin 

and Peter Zweifel. 

 

我们诚挚感谢以下机构将该报告的全文或者概要翻译为如下语言： 

 汉语翻译：中央财经大学 

 俄语翻译：罗斯戈斯拉克保险公司，莫斯科国立大学，全俄保险协会 

 西班牙语翻译：巴塞罗那大学风险中心 

 意大利语翻译: 乌迪内大学经济学与统计系  

 日语翻译：日本财产保险学会 

 韩语翻译：韩国保险学院 

 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翻译：马其顿保险监管机构 

 葡萄牙语翻译：巴西保险学校 

我们感谢圣约翰大学风险管理学院和国际保险协会为报告的出版发行做出的贡献，还要特别感

谢圣约翰大学 的 Brandon Sweitzer 和国际保险协会 Mike Morrissey，他们帮助我们获得了尽可能多

的 RMI 教育信息。 

最后，我们要诚挚感谢 Ismael Rivera-Sierra, Richard Waller, Yonathan Dessalegn, Kathryn 与

Shelby Cullom Davis 图书馆以及风险管理学院, Ruijiao Rachael Du (我的研究生助教)，以及风险管

理学院与国际保险协会的所有其他支持者。  

 

W. Jean Kwon 

 

国际保险与风险管理专业 Edwin A.G. Manton 首席教授  

保险监管研究中心理事 

风险管理、保险与精算科学学院 

圣约翰大学 

纽约 

http://facpub.stjohns.edu/~kwonw/ 

 

我们感谢日内瓦协会允许我们复制他们书中的版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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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中国保险教育的发展与中央财经大学的 RMI 教育体系 

 

    一、中国保险教育的发展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上海光华大学于 1928 年在其商学院开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招收全日制本科

生的保险专业，并且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保险学》教材。光华大学保险专业的主要课程为保险学、火灾

保险、责任保险和人寿保险。1926 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保险学会对于光华大学的保险专业给予支持，

提供兼职教师为学生讲授专业课程。据不完全统计，在 1937 年以前，在上海、南京、北京和重庆共有

6 所大学讲授保险专业课程。尤其在当时远东地区保险业最发达的上海，1930 年以前已经出版了《产险

季刊》和《寿险季刊》，为研修保险课程的师生提供了研究平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经在这两

部保险专业刊物上先后发表三篇文章。 

1946 年，当时的国立上海商学院成立了中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个保险系，提高了保险专业在教育领

域的地位，并且为抗日战争结束后的上海培养了保险市场紧缺的专业人才。1948 年，由于国内战争的

原因，导致国内保险业务几乎处于瘫痪状态，保险专业及相关课程也基本停办。1949 年 10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于中华民国时期成立的大学系科进行了合并与整合，加上人寿保险业务停办，相关

学校的保险专业及保险系不复存在，与保险相关的课程也基本停办。 1952 年，根据中国政府开展国际

贸易的需要，中央财经大学的前身、当时的中央财政金融学院金融系开设了专门培养从事海上保险业务

的本科班，也是中国高等院校自 1952 年至 1984 年间唯一设立的保险专业。 

1984 年，经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中国政府教育部的协商，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出资分别在辽宁大

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财经学院（现西南财经大学）设立了本科层次的保险专业。同年，哈尔

滨金融专科学校、保定金融专科学校和广东金融专科学校开始招收专科层次的保险专业学生。同时，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开始招收中国第一批保险硕士研究生。1985 年，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

学）和北京财贸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开始招收保险专业本科生。1986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长

沙创建了保险职业学院，并且成立了以招收中专学历为主的成都保险学校、南昌保险学校和广东保险学

校。同年，陕西财经学院、湖南财经学院、湖北财经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吉林财贸学院也开

始招收保险专业本科生。从 1990 年到 2010 年，是中国高等院校开设保险与风险管理课程和组建保险专

业、保险系或风险管理与保险系的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几乎国内所有设立经济学

院的高校都开始涉猎保险与风险管理教育领域，从而形成了中国大陆目前拥有的 85 所招收保险专业本

科生的大学，在这 85 所大学中，具有招收保险专业硕士资格的大学有 56 所，具有招收保险方向博士研

究生资格的大学有 25 所。 

二、中央财经大学的 RMI 教育体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央财经大学成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 RMI 教育体系的最好样板。 

1980 年，中国教育部批准中央财经大学设立国际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招收国际保险专业本科生。

作为中国最早面向全国高校保险专业编写教材及培训师资的中心，加上早期中央财经大学保险专业的许

多毕业生到中国各地拟组建保险专业的高校任教，中央财经大学的保险专业在全国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

界的影响力迅速提升，并被冠以“中国保险教育的摇篮”的称号。原有的教研室建制已经不能满足服务

全国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的重任，中央财经大学在 1986 年 1 月设立中国第一个保险系，并且开始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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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与保险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成立以后，为中国大学的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做出重要贡献。当时，各高校所使

用的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教材大多来自中央财经大学，全国高校的许多专业教师在中央财经大学接受相

关培训，中央财经大学成为中国保险教育与研究的领跑者。1993 年，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设立保险精

算研究生方向。1994 年，英国皇家特许保险学会（CII）在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设立北京考试中心，并

且对于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学生减免其会员资格（ACII）的部分考试科目。1996 年，澳大利亚与新西

兰保险与金融学会在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设立北京考试中心。2006 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保险与金融

学会同意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毕业生通过申请即可免试获得其会员资格，并将豁免时间追溯到 1984 年

起所有的毕业生。2014 年，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精算专业获得英国精算师协会准精算师 7 门课程的

豁免资格。 

2006 年 7 月，中央财经大学设立保险学院，原中国再保险集团董事长戴凤举先生出任学院院务委

员会主席、原中国人寿保险集团董事长王宪章出任首任院长、郝演苏教授任保险学院执行院长。2010

年 6 月至今，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与中国精算研究院合署运行，郝演苏教授任保险学院院长。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目前设有风险管理与保险系、精算科学系、劳动与社会保障系。学院同时招收

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目前，中国保险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央财经大

学保险学院，郝演苏教授兼任秘书长。根据 2014-2015 年中国大学本科教育分专业排名和 2014-2015 年

中国本科教育保险学专业大学竞争力排行榜，中央财经大学的保险专业均名列第一。 

截至 2014 年 9 月，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拥有专职教师 46 人。其中，教授及研究员 15 人，副教

授及副研究员 21 人。目前，学院每年招收本科生 105 人、硕士研究生 96 人、博士研究生 9 人。从 1984

年至今，学院培养了上万位各层次专业人才，许多学生已经成为社会的栋梁和行业精英。 

三、全球 RMI 教育报告的贡献 

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与研究的发展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APRIA 的创始人、美国纽

约的圣约翰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W. Jean Kwon 教授对于推动国际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与研究工作做

出了重要贡献。通过他与团队卓有成效的努力，对于促进各国保险教育者的合作发展，共同开展风险管

理与保险教育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份有关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与研究报告，比较全面地阐述了风险

管理与保险教育建设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提出了开展全球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与研究合作的建

议与思路，对于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的深入发展和进步将产生重要影响。感谢 W. Jean Kwon 教授对于

本报告付出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很荣幸地承担本报告中文版的翻译工作，我的同事张楠楠副教授负责本报告中文版的总纂工作，

她带领冯丽宇博士、王妲博士、王运鹏博士和许鼎博士合作完成了本报告中文版的翻译工作。保险学院

92 级校友，现在北德克萨斯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任教的何民副教授对翻译稿做了最终的审阅

和校订。 感谢她/他们对于本报告中文版所付出的努力。感谢他们对于本报告中文版所付出的努力。 

 

郝演苏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教授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 

中国保险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北京，中国 

 http://ins.cufe.edu.cn/ 

http://ins.c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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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Preface for Chinese Version 

——Development of China Insurance Education and RMI Education in CUFE 
 

1. Development of China Insurance Education 

It is recorded that Guanghua University in Shanghai was the first university in China to offer 

undergraduate program of insurance enrolling full-time students in business school in 1928 and published 

the first textbook titled “Insurance”. Major courses offered by its insurance program include Introduction 

to Insurance, Fire Insurance, Liability Insurance and Life Insurance. China Insurance Institute,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Shanghai two years prior, supported Guanghua University’s insurance program by 

appointing part-time faculty members to teach insurance courses. By 1937, a total of six universities 

offered insurance courses in Shanghai, Nanjing, Beijing and Chongqing according to incomplete statistics. 

Especially in Shanghai, the most developed far-east insurance market, “Quarterly Journal of Property 

Insurance” and “Quarterly Journal of Life Insurance” came into publication before 1930, providinga 

research platform for faculty and students studying insurance. Yinchu Ma, the well-known economist in 

China, had thre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ese two professional journals. 

National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 established the first department of insurance among China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1946; it not only promoted the status of insurance major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but 

trained the insurance professionals much needed for the insurance market in Shanghai in the post China-

Japan War era. The Chinese civil war put the insurance business to a halt in 1948; as a result, almost all 

college insurance programs and/or courses were suspended.  In October 1949,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igh education system went through a major phase of restructuring 

during which insurance major and insurance departments no longer existed as a separate 

major/departments, partially as a result of such restructuring and partially due to the fact that life insurance 

business came to a halt.  Accordingly, insurance related courses were suspended in universities.  

In 1952,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entral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Banking, the predecessor to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UFE), established the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marine insurance within the finance department. It was the only insurance major 

at the college level in China between 1952 and 1984. 

In 1984,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PICC) and Ministry of 

Education led to four undergraduate insurance programs established in Liaoning University, Nankai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and Sichu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ow known as Xi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ll funded by PICC. In the same year, Harbin Junior College of 

Finance，Baoding Junior College of Finance and Guangdong Junior College of Finance started enrolling 

the first group of students at the junior college level.  In the meantime,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C) started to recruit the first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insurance. Shangha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entl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nd Beijing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Trade (presently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arted enroll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insurance in 1985. PICC founded Insurance Professional College in Changsha 

and Chengdu Insurance College, Nanchang Insurance College as well as Guangdong Insurance College all 

of which focused on offering vocational/technical diploma in 1986. During the same year, Shanx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u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ubei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entl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nd Jili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Trade began enroll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surance.  It was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1990 

and 2010 that college level RMI curriculums, majors, and departments of insurance had reached to an 

unprecedented high level. During this period, almost all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business 

programs including Peking University set their feet in RMI education. As a result, there are currently 85 

Chinese universities offering undergraduate programs in insurance, among which 56 universities also 

enroll graduate students in insurance and 25 universities also enroll doctoral student with insurance as a 

track or a concentration.  

2. RMI Education in CUFE 

Historically, CUFE has become the best sample to study RMI education in P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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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80, CUFE was approved by 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establish its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Risk Management. CUFE has become the “Cradle for China’s Insurance Education” as it was 

the first place where insurance textbooks are written and faculty are trained to teach insurance courses here 

before assuming teaching responsibilities in other insurance programs in China.  In addition, many of 

CUFE’s RMI graduates have now become faculty of other insurance programs. The growth of insurance 

education at CUFE led to the very first insurance department in PRC in January 1986 when CUFE also 

started to enroll master students with RMI concentration. 

CUFE’s Department of RMI ha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hina’s RMI education at the college 

level. Over the years, many insurance programs at other universities adopted the textbooks authored by 

CUFE faculty and numerous college professors received their training in CUFE.  CUFE has become the 

front runner in China’s insuranc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1994, Department of RMI started enrolling 

master students with actuarial science as a concentration. Chartered Insurance Institute (CII) Beijing 

Examina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CUFE in 1994. The students of the Department of RMI are 

exempted from certain courses when applying for the ACII membership.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stitute of Insurance and Finance (ANZIIF) Beijing Examination Center was established in CUFE in 1996 

and graduates of the Department of RMI can apply for ANZIIF membership without taking any 

examination and such waiver of exams applies retrospectively to all graduates of of CUFE’s Department of 

RMI since 1984. In addition, CUFE’s students majoring in Actuarial Science are accredited to be exempt 

from seven sources of the Faculty and Institute of Actuaries Exams of UK. 

In July 2006, CUFE established its School of Insurance with Mr. Fengju Dai, formerly Chairman of China 

Reinsurance Group as the President of School Board, Mr. Xianzhang Wang as the first Dean of School and 

Professor Yansu Hao as the Executive Dean of Insurance School. Since 2010, the Insurance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Actuarial Science in CUFE have been operating under one umbrella and Professor Yansu Hao 

has been the Dean of Insurance School. 

Currently, the School of Insurance consists of three departments: the Department of RMI, the Department 

of Actuarial Science as well as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school offers a full range 

of education programs including Undergraduate Programs, Master Programs and Ph. D Program. To date, 

the ‘Secretariat of Steer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Insurance Master’s Degree and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was housed in the Department of RMI with Professor Yansu Hao as the General Secretary. 

According to major-specific University ranking of China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f 2014-2015 and 

competency ranking of China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oncerning insurance of 2014-2015, RMI major of 

CUFE was ranked as the top RMI program in China in both cases. 

As of September 2014, there are 46 full-time faculty members in the School of Insurance including 15 

professors and research fellows and 21 associate professors and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s. Currently，the 

School admits 105 undergraduate students, 96 master students and 9 doctoral students each year. Since 

1984, tens of thousands of students have graduated from the School many of which have taken the 

leadership roles in the industry. 

3. Contribution of the Survey Report of Global Collegiate RMI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M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s the vital sign of social progr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 Jean Kwon,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APRIA and Chair Professor of School of 

Risk Management, Insurance and Actuarial Science in St. John’s University, New York,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RM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e collective effort of Professor 

Kwon and his colleagues at St. John’s has greatly advanced the collaboration among insurance educators 

worldwide and strengthened the insurance education. The survey report on RM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has not only provided a great overview of the problems and obstacles confronted by RMI education but 

proposed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further develop global cooperation between RMI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which will undoubtedl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volvement of RMI education. 

We owe great thanks to Professor W. Jean Kwon and his colleagues for their great effort in making the 

report available. 

We are honored to undertake the task of translating the survey report into Chinese mandarin. Nannan 

Zhang, one of my colleagues at CUFE, is leading this task. Four of our doctoral students, Liyu Feng, Da 

Wang, Yunpeng Wang and Ding Xu (Listed alphabetically by last name), worked together in translating 

the report into Chinese. Enya （Min） He, a CUFE alum who is now Associate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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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Texas (Denton, TX, USA), reviewed and revised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translation. Thanks to them 

for their commitment to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eport. 

 

 Yansu Hao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Dean of Insurance School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eneral Secretary, Steering Committee of National Insurance Master Degree Education 

Beijing, China 

 http://ins.cufe.edu.cn/ 

http://ins.cufe.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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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述 

 

风险管理和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层次分明，从低技能雇员以及高技能专业人员各尽其能。风

险管理与保险业相关企业，尤其是再保险部门长期以来则是国际化的，这使得该行业对人力资本

的需求在程度和范围上比其他行业更广。毫无疑问，保险行业依赖高等教育系统为他们不断提供

新的、敬业的员工，并有望将这些员工培养为未来的人才。 

作为学者，行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我们是否已经尽最大努力使保险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新

雇员和在职员工更具吸引力了呢？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除了个别新兴经济国家，全球范围内学

习风险管理和保险的大学生人数并没有显著的上升。正如我们预期的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保险

市场的一个重要风险。这些社会、经济和市场特定因素的共同影响使得吸引和维持人力资本的挑

战日益严峻。 

我们也注意到，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或职业方向，RMI 虽然并未被社会大众和大学生认可，

但对于已经学习保险的在校学生、目前在保险行业工作的年轻一代，还是曾经在保险业工作过的

前几代人，保险行业是具有吸引力的。因此，我们需要更有效地帮助大众认识到风险管理和保险

这一行业的重要价值这包括整个保险业进行更多的社会公关；和各地大学密切合作以便在更多的

学校建立保险专业；采取措施更好的吸引人才，培训人才和留住人才；以及为迫近的跨金融服务

部门、跨边界的人才流失问题做好准备。 

这篇报告总结对我们对历史记录的考察，2013 年我们所做的专门调查以及我们与世界范围的

RMI 教育工作者的交流。本报告还综述了保险行业的各个职业组织的一些举措以及这些组织与当

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具体而言，本报告调查了大学 RMI 项目自 19 世纪诞生以来在整个 20 世

纪的发展。然后根据公开的信息以及我们在 2013 年对 25 个国家的 116 个大学或者机构调查的结果，

我们总结了保险教育项目的现状。 

风险与保险教育：过去 

有关在保险领域开展学术工作的证据最早发现于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在本报告所调查

的大学中，我们惊喜的发现有一些学校还保留着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论文记录，比如说欧洲大学

（巴黎大学、卡昂诺曼底大学、图卢兹大学、里昂大学和阿尔伯特 - 路德维希 - 弗莱堡大学）、北

美大学（波士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我们还发现系

统的行业培训课程可能先于正规的大学保险专业教育设立。比如保险机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

会、波士顿保险图书馆协会，纽约保险学会和一些其他组织对保险学术界和整个行业的发展做出

了杰出贡献，诸如针对从业人员的研讨会，函授课程和雇员考试等（这个时期进入保险业的新员

工主要是高中毕业生）。 

欧洲学者——特别是那些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学者，在 19 世纪或更早时期举办了不定期的

保险专题讲座。在北美，在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都有开办保险

研讨会的记录现。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大学都声称自己是第一所在常规课程教学方案中加入保险

学课程的大学。纽约大学早在 1905 年就开始逐渐发展保险学课程大纲，包括人寿保险、精算实务，

寿险公司经营管理和财产保险（经纪业务）。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保险学初等和高等教育早在 20 世

纪初就开始出现和发展。 

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保险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才得以迅速发展，特别是在美国。一系列对美

国学院和大学的调查（在 1927, 1932, 1949, 1956-1957, 1969-1970 和 1975-1976）表明，大学开设的

保险学课程和项目的数量在上升。例如 1975-1976 年的调查发现，有 677 家机构提供总计 2, 566 门

保险类课程。数十年中，保险学原理一直是最常见的课程，随后是人寿保险和财产责任保险。但

有趣的是，最近一次对于 1992-1993 学年开展的对北美大学综合调查显示，有 203 所大学开设本科

生 RMI 课程，其中只有 61 所在本科生层面生设有 RMI 主修、辅修专业或相关方向。该报告还显

示，有 71 所大学设有研究生 RMI 课程，这其中 18 所设有主修专业或方向，3 所设有辅修专业。博

士层面有 8 所大学设有主修和辅修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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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开展的对大学 RMI 教育的全球调查始于 1960 年。调查发现在美国境外有 299 所大学共有

699 名教师教授 456 门保险学课程，保险学原理是开设最普遍的课程，随后是保险法、社会保险、

人寿保险，火灾保险和海上保险。一项于 1977 年开展的调查报告称，67 个国家的 332 所大学提供

786 门保险学课程。风险管理和保险基础是最普遍开设的课程，随后是保险法课程。 

RMI 教育的状态：现在 

在加拿大，很多大学将一门或更多 RMI 课程作为商科教学计划的一部分，但是只有个别的大

学提供 RMI 学位。在美国，相当多的学院和大学提供本科生 RMI 主修和辅修专业学位。除了以上

地区，在北美，中美和拉丁美洲关于 RMI 高等教育机构的信息比较有限。 

对于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大多数学校和机构来说，RMI 教育是本科生、研究生、

博士生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项 2010 年关于中国的报告显示：中国共有 87 个本科生 RMI

项目，47 个研究生 RMI 项目和 23 个博士生 RMI 项目，有 20, 000 多名本科生，1, 500 多名研究生，

240 名博士生和 1, 100 多名教授。印度有几个全国性和区域性大学提供单设的 RMI 项目，或者将

其作为金融服务课程的一部分。RMI 在日本遵循研讨会制度。韩国大部分大学现在则以金融服务

课程代替了之前独立的 RMI 项目。在台湾，我们发现不仅有大量提供 RMI 教育的公立和私立大学，

还储备有大量的来自外国和本土的教授队伍。一些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公立和私立大学也有 RMI 课

程。 

在英国，我们发现有几所大学提供 RMI 项目，但数量很少，一部分原因是英国为人熟知的职

业认证项目的存在，另一部分原因是作为保险业人力资源发展的关键参与者，英国保险行业协会

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大学教育。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在欧洲大陆和几个联邦制国家，包括澳大利亚

与新西兰。在这些国家，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 RMI 课程，通常不被作为主修或辅修课程。

相比而言，俄罗斯现在有超过 40 个大学设有 RMI 项目。在土耳其，保险课程通常是作为保险和银

行课程安排的一部分被广泛提供。 

对风险管理和保险的兴趣（包括小额保险和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的 takaful 保险）在非洲和中

东地区明显上升。但是除了南非，我们对这些地区在 RMI 教育的信息上知之甚少。 

2013 调查 

这次的调查我们收到了包括来自 25 个国家的 37 所公立大学（机构）和 79 所私立大学（机构）

的最终有效回复，我们调查了学术部门设置的特征、教师团队、学位项目，学生群体以及这些大

学（机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重要发现总结如下： 

院系设置 

除了系之外，有 4 所大学专门开设了保险学院，1 所开设了保险研究院，1 所开设了风险管理、

保险和精算科学研究院。名为“保险系”的机构有 4 所，名为“风险管理与保险系”的有 12 所，名

为“金融与保险系”的有 8 所，在其余的 61 所机构中，RMI 项目教育不是列为单独的院系， 而是

包括在诸如金融系等非专设的院系中。 

教师团队 

这 112 所大学总计拥有 495.5 名全职教师，其中 422 名（85.2%）有博士学位；总共拥有 287.5

名兼职的教职工，其中有 100.5 名（35.0%）具有博士学位。每所大学或机构平均有 4.38 名全职和

2.54 名兼职教师。有 12 所大学有 10 名或以上全职教师。68 所大学报告称它们聘有持有 1 个或多

个职业认证的教师。 

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 

112 所大学中的 83 所（74.1%）提供 RMI 本科专业（可能也包括那些将 RMI 作为研究内容的

金融与保险综合类专业）。84 所大学中的 41 所（48.8%）额外提供 RMI 的辅修专业（包括研究方

向等）。此外，10 所大学提供 RMI 本科生辅修专业。关于高等学位项目，我们发现 113 所大学中的

69 所（61.0%）开设 MBA、MS 或者研究生 RMI 项目，69 所大学中的 43 所（62.3%）还开设博士

生的 RMI 项目。另有 5 所大学没有硕士学位项目，但开设 RMI 博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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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数（99 个观察数据） 

在我们调查的 99 所大学中， 共有 14, 171 名学生注册了各级 RMI 学位项目，包括 10, 786 名本

科生，1, 024 名全日制 MBA 学生，249 名在职 MBA 学生，1, 418 名全日制硕士在读生，383 在职

硕士在读生和 293 名博士在读生。 

学生总人数最多的 10 所大学中，有 5 所在中国，2 所在台湾，各有 1 所在德国、韩国和美国。

本科生人数最多的 10 所机构中，4 所在中国，3 所在台湾，各有 1 所在俄罗斯、韩国和美国。

MBA 人数最多的 10 所机构中，3 所在中国，1 所在台湾，2 所在美国，4 所在印度。MS/MA 项目

学生人数最多的 10 所大学中, 4 所在中国，3 所在英国，各有 1 所在澳大利亚、印度和泰国。最后，

我们发现 6 所中国的大学培养相当多的 RMI 博士学位在读生。而在印度、俄罗斯、台湾和美国，

每所大学拥有 10 个或更多的博士在读生。 

本科生 RMI 课程（99 个观察数据） 

除一所大学外，所有的大学均提供风险管理和保险导论作为必修（80 所）或选修课（18 所）。

其他常见的课程包括人寿与健康保险（45 所必修，27 所选修）、财产与责任保险（45，15）、风险

理论/经济学（31，20）、商业保险（28，18）、保险法（21，28）、个人保险（20，20）、险公司运

营（16，31），员工福利（17，27）和再保险（9，20）。在开设理论和实务导向的课程方面，我们

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发现非常独特的模式。 

只有少数大学将 RMI 课程发展为具备国际视野的课程。4 所将其作为必修课开设，而另外 14

所作为选修课。1 所美国大学把实习课程设为必修课，另 7 所美国的大学则将其作为选修。一些其

他国家的一些大学也正计划开设此类课程。 

研究生 RMI 课程（60 个观察数据） 

基础原理类课程仍是最常见的课程（28 所必修，17 所选修），其次是风险理论/经济学（27，

15），保险法（19，13），财产和责任保险（15，13），人寿和健康保险（12，22），保险公司运营

（9，13）。金融风险管理是比较普遍的课程的，20 所大学将其作为必修课，21 所大学将其作为选

修课。少部分大学开设金融类课程以及金融与保险课程。 

博士生 RMI 课程（27 个观察数据） 

我们发现 RMI 博士项目似乎更少地强调课程本身。大部分学校只开设两门或者更少的必修课

——一般为保险学原理，风险理论/经济学和金融风险管理。调查发现风险理论/经济学是最常见的

课程（14 必修，7 选修），随后是金融风险管理（6，11）和 RMI 基础（7，6）。只有少数大学开设

与实务或保险市场相关的课程。 

项目成功因素 

那些使得 RMI 项目具有竞争力的成功因素包括大学和院系的声望、教师团队的声望（例如研

究、教学方法创新、研究中心的开设，以及该项目和其他学术部门的协同效用等）、政府和行业支

持，以及大学的地理位置等。 

挑战 

最显著的挑战是招生方面的困难，包括招聘具有高研究/教学水平的教师团队，以及具有一定

规模和质量的学生。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保险领域并不被普通公众和大学生们广泛知晓。但对于从事该领域学习

的学生和保险行业的从业者而言， 保险行业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对于年轻一代，尤其对于那

些即将上大学的高中生和那些商学院的学生，雇主需要从保险行业能做出社会和经济贡献，以及

从业者应具有专业水准这两方面增强其专业意识。基于前文引用过的结论，我们对于降低 RMI 领

域人力资本吸引和维持风险提供如下建议。 

第一，我们建议高等教育机构及其合作培训机构更积极地创造和巩固与保险行业的密切合作。

第二，我们建议保险公司与附近的高等教育机构紧密合作，朝着将 RMI 建设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

的方向努力；对于那些已经开设 RMI 项目的大学，建议应该朝着协整和优化学生学习进程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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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第三，教授必须不断评估现有 RMI 课程大纲的教学有效性，并不断更新它们。 

最后，关键的一点是，开设 RMI 项目的大学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保险行业并不仅仅依赖这些

保险院系提供人力资本。保险公司需要在更广范围学术领域招收人才，以便更好地进行在产品设

计、市场营销、核保、理赔、投资、会计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的日常运营活动。这些人才可能来

自经济，金融，法律与会计，以及工程或者政治科学专业等。但是，RMI 院系的价值在于，它们

能够打造出对保险业务具有强烈兴趣并且能在未来最终引领保险业发展的保险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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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大学教育： 

过去、现在与未来 

一、引言 

世界经济是动态的，充满了连续变化与不确定性。当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些不确定时，就可

以将这种动态与变化转化成新的增长机遇。否则，我们将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下滑的经济漩涡和

动荡之中。而增长知识——人力资本开发的必然成果——可以是对抗这些不确定性问题的有效工

具。 

包括风险管理与保险业在内的金融服务行业非常需要持续的人力资源供应。Kwon（2014）指

出，来自人口、社会、经济和市场特有因素的综合影响使保险业在人力资源吸引和保持方面面临

严峻的挑战。他发现，虽然风险管理和保险学并不是被社会公众和学生们广泛认知的领域，但对

于从事该领域学习的学生以及行业内的专业人员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此，提高公众对于风险

管理与保险（RMI）教育价值的重视是非常必要的。例如，行业可以开展更多的社会公关活动，同

本地大学密切合作，开设相关专业；开发更好的人才招募、培训和维护项目；以及为可能发生的

跨金融服务部门、、跨边界的人才流失问题提前做好准备。 

完善风险管理与保险高等教育的前提是对其历史发展与供给方式有清晰的理解。本报告正是

基于这个出发点。在下面描述的框架下，本报告介绍了全球各类高等院校以主修或辅修方式（或

者按照研究方向）开设 RMI 项目课程的情况。本报告的第二部分（风险和保险教育：历史）调查

了从 19 世纪至今的风险、保险和风险管理教育的发展史。这部分还重点调查了学者和学生有关风

险与保险研究的记录、行业机构何时与如何开始开展针对新老员工的培训项目的历史，以及大学

风险与保险学课程在欧洲、北美与亚洲出现的历史过程。 

本报告的第三部分（大学风险、保险和风险管理及保险教学调研）介绍了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本世纪初之间相关调研的主要成果。大部分调研包含了美国高等院校开展 RMI 教育的情况。此外，

也有一些针对加拿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 RMI 教育的调研。 

第四部分（风险管理与保险教学的现状）以大量的资料为基础，分别按区域和国别介绍了风

险管理和保险教育的发展现状。资料来源包括但不限于：早期的调研记录；亚太风险与保险协会

（APRIA）保存的学术机构记录；美国风险与保险协会（ARIA）、欧洲风险与保险经济学家会议

（EGRIE）、日内瓦协会，及其各类出版物；各学院和大学网站；以及来自本报告所涉及国家的教

授学者们的重要贡献。 

第五部分（2013 年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项目调研）阐述了自 2013 年 5 月至 12 月进行的大学

RMI 项目调研的成果。此次调研涉及的机构来自 23 个国家。除去重复数据和未以主修和辅修方式

开设 RMI 课程的机构（大学），总样本数量为来自 20 个国家的 116 个机构（大学）。国家的分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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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澳大利亚（1），巴西（1），加拿大（1），中国（16），德国（2），香港（2），印度（9），爱尔

兰（1），以色列（1），日本（9），韩国（9），马来西亚（2），墨西哥（1），俄罗斯（4），南非

（1），西班牙（1），中国台湾（6），泰国（1），英国（3），美国（44）。本部分阐述了各大学相关

课程的共性和特性。 

        最后，第六部分（总结：未来）总结了本报告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于未来 RMI 教育的影响，并

建议各地学者和行业领袖共同为发展管理风险管理和保险领域的人力资源而努力。 

二、风险与保险教育：历史 

与保险商业的历史相比——例如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 1800 年），意大利的海上贸易

文档（14-15 世纪）及劳和社保险市场（16 世纪）——风险与保险教育的历史相对很短。作为一个

学术学科其始于 1900 年左右，正式的风险管理教育则起步更晚，为 20 世纪 50 年代。 

保险业拥有能够衡量风险、设计产品并定价、开展日常业务及在监管规则下最终决策的人才

和专家。在市场竞争加剧和金融服务融合加速的情况下，对人力资源的管理，尤其是对那些经受

过专业教育和培训的员工的管理变得尤为重要。这种对于人才资源的需求不能仅通过专项技能培

训项目得以满足。行业需要一个稳定的年轻员工供应流，特别是需要具有扎实知识基础，有兴趣

并愿意投身于保险行业的大学毕业生。 

这种对人才的需求贯穿了整个工业化和城镇化时代，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新雇员都只有中学

学历。行业领导者们对于培训和教育关注的提升逐渐推动行业机构开始开设各层次的培训项目，

于是在那些保险业务繁荣区域的高等院校陆续开设了从本科到博士学位的 RMI 教学课程。 

早期学术研究  

保险学术研究早在 19 世纪末期、20 世纪初就出现了。1比如在 ProQuest 的 Dissertations & 

Theses 数据库中共有 6 项完成于 1899 年底之前的学术研究。它们是： 

 Lidwig Cohn (布雷斯劳大学，德国) 1878，Der Versicherungs-Vertrag nach allgemeinem 

Rechtsprinzipien (法律通则下的保险合同); 

 Jean Clement (格勒诺布尔大学， 法国) 1896，De l'assurance en cas de deces contractee 

par un epoux au profit de son conjoint (死亡案例中的保险:丈夫的合同); 

 Otto Lehner (图宾根大学，德国 ) 1897，Die rechtliche Stellung der Mitglieder einer 

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 auf Gegenseitigkeit (互助保险公司的法律地位); 

 Marcel-Julien Cosmao-Dumanoir (巴黎大学，法国) 1898，De l'assurance sur la vi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patrimoine de l'assure (寿险与被保人财产); 

                                                        
1 这一发现主要基于英文文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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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quaud， Gabriel (图卢兹大学，法国) 1899， De l'assistance medicale gratuite : notes et 

reflexions (免费医疗救助的注释和思考);  

 Paul Croner （波恩大学，德国) 1899，Die Bedeutung der Lungenschwindsucht fur die 

Lebensversicherungsgesellschaften (肺结核病对于寿险公司的影响). 

该数据库收录了 23 篇在 1900-1909 年间发表的博士论文。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出自于欧洲大

学毕业生之笔，如巴黎大学（法国）、卡昂大学（法国）、图卢兹大学（法国）、里昂大学（法国）

和弗莱堡大学（德国）。巴黎大学的保险学术研究在这一时期是最活跃的。另外，数据库中还有

1910-1919 年间发表的 12 篇学术成果，1920-1929 年间 20 篇，1930-1939 年间 54 篇，1940-1949 年

间 49 篇。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论文数量增至 158 篇，2000 年前十年增为 1715 篇。2 

在北美，数据库中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出自一位 1901 年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的毕业生。以下

是 1900-1919 年间北美地区发表的博士论文清单： 

 Allan Willett (哥伦比亚大学，美国) 1901， 风险和保险的经济学原理。 

 Edward Ayers (波士顿大学，美国) 1901， 德国的强制劳工保险。 

 Lester William Zartman (耶鲁大学，美国) 1906， 寿险公司投资研究。 

 Bruce Mudgett (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 1913，美国寿险合同中的全残条款。 

 Robert Woodbury (康奈尔大学，美国)， 1915， 社会保险的经济学分析。 

美国其他在 1920-1939 年间至少有一项论文记录的机构如下（括号内为该期间首篇（批）论文

出现的年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1920），芝加哥大学（1929），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921），匹兹堡大学（1933），波士顿大学（1934），哈佛大学（1934），乔治华盛顿大学（1936），

普林斯顿大学（1936），圣路易斯大学（1937），肯塔基大学（1938），西北大学（1938），匹兹堡

大学（1939），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1939），福特汉姆大学（1938）及纽约大学（1939）。 

我们在数据库还发现了北美地区若干篇硕士毕业论文，它们来自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

校（1916），以及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1929）。此外，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分别有两家机构

（美国的蒙大拿大学和亚特兰大大学、美国的怀俄明大学和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五十年代有

一家机构（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具有相关硕士毕业论文记录。 

以上发现证实了保险学术研究早在 19 世纪末期在众多高等院校开始起步，而且这些研究主要

是硕士-博士论文。保险作为一门正式课程，以及作为专业项目，应该是产生于 20 世纪稍晚时期，

报告此后会详细阐述。 

作为学术团体的保险机构 

Hardy (1915) 发现系统的保险培训项目的开设早于正式的大学 RMI 学位教育。最早存在记录

                                                        
2 关于中国的学术记录疑有争议故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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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是 1873 年设立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保险协会。3 爱尔兰保险协会成立于 1885 年，随后设立

的机构出现在诺维奇（1886）、伯明翰（1887）、约克郡（1888）、布里斯托尔（1890）、纽卡斯尔

（1896）和诺丁汉（1896）。4 这些机构在 1897 年共同建立了英国保险协会联盟。1901 年，一些英

国的其他城市（如都柏林、爱丁堡、格拉斯哥、伦敦、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也成立了类似的组织

机构。在英国的影响下，类似机构也出现在如澳大利亚（墨尔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多伦多）、

新西兰（奥克兰）和南非（开普敦）等城市。 

然而，直到 1899 年，英国协会联盟才首次开设了规范的保险专业职业培训项目。该项目由一

系列考试组成，为期三年。在第一期考试中，共有来自英国本土和境外的 110 名考生提交了 627 份

考卷。随后该机构于 1908 年更名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保险协会，并于 1912 年被英国政府授予“特

许保险协会”（CII）之名。众所周知，在 1921 年之前 CII 已经拥有涉及火险、寿险、水险、意外

险等科目的课程大纲（Carter，1921）。 

在美国，首家此类行业组织是 1886 年成立于波士顿的保险图书馆协会。从 1890 年开始，图书

馆会举办一些简短的保险讲座课程 (Goerlich，1940)。据 Hardy 描述（1915），其他一些城市的保险

公司也于 1901 年成立了相似的组织——包括芝加哥、克利夫兰、纽约、费城和匹兹堡）以及之后

的一批（巴尔地摩、哈特福特、孟斐斯和旧金山）。美国保险协会（IIA）于 1909 年设立。 

在这些组织中，纽约保险协会是最活跃的。这家成立于 1901 年的协会不仅定期举办与保险相

关的教学会议，还开设了一家保险图书馆——即圣约翰大学风险管理学院的 Kathryn and Shelby 

Cullom Davis 图书馆的前身。1947 年，纽约保险协会成立了纽约保险学院。截至 1957 年，纽约保

险学院共有 4,048 名学员，开设课程 101 门，在职教师 120 人。其中仅有 40%的登记学员拥有大学

学历（Goerlich，1962）。 

       此外，美国寿险承保人学院（1927），美国保险学教师协会（1932），Solomon S。 Huebner 保

险教育基金会(1940)，以及美国财险与责任险承保人协会（1942）先后成立。这些组织通过向从业

者提供函授课程和考试，尤其在新从业者主要为高中毕业生的时期，为保险学术和行业发展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 

保险课程和教育项目的诞生   

从哲学、经济学或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角度看对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可以上溯几个

世纪， 可谓历史悠久。单从美国来看，McClain（1951）发现波士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盛

顿大学分别自 1874 年、1876 年和 1877 年就开始设立保险法课程。5 相对于高等院校从法律和精算

                                                        
3 这一机构主要处理水险事务。 
4 该机构最初名为诺丁汉火险协会，后于1898年变更为诺丁汉保险协会。 
5 1910年前，保险法学课程开立学校为福特汉姆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波利斯法学院，联合

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堪萨斯城大学，肯塔基大学，密苏里大学，北达科他大学和南达科塔大学

（McCahan，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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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的保险研究，对保险的研究的历史相对较短。事实上，先驱学者们一直将保险视为法律、经

济学或数学教学的一部分内容；通常以专项和不定期研讨会的方式交流所学，以及通过自学的方

式指导学生。 

我们也找到了有关欧洲、亚洲和北美保险高等教育的资料。Huebner  (1906) 和 Morimiya (2009) 

指出德国普鲁士政府于 1895 年在哥廷根大学（又称格奥格，奥古斯特大学）成立了保险学院。

Morimiya 补充说一名日本学者回国前曾在这所大学研修保险。Huebner 也提到日本东京高等商科学

校曾在一项特殊学位项目中开设寿险和财险课程（1906）。Dung 和 Chang (1932) 补充到，保险的

介绍性课程——包括寿险及财险——在日本高中（包括商业高中）、学院和大学都是必修课。在韩

国，Bosung 学院（现韩国大学）从 1910 年和 1915 年起，分别开始开设保险法和保险学基础课程

（Lee，2010）。延世学院（现延世大学）作为一所商科高等学校，在这一时期也开设了保险课程。

Lee（2010）指出相对现代的大学保险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 1946 年的首尔国立大学、延世大学和韩

国大学。 

Zheng (2011) 指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中国）成立于 1898 年，于 1902 年在经济

学科第三年内的培养方案中设立了一门保险学课程。一项该校银行保险系 1904 年的纪录表明，保

险业要义是一门核心课程，共需 18 学时。1912 年，该校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并单独设立保险学

系开展保险学教育。6Dung 和 Chang (1932) 指出，当时一些主要的大学都开设了作为选修课的保险

课程，1931 年，中国政府宣布计划为中学和商科高中编订保险教材。 

在美国，Hardy（1915）举例说哈佛大学的 Charlton Thomas Lewis“临时举办一些讲座”。Moir

（1917）认为哈佛的讲座始于 1897 年。然而，在美国，全面系统的大学保险教育直到 1904 年后才

产生。Huebner（1906）提出“大约六七年前，美国的大学里还没有保险课程，今天，它们几乎存

在于所有大学或机构，而且每一年都有更多的大学在加入这一名单。”他的名单中包括宾夕法尼亚

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

大学、爱荷华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堪萨斯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和美国西北部的一系列规模较

小的大学。 

Hardy（1935）提出，威斯康星大学或明尼苏达大学率先在常规课程中开设了保险学课程。此

外，我们还从纽约大学（1935）找到了一些关于其进行系统化保险教学的记录。该校从 1905 年起

开始开设保险课程，并在之后的 10 年中平均每年有 50 名学生（大概每学年）进行学习（Hardy，

1915）。1905 年后三十多年中，该校与其他组织（如美国寿险承保人学院）通力合作，逐渐发展出

了寿险、精算应用、寿险业管理和保险学概论（保险经纪）等学科方向。每个学科方向对应地包

含四年制学位项目和两年制证书项目。附录 A 是一份四年制保险概论（保险经纪）项目的课程表。 

三、大学风险、保险与 RMI 教育课程的开展状况 

                                                        
6保险项目包含课程：保险学原理，人寿保险，财产保险，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应用数学，商法，

破产法，国际法和第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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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述，保险研究作为一门系统的学术学科出现于 1900 年前后。虽然如此，但 1900-

1920 年间关于其发展的记录非常稀缺且相关文献表述并不一致。比如，Hardy（1915）提出至少有

40 所院校在开展保险基础课教学，而 Huebner（1941）却表明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仅有 17 家学校

开设课程。7 

有不少调研报告佐证，从 1920 年起，保险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发展强劲，特别是在美国。8 就

此我们之后还会详述，美国相关机构的第一批调研报告于 1927 年完成，紧接着是 1932、1936 和

1940 年。9 S.S. Huebner 保险教育基金会随后承担起这项工作，分别于 1949、1954、1958、1964、

1972 和 1979 年开展了调研。此外，我们还找到了美国之外的一些学术机构的调查资料。 

在美国，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关注风险和保险教育需求、课程设置、教授角色和高等教育机构

的研究项目（例如：Loman，1959；Blanchard，1959；Krogh，1959；Gaumnitz 等，1960；

McGrath，1963；Cline，1972；Black，1972）。我们发现了发表在《美国大学保险教师协会学报》

上的《风险与保险课程理念》，学报的前身为《风险与保险杂志》，文献以年系列的方式从 1962 年

发表至 1974 年。作者有 McCahan 和 Loman (1947），ARIA 委员会 （1962），Long （1965a），Horn 

（1967），Lloyd （1969），Hall （1970）和 Cummins （1974）等。美国的教授们同时期也在风险

和保险方面开设了博士项目（例如：Long，1965；Green，1969；和 Anderson，1973），以及非保

险专业学生的研究生课程（例如 Hold，1968）。唯一关于大学风险与保险教育的文章由 Gardner 和

Schmit  (1995) 撰写，发表在美国顶级保险和风险管理学术期刊《风险与保险杂志》。 

本节报告按时间顺序概括了上述调查。 附录 B 提供了美国首次选用的保险课程分布。应当注

意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前的美国学术机构的调查报告并未区分高等学术机构、其他种类学术机构

（例如到 1961 年的纽约保险学院）、学位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保险课程，因此，其展示的

机构数目、课程数目和学生数目比 1980 年之后的调查要多。 

 

 

表1：美国学术机构开设的保险课程（1920年调查） 

名称 

按照美国州名排序 

所有五门 保险概论 火险 寿险 意外险 保证保险 

阿拉巴马大学 a    有 有 有 有 

阿拉巴马理工学院  有     

霍华德学院，阿拉巴马州  有 有 有 有  

阿肯色大学 b    有 有   

                                                        
7我们甚至观察到Huebner 撰写的1927年报告和1941年报告之间的不一致性。 
8我们未能在本文中囊括的报告为Huebner和McCahan (1932)， McCahan (1936)， McCahan及合

作者 (1940)和McCahan及合作者(1949)。 
9他们是Huebner (1927)， Huebner (1932)，美国寿险学会 (1936) 及McCahan和Kelly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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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按照美国州名排序 

所有五门 保险概论 火险 寿险 意外险 保证保险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  有     

丹佛大学，科罗拉多州 c   有 有    

耶鲁大学，康涅狄格州   有 有   

霍华德大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佛罗里达大学   有 有   

佐治亚大学   有 有 有  

佐治亚技术学院  有 有 有 有  

莫瑟尔大学，佐治亚州 无      

爱达荷大学  有  有   

装甲工程学院，伊利诺伊州 e    有    

芝加哥大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诺克斯学院，伊利诺伊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有 有   

洛约拉大学，伊利诺伊州   有 有   

西北大学，伊利诺伊州 f    有    

德堡大学，印第安纳州  有 有 有   

普渡大学，印第安纳州  有     

柯伊学院，爱荷华州  有 g      

德雷克大学，印第安纳州   有 有 有 有 

格林内尔学院，印第安纳州   有 有   

爱荷华大学，爱荷华市  有 有 有   

贝克大学，堪萨斯州  有     

肯塔基大学，列克星敦  有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马里兰州 无 h       

马里兰大学巴尔地摩分校  有 有 有   

波士顿大学，马萨诸塞州  有 有 有  有 

圣十字学院，马萨诸塞州  有     

底特律城市学院，密歇根州  有     

底特律大学，密歇根州 i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有  有 有  

密歇根州立大学兰辛分校  有     

明尼苏达大学，明尼波利斯 j    有 有 有 有 

密西西比大学  有     

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    有   

克雷顿大学，内布拉斯加州  有     

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有    

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有 有 有 有  

纽约大学 有      

圣劳伦斯大学，纽约   有 有   

雪城大学   有 有   

杜克大学，北卡罗拉纳州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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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按照美国州名排序 

所有五门 保险概论 火险 寿险 意外险 保证保险 

北达科他大学大福克斯分校   有 有 有 有 

爱克朗大学，俄亥俄州  有  有   

辛辛那提大学，俄亥俄州    有   

迈阿密大学，俄亥俄州 k    有 有   

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  有  有 有  

西储大学，俄亥俄州   有 有   

威腾伯格大学，俄亥俄州  有     

俄克拉荷马 A&M 学院   有 有   

俄克拉荷马城市大学  有 有 有   

俄勒冈大学尤金分校   有 有 有  

俄勒冈州立农业大学科瓦利斯分校   有 有   

巴克内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州   有 有   

利哈伊大学，宾夕法尼亚州 l   有     

宾夕法尼亚大学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布朗大学，罗德岛州  有     

田纳西大学诺克斯维尔分校  有     

达拉斯商学院，德克萨斯州  有     

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   有 有 有 有 

犹他大学盐湖城分校  有     

佛蒙特大学伯灵顿分校  有     

威廉玛丽学院，弗吉尼亚州  有     

弗吉尼亚大学夏洛茨维尔分校  有 有 有   

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有   

华盛顿与李大学，弗吉尼亚州   有 有   

西弗吉尼亚大学，摩根敦  有 有 有   

华盛顿州立学院普尔曼分校  有 有 有   

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  有 有 有   

伯洛伊特学院，威斯康星州  有     

马凯特大学，威斯康星州  有 有 有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 有 有   

总计 9 48 48 51 21 15 

 

编者注：a 阿拉巴马大学自从 1921 年期便提供保险课程。 b在调查进行时期，该大学报告的课程显示为新开设的

课程。c 该大学报告显示寿险课程被临时取消。d 在调查进行时期，该大学正在计划增设保险课程。e 该校报告在

消防工程中有 100 个奖学金项目。f 该大学报告有 60 个奖学金项目。g 在调查进行期间，本课程只开设一次。 h 

保险课程在该大学被取消。 i 美国寿险承保人学会（ACLI）正在帮助该大学发展课程。 j Hardy（1935）注明明

尼苏达大学有三门保险课程，寿险、火灾和水险、意外保险。学生可以通过函授方式进修。该校同时通过教育推

广部门提供有关寿险数学、广告、投资，以及诸如寿险推销、保险概论、火险与水险、寿险基本原理等的特殊课

程[p. 6]。  k 该大学是否实际开设课程未得到确认。l 该大学提供的信息被认为不充分。 

北美调研：1920s – 1990s  

我们发现了一个由 McClain（1951）撰写的简短的报告，虽然该报告并非以调查为基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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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记录了截至 1910 年少数几家开设一到两门保险课程的学术机构。具体见下表，其中 G 表示综述

类课程，L 表示寿险课程，P 表示财产险课程： 

 装甲工程学院 [P]; 

 伊利诺伊理工大学 [G]; 

 爱荷华州立师范学院 [G]; 

 纽约大学 [GP]; 

 三一学院 [G]; 

 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 [GP]; 

 宾夕法尼亚大学 [GLP]; 和 

 Yakton 学院 [G]。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虽然无法获得具体的记录，Ralph Blanchard (哥伦比亚大学)首先在

美国开展了一项有关保险研究的调查。基于 Blanchard 的调查报告，Huebner (1927)发现在 210 家被

调查的院校中有 93 所开设保险课程。在 93 所院校中，50 所只开设一门保险学概论课程，32 所只

有一门或多门保险专业课程，11 所同时开设了保险概论和专业类课程。应美国保险联合会要求

（Insurance Federation of America），Blanchard, Huebner 与 Hardy (1927) 对美国 38 个州的 146 家机

构展开了调查。他们从 100 家机构收到了有效的回复。下文总结了调查发现，被调查机构的名单可

从表 1 中获取。 

 表 1 显示，在 100 个有效回复中，78 家机构或大学报告称自己开设提供一门或多门保险

学课程。10 

o 课程被分为 5 类：保险学概论，火灾保险，人身保险，意外伤害险和保证保险。 

o 9 家机构开设提供全部 5 门课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霍华德大学、芝加哥

大学、诺克斯学院、底特律大学、纽约大学、杜克大学，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

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 

 寿险课程的开设最为普遍最受欢迎，一共有 51 家机构提供开设。48 所大学开设提供概论

以及火险课程。意外伤害险和保证保险分别有 21 家和 15 家机构开设提供。1928 年的调

查将这些课程定义如下：       

o 保险学概论课程普遍被作为经济学、精算数学和工商管理类课程学习的一部分。 

o 火灾、意外和保证保险既可以作为为期一学期的独立课程，也可以作为其他非保险课

程的部分课程。 

o 寿险课程包括那些主要用于培训保险代理人的课程。 

在其余的 22 家机构中，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和纽约的康奈尔大学表示他们开设有保险法课程。

圣路易斯密苏里的华盛顿大学和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表示他们计划要开设保险课程。 

                                                        
10 本报告中回复机构的数量未将提供保险法课程的机构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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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该调查显示有 46 家机构对保险课程的兴趣在上升，6 家稳定，只有 3 家现实取消了保

险课程。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我们发现了一项 Huebner 和 McCahan (1932) 开展的调查。他们向美国

的 500 家机构邮寄了调查问卷。在 413 家回应的机构中，146 家表明他们开设了至少 1 门保险学的

课程，课程总计 337 门。具体如下: 

 保险基础类课程（112 门）独立课程在由 99 家机构提供学校开设。这些课程名称常用“保

险”或“保险学原理”，每门课程为每周三小时。87％的授课时长为一学期，其余均为一学

年。63%的课程注册人数在 25 以下，27%的课程在 26 和 50 之间，2%的课程注册人数在

51 和 75 之间，4%的课程注册人数在 76 和 100 之间，只有 4%的课程注册人数超过 100。

大约有 15％的课程面向研究生开放。4 家大学机构只为向研究生开放设保险概论类的课程。 

 52 所大学开设人寿保险课程（总共 65 门）在。对于那些开设人寿、财产和人身意外伤害

保险等具体课程的机构，保险概论类课程往往是学生学习这些特定课程的先决条件。在几

乎所有的大学中，寿险课程为每周三小时、持续一个学期长的课程。 

 43 所大学开设财产保险课程（总共 48 门），这些课程通常为一学期长，每周 2 到 3 小时。 

 13 所大学开设意外和其他相关主题类课程（总共 17 门），持续一个学期，每周 2 到 3 小

时。 

 总起来看，调查样本中所有的学校共有 17 个全职和 219 个兼职的教师。在拥有全职教师

的机构中，每家都只有一个全职教师席位，但宾夕法尼亚大学除外，该大学有 3 个全职教

师和 11 名兼职讲师。 

此外，Hardy（1935 年）引述政府来源消息称，在 1935 年前后，共有 148 所高校开设一门或

多门保险课程。它们一共开设 257 门课程，共有 183 教职员工和 6,762 名学生。 

20 世纪 40 年代(美国)。我们发现这十年间可能进行了两次调查。一项调查的细节并不为许多

人所知，除了 Goerlich（1940）的一项研究中引用了该调查。Goerlich（1940）引述称，总计 213

所美国院校开设了 584 门保险类课程。其中，纽约保险业协会每周则平均开设 27 门培训性质的保

险课程，共有 1,650 学生参加。McCahan 和 Huebner（1949 年）在其 1949 年的调查报告中陈述，

在 1947-1948 学年跨度内 250 所高校共开设了 853 门保险课程，包括为那些“非保险专业”的学生

开设的课程。相比 1938-1939 学年（本报告中未分析）的调查结果，机构数和课程数分别比之前的

235 和 584 有所上升。11 

本项调查对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各大学引入保险课程的年代分布的信息。如表 2

所示，在 853 门课程中，20 门是在 1910 年或之前引入的。而在 1911 年和 1935 年间，美国大学开

设保险课程的发展是相当平缓的，而在 1931-1935 间则有一个跳跃式的增加。下文总结了调查的其

他重要发现。 

                                                        
11 根据1938-1939学年调查，他们报告称注册学生共计18,24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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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保险开设课程的时间分布 

开设年代 课程数量 比例 

1910 及以前 20 2.3% 

1911 - 1915 15 1.8% 

1916 – 1920 27 3.2% 

1921 – 1925 30 3.5% 

1926 – 1930 76 8.9% 

1931 – 1935 58 6.8% 

1936 – 1940 110 12.9% 

1941 – 1945 66 7.7% 

1946 – 1948 147 17.2% 

未显示 304 35.7% 

总计 853 100.0% 

          来源: McCahan and Huebner (1940)， p. 23。 

 

 基于选修课程的学生分布（排除 145 门无法获得学生注册数据的课程），他们发现保险概

论是开设最普遍的课程 (占 41,009 名学生的 45.1%)，接着是财产、意外险（20.6%），人

身险与其他（17.7%），以及保险法（10.6%）。参与调查的大学还开设其他相关课程

（比如精算科学，社会保险和研究和研讨会）。 

 每门课的课时数从 30 小时以下（18 门）到超过 74 小时（37 门）不等。大部分课程要求

在 30 到 59 小时之间。12 

 共有 509 本科课程。其中 142 门向研究生开放，14 门则开放给参加夜大学与推广计划的

学生。 

 有 18 门课程专为研究生开设，242 门课程只为夜大学与推广计划的学生开设，76 门课为

职业法学院的学生开设。一些机构报告说要加长或计划延长现有的单学期或者持续两个

学期的课程。 

 一些机构计划让保险学课程成为其他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或希望将课程调整到与特许人

寿核保师（CLU）或特许财产和意外险核保师（CPCU）的课程大纲相一致。 

20 世纪 50 与 60 年代(美国)。文献表明至少两项调查在此期间进行。其中一项由布兰查德

（1959）引用，表明在 1956-1957 学年，493 所高校开设 1,686 门的保险课程。最普遍的是概论类

课程（398 所院校开设）。 

Eilers 和 Fletcher（1964）领衔的 1962-1963 学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相比于以往的保险课程，

549 家学校最初计划开设 2,136 门次的风险和保险课程，但只有 1,824 门课程在学年实际实施。调

查的其他主要结果如下： 

 有 60,837 名学生选修了一门或多门风险和保险课程。 

                                                        
12 这些分布信息不涉及无法获取课时信息的163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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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最常见的课程是原理类课程（457 家大学或 83％的被调查者），其次是寿险（214

家大学或 39％）与财产、责任保险及相关领域（196 家大学或 36％）。13其他课程

包括但不限于保险法（49 家大学）、社会保险（47 家大学）和风险管理（29 家大

学）。 

o 根据课程设置的数量（共 2,136 门次），最常见的是财产、责任保险及相关领域

（642 次），其次为保险原理类课程（592 次）和寿险（536 次）。 

o 根据课程注册学生的数量（学生总数 60,837），其中学生注册人数最多的课程是保

险原理类课程（27,469 人），其次是财产、责任保险及相关领域（15,178 人）和人

寿保险（10,986 人）。 

 在 2,136 门课程中，有 1,110 门主要为本科生开设，228 门为研究生开设，375 门为夜大学

的学分制学生开设，423 门为夜大学的非学分制学生开设。 

 根据班级规模而言（共 2,136 门课程），1,137 门课程只有不超过 25 名或更少的学生

（53％），449 门课程学生数在 26 至 50 之间（21％）。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我们发现在这十年间共有 2 份调查报告。首先，Morith（1972 年）根

据他在 1969-1970 学年的调查，发现共有 579 学校通过 2,207 门课程进行保险及相关领域的教学。

这代表着超过五分之一的美国教育机构开设保险类课程。其他研究结果归纳如下：  

 有 74,577 学生选修了一门或更多的风险和保险课程。在 579 所学校家机构中，有 411 所

家开设提供 1 到 3 门课程，76 家提供所开设 4 到 6 门课程，42 所开设家 7 到 9 门课程，

49 所家开设超过 10 门以上的课程。 

o 最普遍开设的课程是保险原理（408 所院校，占受访者的 70％），其次是寿险（273 所

院校，占受访者的 41％），财产、责任保险及相关领域（202 所院校，占受访者的

35％），保险法（107 所院校，占受访者的 18％）。 

o 就开设课程的数量（共 2,207 门次）而言，最常见的是财产和责任保险及相关领域

（626 次），其次是寿险（542 次）和原理类课程（537 次）。14 

o 根据课程注册学生的数量（学生总数 74,577）而言，学生注册人数最多的课程是保险

原理（37,324 人），其次是财产和责任保险及相关领域（14,288 人）和人寿保险

（13,353 人）。 

o 在 2,207 门课程中，有 1,156 门主要为本科生开设，259 门为研究生开设，292 门为夜

大学的学分制学生及 497 门的为夜大学的非学分制学生开设。 

o 据悉，仅有 2,055 门原定开设的课程按期实际授课。 

                                                        
13 纽约保险学院（College of Insurance）（1962年更名为保险学院(School of Insurance)）独自开

设有56门财产责任保险与20门寿险课程（Lenz， 1967）。 

14在2,566门提供的课程中，纽约保险学院（College of Insurance）开设94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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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至于班级规模（2,207 门课），1,250 门课程的注册学生数不超过有 25 名或更少的学生

（57％），460 门的学生数在 26 至 50 之间（21％）。 

其次，Morith（1979）的调查报告反映了 1975-1976 学年的情况。在调查的当年，677 所院校

通过 2,566 的课程教授保险及相关领域的知识。正如之前提到的情况，这些数据表明当时有超过五

分之一的美国大学开设保险课程。 

o 有 94,958 名位学生选修了一门或更多的风险和保险课程。 

o 在 577 所院校中，有 487 所院校开设 1 到 3 门的保险课程，85 所院校开设 4 到 6 门保

险课程，46 所院校开设 7 到 9 门保险课程，另外还有 59 所院校开设 10 门保险课程。 

 最常见的课程是保险原理类课程（488 所院校，占总样本的 72％），其次是寿险（252 所

院校，占总样本的 37％），财产、责任保险及相关领域（223 所院校，占总样本的 33％），

以及保险法（104 所院校，占总样本的 15％）。根据课程设置的数量而言（共 2,566），最

常见的是人寿保险（764 次），其次是保险原理类课程（648 次），财产和责任保险及相关

领域（613 次）。15 

 就课程注册学生的数量而言（92,958 学生总数），其中学生注册人数最多的课程是保险原

理类课程（42,092 人），其次是财产、责任保险及相关领域（20,401 人）和人寿保险

（18,425 人）。 

o 在 2,566 门次课程中，有 1,325 门主要为本科生开设，247 门为研究生开设，712 门为

夜大学的学分制学生、282 门为夜大学的非学分制学生开设。 

o 至于班级规模（2,566 门课），1,250 门课程的学生人数不超过 25（57％），460 门的学

生数在 26 至 50（21％）之间。 

20 世纪 80 与 90 年代的调查(美国与加拿大)。相比过去几十年的调查，我们注意到在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在调查对象范围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专注于高校的课程和计划，排除了培训

机构和法律学校提供的课程。这导致每次调查中机构数量的突然减少。教学环境的改变，例如基

础入门课程的增加，也是导致机构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我们发现至少有三项主要的调查涵盖了

加拿大和美国高校的 RMI 教育。 

首先，Outreville（1982）调查了在 1979-1980 学年开设至少一门保险课程的 27 家加拿大高等

教育机构。他的调查涵盖了精算和保险法的课程。以下是对调查结果的总结。 

 就保险教育的学时数而言，领先的机构为拉瓦尔大学、皇后大学、曼尼托巴大学、滑铁卢

大学、阿尔伯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和劳里埃大学。16 

                                                        
15在2,207门提供的课程中，纽约保险学院（College of Insurance）开设122门。 
16 皇后大学仅开设保险法律方面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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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7 所院校中，有 14 所开设提供不超过三个或更少的保险课程，7 所院校开设提供 4 到 6

门保险课程，3 所院校提供开设 7 到 9 门保险课程，另外 3 所院校开设至少提供 10 个门保

险或更多的课程。 

o 最常见的课程是保险法（18 所院校），其次是保险原理（14 单位），精算学（12 单位）

和人寿保险（10 单位）。只有三个机构所提供财产和责任保险及相关领域的课程。 

o 根据课程设置的数量而言（共 131 门），最常见的是精算学（59），其次是保险法（22）、

保险学原理（19）和人寿保险（16）。只有七门课程教授财产、责任保险及相关的领域。 

o 开设 RMI 课程的院校机构共有 44 名讲师。其中，有 18 名属于数学/精算学系，17 名属于

法律系，9 名来自工商管理学院。 

Outreville 的报告说，加拿大保险教育，包括基础理论教育和偏向应用的实务教育并未广泛开

展起来。他建议保险学相关课程应该设置在加拿大各所高校的金融系。  

其次，Ellen 和 Gardner（1989）调查了美国相关院校在 1987-1988 学年的保险教育情况。下面

概括了该调查的主要发现： 

 本科生项目。从 1987-1988 年，在 70 个本科生项目中，有 49 项获得了美国大学商学院联合会

（AACSB）的认可。 

o 与 Morith（1979）在 1975-1979 学年调查中给出的那份机构名单相比，Ellen 和 Gardner

（1989）的调查显示： 

 29 所院校取消放弃了本科的 RMI 课程项目（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雪城

大学，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金门大学和田纳西大学）。 

 33 所院校增加了 RMI 课程（例如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

分校，霍华德大学，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奥多明尼昂大学大学，阿拉巴马大学，

佛罗里达大学，密西西比大学和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 

o 如表 3 所示，70 所家院校中有 67 所家提供开设保险学概论类课程，69 所开设提供寿险及

相关课程， 66 所家机构开设提供财产和责任保险课程，另外 58 家机构提供所开设其他保

险类课程。 

o 其他保险本科课程包括但不限于下述课程：社会保险、保险监管、保险法（适用于非专

业的学生）、保险营销、保险代理管理、保险业务、承保、理赔定损、国际风险管理和

保险、医疗保健体系融资、再保险、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年度报表，实习和各种讲座课

程。17 

 

表 3: 1987-1988年风险管理与保险本科课程  

 

                                                        
17 保险学院提供一系列实践为导向的课程为行业从业人员提供职业教育。这些课程包括人寿与健康

保险管理、海上保险、保障与补偿型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核保、财产险核保、定损基本原理、保险理赔、

犯罪与忠诚保险、金融机构保险，保险代理与经纪运行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学院终止了这些

课程，开始选用以理论为导向的风险管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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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学期或季度

开设 

每学年开

设 

RMI 专业必

修 

商科核心必

修 

保险学原理 22 3 13 2 

风险和保险学原理 40 3 32 3 

风险管理原理 5 6 4 1 

人身保险 12 36 33 1 

员工福利 6 17 16 1 

财产保险 2 5 9 1 

责任保险 2 5 9 1 

财产和责任保险 9 39 35 1 

来源: Thrower and Gardner (1989) 

 

*保险原理类课程不包括其他专题类课程。 

 研究生项目。在 1987-1988 年间，26 个研究生项目中的 23 项获得了美国大学商学院联合会

（AACSB）的认可。 

o 与 Morith（1979）在 1975-1979 学年调查中给出的那份机构名单相比，Ellen 和

Gardner（1989）的调查显示： 

 8 所学校取消了研究生 RMI 项目（例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南卫理公会大学，

雪城大学和密歇根大学）； 

 13 所学校加设了研究生 RMI 项目（例如德雷克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哈

特福德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罗

德岛大学和南卡罗来纳大学）。 

o 26 所学校中有 16 所开设保险学概论类课程，20 所学校开设寿险及相关课程， 17 所

学校开设财产和责任保险课程，另外 25 所学校开设其他保险类课程。详见表 4。 

o 除了几门特别为博士生候选人设计的课程之外，其余 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类似于上面

提到的本科课程。 

 接受调查的院校认为，目前影响保险教育计划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因素为：师资、课程、学校

的支持、行业的奖学金支持、地理上是否接近保险业中心、学生实习以及学生就业。 

o 接受调查的院校认为，未来影响保险教育计划成功与否的最重要因素为：奖学金的

支持、教师数量增加、行业研究资金支持、实习计划以及学校是否有首席教授职务。 

 

表4: 1987-1988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生课程 

 

 每学期开设 每年开设

一次 

RMI 专业必

修 

商科核心必修 

保险学原理 0 2 1 0 

风险与保险原理 3 3 6 1a 

风险管理原理 0 2 1 0 

人寿保险 1 3 5 0 

员工福利 2 6 5 0 

财产保险 0 2 1 0 

责任保险 0 2 1 0 

财产与责任保险 1 5 9 0 

来 源 : Thrower and Gardner (1989) 

 

*综述/概论类的保险课程通常涵盖保险学基础、风险、风险与保险或风险管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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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干课程 

第三，Gardner 和 Schmit（1995）应美国风险与保险协会的要求，在 1992-1993 学年对美国和

加拿大的 203 所教育机构和 380 多名教师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超过 26,000 的学生注册了至少一门

RMI 的课程。 

 共有 203 所院校开设本科 RMI 课程。18 这些院校中，有 61 所开设本科层次的 RMI 主修或辅

修课程。19  其中的 55 所院校开设至少一门 RMI 主干课程。20 

o 在本科 RMI 课程的数量方面，113 所院校开设 1-2 门课程，42 所院校开设 3-4 门，26 所院

校开设 5-6 门，13 所院校开设 7-8 门，3 所院校开设 9-10 门，4 所院校开设 10 门以上的保

险课程。 

o 在班级规模方面，76 所院校只有不超过 50 名学生，43 所院校有 51-100 名学生，其余的

院校有超过 100 名学生，其中 9 所院校在校学生数超过 500 名。 

 71 所院校开设研究生 RMI 课程，其中 18 所院校开设 RMI 主修专业，3 所院校开设辅修专业，

总计有 2,392 名学生。 

o 大部分开设研究生课程的院校的选课学生人数不多于 30 名，中位数在 11-20 之间。 

o 大部分院校开设不超过 4 门的研究生 RMI 课程。5 所学校开设至少 11 门保险课程。 

 在本调查年度，有共计 80 名学生在 8 所院校注册了博士生层次的主修或辅修专业。 

o 学生平均人数保持相当低的水平（也就是不超过 4 名），然而 4 所院校至少有 11 名在读学

生。 

 在 203 所教育机构中，共有 378 名教师承担本科层次的 RMI 课程教学，242 名教职工负责研究

生层次的 RMI 课程。 

o 在 61 所开设 RMI 项目的院校中，有 28 所院校其本科生 RMI 项目的全职教师占据多数。

在仅开设保险选修课程的院校中，几乎一半以上的院校没有全职保险专业的教师。 

o 在开设有硕士生和博士生 RMI 项目的院校中，全职教师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68%和 51%。 

 就开设 RMI 课程的院系而言，我们发现一些在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层次上的差异。 

o 在 61 所开设本科生 RMI 项目的机构中，40 所院校的 RMI 项目设在金融系（其中 17 家略

有差异），10 所院校则是设在专门的 RMI 系（其中 2 家略有差异）。21 

 在 19 所开设研究生 RMI 项目的院校中，7 所院校的 RMI 项目设在金融系（其中 3 家略有差

异），10 所院校的 RMI 项目设在专门的 RMI 系（其中 3 家略有差异）。 

 在 11 所开设博士生 RMI 项目院校中，4 所院校的 RMI 项目设在金融系（其中 1 家略有差异），

6 所院校的 RMI 项目设在专门的 RMI 系（其中 2 家略有差异）。 

o 最后，他们对那些计划取消 RMI 课程的院校进行了“跟进”调查。其中，11 所院校给出的

                                                        
18 这一数字包括在该学年招生数量为零的17家机构。 
19 这一数字包括在该学年招生数量为零的3家机构。 
20 主干课程（“软核心”课程）指的是商学院课程中要求学生毕业前至少选修一系列课程中的部分

课程，“硬核心”课程的每一门课程都是学生毕业前必修课程。 
21 一种变化涉及至少另一种学术领域，例如金融与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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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学生注册人数不够，9 所院校认为“很难找到合格的教师”，6 所院校认为预算的限

制是取消保险课程的主要原因。 

区域与全球性调研（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 

我们发现多项调查全球大学风险与保险教育情况的记录。22 一项为人所知的最早的调查始于

Gregg 和 Longo（1960 年）。虽然我们没有查到该调查的资料，我们发现了 Otto（1960）对它的引

用。通过分析那些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版本的调查回复，Gregg 和

Longo 发现在美国之外的 299 家， 一共有 689 教师讲授 456 门保险课程。保险学原理的课程是最常

见的，其他课程按降序排列依次为：保险法、社会保险、人寿保险、火灾保险、海上保险。 我们

还知道 Melone 和 McCahan（1968 年）在 1964-1965 学年开展了一项全球调查，但我们无法获取他

们调查结果的记录。 

1977 年的调查（全球性）。Schmidt 等人在 1960 和 1968 年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了后续调查。他

们邮寄初始调查问卷给 1,480 家列在《大学与学习国际手册 1974-1975》（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Universities and the World of Learning）的机构。五种语言被用于通信，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

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在参与调查的 630 所院校中，332 所的回复表明他们开设了保险学课程。调查

者接着寄送了更全面的问卷给上述 332 家机构并获得了其中 219 家的教学数据。重要的发现总结如

下： 

 在 1974-1975 学年，有来自 67 个国家的 332 所学院和大学高校开设了保险学课程（与此对照， 

1964-1965 学年期间有 63 个国家的 369 所机构相比高校）。 

 在 1974-1975 年，受访机构共开设 786 门独立的保险学课程和 83 门涵盖保险学内容的课程

（在调查中也被称为局部保险课程）。局部保险课程多与公司法、企业组织或国际贸易类课

程相结合。 

 在分析了该年 657 门独立课程和 39 门局部保险课程的信息后，他们发现，保险类课程总的学

时数（总的课程小时数乘以学生人数）总计为 2,360,000（1964-1965 年为 2,680,000）。 

o 最普遍的是风险和保险基础课程，共有 148 节课，1974-1975 学年的总学生小时数为

1,297,000（1964-1965 年为 182 节课、1,377,000 学时）。 

o 第二普遍的是保险法课程，共有 118 节课，总计 295,000 学生小时数（1964-1965 年为 97

节课，363,000 学时）。 

表 5 按区域提供了课程数和学时数的分布。附录 C 为简要的高校名单，该名单上的高校均在

开设保险原理课程的基础上，还至少开设了下列课程中的一门：人身和健康保险、财产和责任保

险、社会保险、精算科学和数学，保险法和其他保险相关课程。 

                                                        
22 我们注意到Stark（1981）对欧洲高校的调查中涉及到了保险课程的教学方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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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课程数量和学时数的区域分布 

(1964-1965 和 1974-1975年调查) 

 1964-1965 调查 1974-1975 调查 

 课程 学生小时数 课程 学生小时数 

非洲 9 31,970 21 36,357 

大洋洲 1 910 2 2,560 

加拿大 39 45,039 24 34,911 

美国 4 4,355 25 39,936 

欧洲 256 529,983 329 471,895 

远东 a 174 1,514,292 154 1,057,430 

中东 b 21 266,876 33 397,776 

南美 25 87,054 11 37,166 

南亚 c 81 203,980 56 281,918 

USSR - - 1 1,800 

来源: Schmidt 等 (1977) 
a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内) 
b 巴林、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和土耳其。 
c 孟加拉、香港、印度、 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 

1999 年的调查（亚洲）。Kwon (1999) 的调查涵盖了亚洲范围内高等教育机构和行业培训机构

RMI 和精算科学的教育情况。调查问卷发放给 54 个参加 1997 年协会设立和 1998 年亚太风险和保

险年会的成员国。18 家机构回复，其中 16 家被用于分析（中国 6 家，日本 1 家，韩国 2 家，新加

坡 1 家，台北 3 家，泰国 2 家）。有关 RMI 教育的重要发现总结如下： 

 18 家机构中的大多数提供 RMI 主修或辅修课程。 

 教学人员。 回应机构中共计有 70 名全职教师和 20 名兼职教师。 

o 通常教师们每学期讲授 2 到 3 门课，每周上课时长为 6 到 12 小时不等。 

o 上述 70 名全职教师中，有 25 名获得硕士学位的教师，3 位获得了保险学博士学位。有很

多讲授 RMI 课程的员工没有硕士学位。大约有 30 名研究领域非 RMI 和精算学的讲师也

在教授 RMI 和精算学的课程。 

o 上述 70 名全职教师中，5 名教职工拥有执业认证，比如 FCII 与 ACII (香港)。 

 课程。该调查从以下三个维度考察了 RMI 课程：基础（比如导论，保险法或保险经济学）；

应用（比如人身保险，财产/责任保险或国际保险）；以及综合（比如保险公司运营，保险会

计或战略管理）。Kwon（1999）的主要发现总结如下： 

o 保险法在大多数大学被作为必修课，只有 2 所大学把它作为选修课。 

o 人寿保险是最常见的课程而社会保险则不是。很多受访大学将养老金计划作为必修或选

修课程，这在当时的亚洲是一个相当大的发展。非寿险类课程，如再保险和海上保险也

同样是被调研机构普遍开设的课程。 

o 在调查当时， 亚洲大学的 RMI 教育正处在转型期。被调查的高校既开设专注于传统技能

或行业功能的课程，比如理赔定损、机动车保险业务、商业中断，人身和健康保险营销

和工程保险，也开设相对比较新的课程，比如说风险理论、金融风险管理和国际保险类

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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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n（1999）的研究尽管对之前的调查有创新， 但是他的调查不够全面。他的调查没有包括

很多重要的开设保险项目的高校，例如中国的大学如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保险

学院和复旦大学没有包括在他的调查中， 韩国的木浦大学和台湾的铭传大学及淡江大学都不在他

的调查范围内。 此外，他的调查结果低估了实际的师资规模。韩国和台湾有相当数量的入职教师

从当地或海外的机构获得博士学位， 过去如此， 现在亦是如此。  

关于日本的调查（1966-2006）。成立于 1941 年的日本保险学会（JSIS）和日本寿险协会(JILI) 

分别在 1966、1978、1981、1987、1994，1998 和 2006 年开展了一系列关于 RMI 教育的全面调研。

23 1998 年的调研报告显示 262 所高校总计开设 1,062 门本科保险学课程，176 所高校共研究生开设

456 门研究生课。在 1998 年的调研期间，大约总共有 408 名全职和兼职教师教授保险学课程， 涉

及 150,000 本科生和 1,850 名研究生。 

尽管这一系列调查采用不同的样本量和调查方法，我们还是可以推断出一些有价值的趋势。

据 1998 年的调查（374 所高校回复），在本科阶段开设最多的课程是社会保险（529 次）、保险原理

（163 次），保险/商法（138 次），社会保障法（84 次）、非人寿保险（ 49 次），风险管理（40 次）

和人寿保险（25 次）。相比之下，2006 年基于 82 家开设有本科生和研究生层面保险课程的高校回

应的调查结果表明，主要保险课程的设置数量在总体上与 1998 年相比呈下降趋势：社会保险/福利

（309），24 保险学原理（77）、非寿险（23）和人寿保险（21）。  

根据开设研究生课程的高校的反馈，1998 年调查报告显示 258 所高校开设社会保险，80 所高

校开设保险原理课程，53 所高校开设保险/商法，27 所高校开设社会保障法，10 所高校开设非寿险，

3 所高校开设人寿保险。相比之下，2006 年的调查指出：34 所高校开设社会保障，19 所高校开设

保险学原理，15 所高校开设风险管理，13 所高校开设社会保障法，13 所高校开设金融，11 所高校

开设保险/商法，仅有 2 所高校开设人寿保险，而没有任何一所高校开设非寿险课程。 

四、RMI教育的现状 

自从保险作为一个教育科目诞生之日起，教学理念上就存在两种流派。第一种理念把保险作

为正规教育的一部分对待，进而通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推行学位项目，第二种理念更倾向于把保险

作为职业技能发展的一部分，进而更偏重职业认证或由认证机构提供的相关职业培训。上述两种

理念并不相互排斥，因为二者共同服务于保险从业人员的学习需要。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大学学

位项目（比如，上文提到的纽约保险学院项目）是在现有的职业认证项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

样，美国的特许财产和责任保险核保师（CPCU）项目、特许人寿核保师（CLU）项目与英国的特

许保险学会（CII）项目也在大纲中包含了基本的教育元素（比如统计、经济，金融和法律）。与过

                                                        
23 2006年调查也是与损害保险事业综合研究所联合发起的。JILI在日本寿险学会（生命寿险公司的

分支机构）2001年解体之后取代了它。 

24 与1998年调查中的社会保障保险课程相比较，2006年调查列出了两门独立课程，社会保障保险

与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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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相当数量的保险从业人员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情况相比， 目前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融合已经

是很大的进步。我们还发现全球保险教育协会（IGIE），一个由 22 家培训机构和协会组成的组织在

运转之中。 

我们可以将当前的大学 RMI 教育大致划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开设 RMI 主修或辅修学位（或

者是研究方向）的高等教育机构。有些机构开设 2 年期项目，有些开设 4 年期项目。这项学位项目

可以是独立的（比如 RMI），或者是作为一个更宽泛学科的一部分（比如金融服务或银行和保险）。

在这种模式下， 这些高等院开设系统的 RMI 课程，有专门的 RMI 教师教授这些课程， 学生被要

求完成特定数量的保险必修或选修课程。这种模式在美洲（例如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和亚洲

（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台湾和泰国）很普遍，尽管在其他地区也存在。 

第二类的高等院校把 RMI 项目作为一个更广泛的学术领域之下的的一个分支， 在这种模式下，

RMI 不是一个单独的学位项目，而是在诸如经济学，商业或工商管理等学位项目的一个研究方向。

相应地，这些高等院校开设的学位项目更范围广泛而不是具体的专业， 比如说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在这些学校， 通常有一个 RMI 教授负责保险方向的教学。除此之外， 也有部分院校有两个或以

上的 RMI 教授，或者首席教授聘用初级讲师（比如在读博士生）教授部分课程。这种模式在欧洲

（例如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英国）和其他国家（如日本）很普遍，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类

似模式。 

在本节的其余内容，我们阐述一下 RMI 教育在一些国家的现状。这部分内容既有作者收集的

资料，也包括参与我们 2013 年调查的教授的反馈。因此，这部分的内容只限于特定的一些国家和

地区。这些国家按其区域的字母表顺序排列。 

大学RMI教育的分类 

值得注意的是，RMI 高等教育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例如， 2013 年的调查覆盖了 116 开设

RMI 主修或辅修专业的高等教育机构。换句话说，所有受访机构至少开设 3 门或更多的 RMI 课程，

这些课程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的项目。通常来讲，加拿大、美国、中国、香港、印度、

韩国、马来西亚、新家坡，台湾和其他一些地区的教育体系遵循之中模式。在这些被称作（风险

管理和保险）学位项目的体系下，学生通常要完成指定的保险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 

与此相反，很多欧洲和某些联邦制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的 RMI 项目则没有上述国家的那么系

统。这些学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几门其偏好的 RMI 课程，而不是像上述国家的学生们要完成

制定的保险必修和选修课。经济系、金融系，会计或法律系的学生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学习研修

RMI 课程。2013 年的调查很有可能遗漏了一些采取这种教学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本章节的讨

论中，我们将尽最大可能的覆盖所有的保险院校。另外，日本的所有 RMI 教育项目几乎都采取一

种相当独特的小型研讨会方法（Z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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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 

加拿大。我们知道很多加拿大的大学有一门或多门 RMI 课程作为他们商科课程大纲的一部分，

但只有少数学校开设专门的 RMI 学位或 RMI 专业。举例来说，劳里埃大学的本科荣誉工商管理课

程把 RMI 作为一个方向供学生选择，该方向包括三门必修课程（RMI 原理，财产和责任风险管理，

以及财产和责任保险的资本市场）以及一项 RMI 选修课。25 该学校还设有一个全面风险管理

（ERM）项目。卡尔加里大学在商科学士学位下开设一个 RMI 专业，包括六门课程 。在拉瓦尔大

学，本科生可以选择 RMI 作为一个单一或混合的专业，并同时获得联合主办的加拿大风险管理

（CRMS）认证。工商管理硕士（金融服务方向）的学生可以选择保险课程作为选修课。蒙特利尔

高等商业学校则设有金融服务和保险方向的 EMBA 项目。  

很多的大学开设加拿大风险管理证书（CRMS）项目， 该项目是与全球风险管理协会和美国

风险管理协会（RIMS）联合主办，但获得该证书未必是取得本科学位的硬性要求。26参与加拿大

风险管理证书（CRMS）项目的大学有博瓦立学院、英属哥伦比亚理工学院、卡尔顿大学、达尔豪

斯大学、纪念大学（圣约翰）、麦吉尔大学、麦克马斯特大学、西蒙弗雷泽大学、阿尔伯塔大学、

卡尔加里大学、拉瓦尔大学、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多伦多大学、温尼伯大学、西安大略和劳里

埃大学。27 

美国。历史上，很多美国高等教育机构领衔大学 RMI 教育，与德国以教授为核心的 RMI 教育

模式相比， 美国的高等院校比较普遍得采用 RMI 项目或 RMI 系的形式。S. S. Heubner 于 1913 年

在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设立了第一个保险系，该保险系为之后一系列的风险管理和保险

的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包括 1927 年成立的美国学院（American College）、1932 年成立的

美国风险管理与保险协会（ARIA）  和 1942 年成立的美国财产和意外险注册承保师学会

（AICPCU）。28 数十年后，才有乔治亚州立大学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和保险学院 (College of Insurance,  1962 年之前称 School of Insurance)开始设立保险和精

算学项目，随后更多的大学跟进。 

以 2013 调查为主要依据，我们发现以下的美国高等院校开设有本科的 RMI 专业：阿巴拉契亚

州立大学(Appalachian State University)、鲍尔州立大学 (Ball State University)、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加州州立大学富勒顿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Fullerton)、加州州立大学北岭

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Northridge)、东卡罗莱纳大学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东肯塔

基大学 (East Kentucky University)、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甘农大学 (Gannon 

                                                        
25 很多美国的综合性大学都设有荣誉学院（Honors College）或者荣誉课程（Honors Program）. 

荣誉学院是美国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也是本科生的“实验班”。荣誉课程不是专业课程，

学生毕业后不仅可以获得所学专业的学士学位，而且还可以获得荣誉学位（Honors Degree）。能进入

荣誉学院的学生都可以说是学校的尖子生。可以把荣誉课程理解成中国的实验班、尖子班、重点班。 

26 风险管理与原理与实务、风险评估与处理，风险融资三门课程是由美国的各家学会发展起来的。 

27 魁北克大学不再提供CRMS项目。 
28 美国保险学会（IIA）与美国CPCU协会在1953年开始合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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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佐治亚州立大学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霍华德大学 (Howard University)、伊利诺

伊州立大学 (Illinois State University)、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 (Illinois Wesleyan University)、印第安纳

州立大学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肯特州立大学 (Kent State University)、拉萨尔大学 (La Salle 

University)、莫尔黑德州立大学 (Morehead State University)、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科特学院 (Olivet College)、圣约翰大学（纽约） (St. John’s University, NY)、纽约州

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 、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中央

阿肯色大学 (University  of Central Arkansas)、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Denver)、乔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哈特福德大学 (University of Hartford)、休斯顿大学市

中心分校(University of Houston Downtown)、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特分校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Lafayette)、路易斯安那大学门罗分校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at Monroe)、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密西西比大学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rlotte)、北德州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at Columbia)、南缅因州大学 (University of Southern Maine)、西部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est） 和尤蒂卡学院 (Utica College)。 

包括下列院校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将 RMI 课程作为本科生辅修课程开设（但不限于这些学校）：

拉萨尔大学 (La Salle University)、明尼苏达州立大学曼凯托分校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t 

Mankato)、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Mississippi State University)、圣克劳德州立大学 (St. Cloud State 

University)、德克萨斯州的圣玛丽大学 (St. Mary’s University in Texas)、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爱荷华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Virginia Common Wealth University) 和华盛顿州立大学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很多上述大学同时提供研究生 RMI 主修和辅修课程，还有 RMI 选修课程。 包括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在内的其他几所学校针对行业从业人员开设了模块化硕士项目。最后，下

列大学还设有 RMI 博士生项目：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乔治亚州立大学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乔治亚大学 (University of Georgia)、宾夕

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和威斯

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t Madison)。 

Kwon (2014) 根据对美国风险管理与保险协会（ARIA）列出的 23 所美国与加拿大大学的研究

发现，29 RMI 主修专业普遍要求 18-21 个学分 (6-7 门课程)，RMI 辅修专业大部分要求 9 个学分

（3 门课程）。在这些学校中，RMI 项目的入门课普遍开设于大学三年级，所以商学院的学生只有

                                                        
29 在Kwon (2014) 调查当时， 全美风险和保险协会(ARIA)一共列出了56家院校。Kwon的调查排

除了以下的院校： 位于美国或加拿大但是课程结构不明确的院校，以及未将RMI至少作为辅修专业

（或方向）设立的院校，结果是共余23所大学作为他调查研究的对象。正因为如此， 这里的机构名单

是不完整的，而且Kwon(2014)  中提及的这２３所大学的课程设置也并不一定和这些学校的宣传材料中

提及的RMI相关课程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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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专业后才有机会接触到 RMI 课程。其中只有 8 所院校在大学二年级开设 RMI 课程（鲍尔

州立大学、甘农大学、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科特学院、圣约翰大学、圣约瑟夫大学、天普大学

和哈特福德大学），只有 3 所院校，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天普大学，把保险原理课程

设为全商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30 人寿保险、财产与责任保险、（退休）员工福利、风险研

讨会（或同等课程）和（企业）风险管理是最普遍的课程，都在大学三年级或大学四年级开设。

一些院校还开设以下课程，包括财务规划（7 所院校开设）、财产规划（6 所院校开设）、保险法（6

所院校开设）、保险运营（8 所院校开设）以及商业风险和保险（8 所院校开设）。一些大学还开设

以下课程，例如精算（风险）模型（4 所院校）、其他类型风险筹资（3 所院校）、风险理论（1 所

院校）、理赔管理（1 所院校）、再保险（1 所院校）、保险营销（1 所院校）和职业道德（1 所院校）。

最后，11 所院校还把实习作为学位学分的一部分（3-6 学分）（鲍尔州立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圣约翰大学、阿拉巴马大学、乔治亚大学、路易斯安那

大学拉斐特分校、密西西比大学，尤蒂卡学院和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美洲其他国家。关于北美洲、中美洲和拉丁美洲 RMI 高等教育的信息非常有限。比如，墨西

哥科技自治学院（Instituto Tecnológico Autónomo de México，ITAM)过去曾开设过硕士 RMI 项目，

但该项目于 2000 年后期因缺少生源而终止。ITAM 目前在金融风险管理硕士生项目下开设一些保

险课程。在本科生层面，ITAM 为攻读精算科学的学生提供的选修课程中包括保险学、保险法、养

老金福利。就我们掌握的信息，目前在墨西哥还没有一所大学开设 RMI 学位计划，虽然很多大学

在教学大纲中包括 RMI 课程。 

在百慕大群岛，百慕大学院 (Bermuda College)的两年期的商业管理学位下面设有核保方向。

2013 年开始，该项目的毕业生可以和乔治亚州立大学（美国）的 RMI 学位相互转换学分。在委内

瑞拉，国立开放大学（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提供一项 4 年的本科生企业风险管理和保险的学

位项目。 

在很多美洲国家, 保险行业人力资本发展主要依靠当地的行业培训机构，如行业协会和相关

机构。比如：阿根廷保险协会于 1962 年成立的保险职业学校，萨尔瓦多保险协会（ASES），巴西

Escola 国立保险学校（于 1971 年由 IRB 和 Fenaseg 建立，目前由 Fenaseg 和 Fenacor 资助），31 以

及智利的保险学校。 

亚太地区 

虽然 20 世纪早期在中国和日本已经开设有保险教育，该教育辐射的范围仍然仅限于很少的国

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几个亚洲的学院和大学才开始提供保险学位教育。这部分简要介绍

亚太地区的大学教育现状。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普遍共享一些职业培训机构。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保险金融协会

                                                        
30相比而言，亚洲许多开设RMI项目的大学在二年级就开设保险原理类课程。 
31巴西Escola国立保险学校通过与地方大学联合办学来支持学生进行RMI专业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file:///C:/Users/W.%20Jean%20Kwon/AppData/Roaming/Microsoft/Word/Universidad%20Nacional%20Abi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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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ZIIF），该协会能够有效地满足行业的人力资本需求。其结果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当地大

学更关注商业的基础课程，只有少数学校提供一门 RMI 或精算学课程。位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

查尔斯特大学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是一个例外，该大学提供的商业（保险）学士学位是针对希

望拓展职业资格的 ANZIIF 成员开设。另外，新南威尔士大学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开设

了风险管理（但并非金融风险管理）硕士学位。 

孟加拉国。几所大学开设一门或多门保险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修或

辅修专业开设，而是作为整个商学院课程的一部分。例如，达卡大学（Dhaka University）为金融

专业的研究生提供了一些保险学科的课程；贾甘大学（Jagannath University）也为硕士生提供了类

似课程计划。孟加拉国国立大学提供“银行和保险理论，法律和会计”课程，将其作为会计项目

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孟加拉国的保险业历史悠久；孟加拉国保险学院（BIA），已经成为服务于

当地保险专业人士的主要培训机构。该保险学院与孟加拉国保险协会和最近成立的保险业发展和

监管机构（IDRA）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中国。正如前文所提到的，中国高等院校开展本科和研究生保险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

纪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有中央财经大学（曾用名称包括“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等）在 1952 年作为中国唯一的大学开展保险教育，直到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推动保险行业发展，其他大学才开始陆续建立保险专业。这些学校主要有：中央财

经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湖南财经学

院（Hunan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目前，湖南财经大学已经并入湖南大学）、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上海财经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武汉大学（ Wuhan University）和同济大学（Tongji University）。 32事实

上，所有经政府批准的保险学和精算学课程的大学都是排名靠前的学校，这也激发了更多的大学

成立保险项目。 

Kim（2010）在报告中提到，中国当时总共有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的 87 个本科学位、47 个硕

士学位和 23 个博士学位，其中一些学位与金融学位共同授予。根据 Kim 的报告，风险管理与保险

专业共有 20,825 名本科生、 1,538 名硕士生和 240 名博士生，并且有 208 位教授、404 位副教授和

502 位讲师参与保险学位项目的教学工作。位于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UFE）、对外经济贸易大学（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IBE）和成都的西南财经大学（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WUFE) 在保险

学院设置了多个本科和研究生学位项目。其它设置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或者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

体系的学校包括安徽财经大学（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北京工商大学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北京航空航天大学（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32我们注意到其中的一些学校可能直到1949年才开展大学保险教育，一些学校甚至在中国政府的指

示前即重新引入。具体开展时间请参阅附录D。 

管和王（2007）注意到RMI课程自其诞生起即反映出中国对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标志为还是保险

与财产保险的开设，1995年以后保险课程则体现出强烈的学术导向。Kwon（1999）做了相似的评论。 

http://www.academia.edu/1577952/General_Insurance_Business_in_Bangladesh_-_Sadharan_Bima_Corporation_S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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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stronautics）、首都经贸大学（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华东师范大学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武汉大学（Wuhan University）、广东外语外贸大学（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湖北经济学院（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湖南大学（Hunan 

University）、江西中医学院（Jiangxi Medical College）、中国海洋大学（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国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山东工商学院（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清华

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浙江工商大学（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浙江财经学院

（Zhejiang Institute of Finance）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33 

此外，保险职业学院（Insurance Professional College；前身为 1986 年成立的中国保险管理干部

学院）为保险行业的员工提供职业教育，是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附属机构。 

香港。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成立于 1997 年）可能是香港首家开展全面的风险管理

与保险专业本科项目的学校（译者注：原香港理工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商学院和摩理臣山工

学院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展了 RMI 学位教育项目）。通过 2003 年成立的岭南大学社区学院，

岭南大学开设了两年制保险项目（作为商科金融学专科学位的的方向之一）。香港中文大学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在 2002 年开始在保险、金融与精算分析专业下开设若干风险

保险课程。 

印度。1990-2000 年印度保险市场重新开放，掀起了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和精算）专业项目

的热潮。在撰写本文时，只有少数的高等院校获得了印度联邦政府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 是 Commission，UGC)的批准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位项目；这些学校中既有以公立也有私

立大学其中既有印度联邦政府管辖的学校也有州立大学，既有以公立也有私立大学。 

相比之下，大量的高等院校则通过了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All India Council for Technical 

Education，AICTE)和人力资源部的批准从而开设风险管理和保险、风险经济学、金融风险管理等

课程。例如，贝拉管理技术学院 (BimTech)通过保险和风险管理中心开设了两年制的保险研究生学

位项目。作为印度保险监管和发展机构(IRDA)和安得拉邦政府的合资公司，保险和风险管理研究

所(IIRM)提供两个学期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和精算学课程以及国际研究生项目的暑期实习。IIRM 主

要负责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班加罗尔的印度管理学院开设了一些研究生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

普纳大学在他们的商科学位项目和保险与金融服务硕士学位项目中开设了寿险和非寿险课程。迈

索尔大学在其商科和金融硕士学位项目下开设了农业风险管理课程。其它一些大学将风险管理与

保险课程融合到普通学士项目或精算(统计)学位项目之中，这些学校包括蒂鲁吉拉伯利的巴拉迪大

学管理学院、拉贾斯坦邦中央大学、果阿大学、阿姆利泽纳那克大学、库茹柴陀大学、曼尼普尔

大学、班加罗尔的 MBS 女子学院、国家法律大学、Pondicherry 大学、Siva Sivani 管理学院、泰瑞

                                                        
33 大部分大学是依据中国保险学会（IIC）会员名单列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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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钦耐大学，德里大学和乌特卡大学。 

此外，十几个规模不大的私立大学也开设了风险管理与保险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或项目，以

及更常见的 MBA 项目，例如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亚米提的保险和保险精算学，拜迪大学的新兴科

学和技术专业，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蒂鲁吉拉伯利的巴拉迪大学管理学院，新德里的职业研究

学院，巴巴萨海布·贝默劳·安贝德卡大学，德里洲际大学和施登楠学院。 

印度的人寿保险公司 (Life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India, LIC)和印度非寿险公司 (General 

Insurance Corporation of India, GIC)34向那些对保险学科感兴趣的大学提供援助。他们还支持赞助两

个专业培训机构：印度保险机构(成立于 1955 年)及其保险学院(成立于 1966 年)，以及国家保险学

院(NIA，成立于 1980 年)。其中国家保险学院自 2004 年以来开设了保险和商业管理研究生学位。 

日本。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日本的保险教育开始于 20 世纪。在早期阶段，保险教育的重点是

海上保险(Ryu，1997)，后来转移到非寿险和寿险等其它方向。这些学科在商学院与其他实践课程

相合并，例如东京商业学院(東京商業学校，一桥大学的前身)。包括东京帝国大学(東京帝國大學，

东京大学的前身)再内的一些高校的一些学者专注于保险法研究。以开展保险教育而闻名的其他学

校包括同志社大学（同志社大学）、一桥大学(一橋大学)、关西大学(関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関

西学院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慶應義塾大学)、神户大学(神戸大学)、明治大学(明治大学)、长崎大

学(長崎大学)、立命馆大学(立命館大学)和早稻田大学(早稲田大学)。日本的所有机构列表请参阅

附录 D。 

与相邻远东国家的主流保险教育体系不同，日本的保险教育遵循欧洲的方法：学生通过参与

一系列由教授个人组织的研讨会进行学习。这样的研讨会在当地被称为 zemis，通常覆盖了特殊的

话题或研究主题，而不是保险基础课程。教授通常邀请学生参加自己组织的一系列 zemis。因此，

任何在校学生都可以选修保险课程，而不是仅仅为保险专业的学生开设，并且大多数的大学只有

一个 RMI 教授，除非学校有很多选读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的学生(例如一桥大学和早稻田大学)。

日本保险教育的一个例外是明治大学 (Meiji University)，明治大学的学生可以选择风险管理与保险

专业作为自己的主修学位。 

日本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的两个趋势值得在本文中指出：第一，实践导向的保险系列课程有

逐步合并为一门课程的趋势，通常是保险学原理；第二，风险管理课程在日本流行起来。调查显

示，1987 年所有的日本大学在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水平上都没有开设风险管理课程，而

1993 年分别有 16 所和 3 所大学开展风险管理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1998 年这些数据分别增加

至 40 所和 16 所。这一趋势反映出政府、企业和人民不仅关系如何管理天灾人祸，也关心如何实施

更高的企业标准。另据了解，政治学、社会学和工程学的学院也开设风险管理课程。 

                                                        
34 译者注：General Insurance Corporation，印度非寿险保险公司，又名GIS Re, 是印度唯一的一

家再保险公司，该公司为印度政府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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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正如本报告第一节所提到的，韩国的大学保险教育始于 1906 年。然而，Lee (2010) 和

Ryu (1997) 指出，直到 1988 年，保险才作为一个专业在大学中开设。例如，全州大学于 1988 年开

设保险专业；木浦大学 1988 年开设金融服务与保险专业；祥明大学 1989 年开设金融服务与保险专

业。从 2001 年起，数个网络大学开设保险专业。2010 年 Lee 发现共有 13 所大学和 5 所网络大学

开设保险专业。这 13 所学校以及专业成立的时间如下：大邱大学（1991）、庆南大学(1993)、弘

益大学(1993)、昌原大学(1994)、顺天乡大学(1994) 、东西大学（1995）、草堂大学（1995，现已

停办）、牧园大学(1996)、书院大学( 1997)、汉拿大学（1998，现已停办）、东义大学（2000）。

网络大学包括首尔数码大学和首尔网络大学。 

在本文撰写的同时，韩国保险发展协会（KIDI）列出了 27 个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学士学

位的大学和 16 个开设硕士学位的大学。世宗大学计划于 2014 年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本科学位。

KIDI 所列出的许多大学同时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博士学位，例如韩国大学、大邱大学、庆熙

大学、木浦国立大学、成均馆大学、西江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和延世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

的教授通常是韩国保险学术委员会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学开设的保险专业名称的变动。KIDI 所列出的大学中已经没有保险学

院。换句话讲，目前保险专业或者是范围更广的学科的一部分（通常来讲是金融服务），或者与其

他科目相合并（例如经济学、金融学或者国际贸易），或者更加专业化（例如医疗保险与管理）。

这一现象反映出韩国的高等院校针对以下一些情况而采取的战略调整： 金融服务业对更全面教育

的需求、青年人口的下降以及韩国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教授的老龄化。事实上，风险管理与保险

专业博士 毕业生数量的下降成为韩国面临的严峻问题。韩国保险协会(KII)于 1965 年成立，是韩国

保险业人力资源培训的主要机构。韩国保险研究协会(KIRI)于 2008 年从 KIDI 中独立出来，由数十

个具备保险专业博士学位的学者组成，进行保险的相关研究和出版工作。 

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若干开设保险和相关领域本科学位的学校。马来西亚北方大学（UUM）

设有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授予（荣誉）学士学位。玛拉理工大学和敦阿都拉萨大学（UniRazak）

开设商业管理本科教育（包括保险）。伊斯兰教理科大学提供精算和风险管理学士学位。其它一些

学校也开设保险课程，例如马来西亚莎亚南工艺学院（PSA），一所英属专科学校，提供三年制的

保险专业项目。成立于 1968 年的马来西亚保险协会为马来西亚保险业提供保险培训课程以及国际

认可的风险管理与保险项目。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曾经开展了规模较大的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本科教育。遗憾

的是，这所大学在没有充分的理由且不顾及新加坡保险业和政府让其重新考虑的要求，于 1999 年

终止了该专业。此后新加坡多方努力试图恢复 NTU 的保险专业，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唯一的例外

是 2011 年在 NTU 成立了仅以开展学术研究为目的的保险风险与金融研究中心。在新加坡国立大学

（NUS），保险原理被列为商科专业学生的一门选修课程。因而新加坡保险学院（SCI）成为新加

坡及相邻国家教育与培训保险行业人员的主要力量。新加坡保险学院开设若干国际认可的保险专

业认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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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台湾不仅具有众多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的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同时也有众多在国

外或者台湾获得博士学位的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的教授。台湾保险协会 (TII) 的名单显示下列的大

学开设独立的风险管理与保险系：朝阳科技大学、逢甲大学、岭东科技大学、铭传大学、国立政

治大学、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实践大学、淡江大学。成立于 1963 年的台

湾逢甲大学可能是最早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的院校，该校于 1971 年成立保险研究生

院。国立政治大学设有风险与保险研究中心，并且自 2004 年开始成为台湾唯一的独立授予风险管

理与保险专业博士学位的大学。 

在以下的台湾大学，保险专业和其他专业混合建系：致理技术学院(保险与金融学院)、中国医

药大学(健康风险管理学院)、国立台中科技大学(保险与金融学院)、侨光科技大学(银行与风险管理

学院)、永达技术学院(银行与风险管理学院)。以下大学的非保险学院同样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

业相关课程:德霖技术学院(金融学院)、醒吾科技大学(金融学院)、国立暨南国际大学(银行与金融学

院)、国立台湾大学(金融学院)、树德科技大学(金融学院)、东海大学(法律学院)和环球科技大学(金

融学院)。事实上，Huang 和 Lai (2011) 的研究通过对 1986 年至 2006 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台湾的风险

管理与保险课程数目在增加，随着一些专科学校发展为科技大学，教师的规模在扩大，保险系的

数量在增长。 

泰国。泰国仅有几所开展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的机构，并且这些机构都位于曼谷。朱拉隆功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大学开设了相对规模较大的精算与风险管理硕士项目，包括寿险与非寿

险课程。该大学也开设本科的风险管理和保险课程。从 1991 年开始，前身为泰国易三仓商业管理

学院的泰国易三仓大学（Assumption University）开设了风险管理与保险学院并提供学士学位。泰

国发展管理协会（NIDA）开设了保险、精算和风险管理专业。这三所学校都位于曼谷。泰国政府，

特别是泰国保险委员会（Office of Insurance Commission），一直在对当地高等院校开展保险与风险

管理、以及精算的教师队伍的培养非常重视。 

其他亚洲国家。就其它亚洲国家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大学教育而言，我们发现了有限的一些

信息。例如，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德拉萨大学 (De La Salle University) 自 2009 年开始提供规模

较小的保险硕士项目（成立于 2009 年）。巴基斯坦的伊斯兰银行与回教协会 (the Institute of Islamic 

Banking and Takaful in Pakistan) 开设了易门伊斯兰（回教）保险。印度尼西亚的马达大学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可能开设一门保险课程。旁遮普、拉合尔与巴基斯坦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Punjab, Lahore, Pakistan)也在调查反馈中称自己开设了保险本科教育。在其他风险管理与保险专

业教育没有普及的国家，当地的保险协会承担着满足当地保险市场的人力需求的重要任务。 

欧洲 

正如之前所讨论的，欧洲的现代保险教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主要是学者和他们指导下的硕

士博士学生。目前，欧洲的主流学术机构仍采用由教授主导的传统教学结构，包括法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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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包括精算）和金融学院。35 尽管如此，我们仍注意到有一些高校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

项目。 

英国。作为现代保险的发源地，英国有数所大学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例如：苏格兰的赫

瑞瓦特大学  (Heriott-Watt University in Scottland)、巴斯大学  (University of Bath)、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和格拉斯哥的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at Glasgow)，但只

有极少数的高校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学位项目。诺丁汉大学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自 1967 年开

始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伦敦城市大学 (the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

的卡斯商学院 (Cass School of Business)开设风险管理和保险专业理学硕士学位，该学位由８门核心

课程和３门选修课程组成。 如果该硕士项目的学生想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则必须完成包括保险和

精算科学课程在内的一系列必修课。该大学还授予非寿险和人寿与健康保险精算学学士学位。 在

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喀里多尼亚大学 (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 in Scottland) 开设一年制的风险

管理硕士项目，同时该学校还在本科的国际商务和经济学的荣誉项目下开设了保险课程。 纽卡斯

尔大学泰恩分校和威尔分校 (Newcastle Universty at Tyne and Wear) 开设海上保险硕士项目，该项目

的学生需要学习海上保险相关的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 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ion）

的南安普顿法学院 (Southamption Law School)授予保险法专业法学硕士学位。上述的学校中大部分

都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博士学位。 

俄罗斯。在 1992 年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保险市场的私有化不仅导致了俄资和外资私营企业

的产生，也促进了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的出现。俄罗斯金融研究院（Финансовая Академия）

于 1991 年（苏联解体前一年）设立了保险首席教授 (Chair of Insurance)，36如今俄罗斯金融研究院

更名为俄罗斯金融大学（Финансов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随后该大学又增加了戈斯特拉克 Ingosstrakh 

首席教授 (Ingosstrakh Chair)和住房抵押贷款机构首席教授 (Chair of the Agency for Housing Mortgage 

Lending)。 

我们还发现了其它大学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的大学及相关教育项目的证据。例如，莫斯

科国立外交关系大学（МГИМ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MGIMO）于 1993 年成立风险管理与保险学院，37 

莫斯科的俄罗斯普列汉诺夫财经大学也在 1993 年成立了保险系，哈巴罗夫斯克州立财经政法大学

于 1993 年成立风险理论与保险系。俄罗斯财经大学和俄罗斯经济与工程大学于 2012 年合并为圣彼

得堡州立财经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继续通

                                                        
35在欧洲，精算学常常是作为独立学术门类或另一门项目，如数学或统计的内在部分而演进的。例

如，世界最早的精算职业团体精算师学会（英国），即现在的精算学会，成立于1848年并被皇家特许

精算师学会会员资格（FIA）授予权。法国里昂大学1930年建立了法国第一个精算师组织，即金融与精

算科学学会。 

36在这个过渡时期，一些大学决定停止他们的风险管理与保险项目，例如莫斯科国立经济学、统计

和信息大学和远东州立大学。 
37莫斯科国立外交关系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风险管理与保险、保险投资、

财产保险国际惯例、全球保险、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再保险、社会保险、政治风险保险、保险法、保险

营销和FEA中的保险风险。 

http://www.nottingham.ac.uk/business/msc/N203.html
http://www.cass.city.ac.uk/courses/masters/courses/insurance-and-risk-management
http://www.cass.city.ac.uk/courses/phd/how-it-works
http://www.cass.city.ac.uk/__data/assets/pdf_file/0008/178370/USACTC-BSc-Actuarial-Science.pdf
file:///C:/资料/博士资料/项目及课件/项目/圣约翰翻译/整理/2014-201http:/www.gcu.ac.uk/study/undergraduate/courses/international-business-and-economics-9781.php%3floc=uk5学年第一学期研究生课程表（研究生专用）
http://www.mastersportal.eu/studies/7182/marine-transport-with-management.html
http://www.cii.co.uk/qualifications/msc-in-insurance-and-risk-management-qualification/#div2683
http://www.fa.ru/chair/ihkis/about/Pages/default.aspx
http://www.mgimo.ru/study/faculty/meo/kstrah/kurs/index.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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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保险系开展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教育，该系由俄罗斯财经大学于 1994 年成立。莫斯科国立大学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于 1995 年成立风险管理与保险系，授予硕士学位

并为本科学生提供相关课程教育。高等经济学校（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于 1999 年开设风险

管理与保险系并授予 RMI 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圣彼得堡州立大学（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于 2001 年成立了保险系（2009 年重新命名为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劳动与社会关系研究院与俄罗斯公会联合大学于 2007 年成立了保险与税务系提供学士学位和硕士

学位项目。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州立财经政法大学（Байкаль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рава）同样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最近，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联邦大学于 2012

年开设保险系。38 俄罗斯目前有近 40 所大学开展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尽管不一定作为主修专

业和辅修专业），还有一些学校授予风险管理与保险和银行学硕士学位。此外，还有 40 所学院开设

类似于专科的保险相关课程。 

土耳其。土耳其的保险教育十分普及，通常是作为保险和银行学课程一部分（Bankacılık ve 

Sigortacılık）。大多数的土耳其保险教育是两年制的专科学位项目，例如：安纳托利亚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埃杰维特大学、Çankırı Karatekin 大学、Gelişim 大学、Haliç 大学、科喀艾里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Niğde 大学、苏莱曼·德米雷尔大学、T. C. İstanbul Are 大学和 Uludağ大学。除此之外， 

土耳其也有四年制的本科教育，例如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大学授予高级保险学士学位（五年制

教育）。Dumlupınar 大学和 T. C. Trakya 大学开设银行学和保险本科学位项目。Gazi 大学计划开展

四年制的银行和保险本科学位教育。 

欧洲其它国家。正如本节之前所提到的，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包括本科和硕士教育）在欧

洲的大部分国家不是以主修专业或辅修专业的形式开设的。然而，一些学校确实开设了主修专业

或辅修专业的本科和硕士教育，包括奥地利的维也纳财经商务大学（Wirtschaftsuniversität Wien）、

比利时的勒芬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塞浦路斯大学（Το ΠανεπιστήμιοΚύπρου）、法

国高等理工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39、意大利的乌迪内

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Udine ）、波兰的克拉科夫高等保险学院（ Wyższa Szkoła 

Ubezpieczeń）、荷兰的蒂尔堡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Brabant）、波兰的弗罗茨瓦夫财经大学和

瑞士的圣加伦大学。 

欧洲的一些学校也授予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学位，例如意大利的 MIB 管理学院和波兰的波兹

南财经大学（Uniwersytet Ekonomiczny w Poznaniu）。保加利亚的 VUZF 高等保险金融学院

（Висшето училище по застраховане и финанси）开设在职的远程保险本科学位项目。法国的巴黎

多芬钠大学设有保险与风险首席教授 (Insuarnce & Major Risk Chair)，并与法国高等理工大学 (Ecole 

Polytechnique) 的教授联合开展保险教学。爱尔兰的利默里克大学 (University of Limerick) 授予风

                                                        
38萨尔托夫州立大学开设有风险学会（Сарат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Synergy

大学开设有保险学院。这两个机构主要开展研究，并不开设保险课程。 
39这是一个开设有保险课程的精算学和金融服务硕士项目。 

http://eogrenme.anadolu.edu.tr/bvs/dersler/Sayfalar/default.aspx
http://eogrenme.anadolu.edu.tr/bvs/dersler/Sayfalar/default.aspx
http://alapli.beun.edu.tr/?page_id=388
http://myo.karatekin.edu.tr/showContent.php?pageId=40
http://www.halic.edu.tr/meslekyuksekokullar/halic-meslek-yuksekokulu/bankacilik-ve-sigortacilik
http://kandiramyo.kocaeli.edu.tr/index.php/hakkmzda/tarihce.html
http://kandiramyo.kocaeli.edu.tr/index.php/hakkmzda/tarihce.html
http://www.nigde.edu.tr/bankasigorta
http://yubyo.sdu.edu.tr/tr/bolumlerimiz/bankacilik-ve-sigortacilik-1166s.html
https://www.arel.edu.tr/tr/akademikbolum/44/266/aaf2f89992379705dac844c0a2a1d45f/9678f7a7939f457fa0d9353761e189c7/2cecaa7df4c5c05dc11b2434c0a62006/71860c77c6745379b0d44304d66b6a13/c0966e48def2fc917d7afdf6d8c86e81/bolum-dersleri
http://www.uludag.edu.tr/Bologna/dereceler/dt/21/dl/en/b/11/p/1014
http://sgr.bsy.marmara.edu.tr/
http://simavmyo.dpu.edu.tr/banka.html
http://kycubyo.trakya.edu.tr/pages/bankacilik-ve-sigortacilik-ders-planlari
http://bankacilik.gazi.edu.tr/posts/view/title/sigortacilik-bolumu-9919
http://www.wsu.pl/rekrutacja/
http://www.wsu.pl/rekrutacja/
http://www.wsu.pl/rekrutacja/
http://www.tilburguniversity.edu/nl/onderwijs/bacheloropleidingen/
http://www.vuzf.bg/?Template=VUZFProgramY
http://www.vuzf.bg/?Template=VUZFProgramY
http://synergydubai.ae/en/synergy-university-general
http://synergydubai.ae/en/synergy-university-general
http://www.ub.edu/economiaempresa/masteroficial/caf/?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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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管理与保险学士学位并开设有国际保险与欧洲研究学位项目。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财经研究

学院（Academia de Studii Economice din Bucureşti）开设有金融、保险、银行和股票交易学院。捷

克的布拉格经济学院（Vysoká škola ekonomická）授予银行与金融的学士学位。  

与英国的情况类似， 欧洲的其他国家的保险行业组织还提供职业培训项目。1946 年成立的

法国国立保险学校（L'Ecole nationale d'assurances） 40 、 1899 年成立的德国保险科学协会

（Deutscher Verein für Versicherungswissenschaft）、1987 年成立的希腊保险教育协会（第一家在希

腊专门从事保险教育的教育机构）、俄罗斯的保险与商务投资协会均提供专业保险培训。 

非洲与中东地区 

非洲和中东地区对于风险管理与保险，包括对小额保险和以伊斯兰教义为导向的 Takaful 保险

（回教保险）的关注度正在不断提升。然而，这些地区的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资源却十分稀缺。

在南非，约翰尼斯堡的金山大学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in Johannesburg) 开设风险管理与保

险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位项目。南非的其它机构，例如开普敦大学、比勒陀利亚大学、斯泰伦博斯

大学和西北大学，均开设保险课程但没有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在津巴布韦，国立理工大学

可以授予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荣誉）学士学位。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在几年前终止了保险教育项目。内坦亚学院的保险学院（成立于

1995 年）成为以色列唯一一个提供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本科教育的机构。伊朗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回教保险传入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保险市场，经济合作组织保险学院（ECOCI）开展了风

险管理与保险教育。该学院在 1970 年成立时是 RCD 国际保险学院（RCD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nsurance），如今是阿拉梅塔巴塔拜大学的附属机构（Allameh Tabatabai University），该学院授予保

险学士学位。 

五、2013年大学RMI项目调研 

本节描述了我们 2013 年 5 月至 12 月间调查的主要研究成果。鉴于我们在调查之前在保险高等

教育方面极为有限的数据，我们采取多种方法来发放调查问卷。首先，我们联系了所有参与 2005

年和 2010 年世界风险和保险经济学大会以及 2011 年，2012 年和 2013 年的亚太风险和保险协会

(APRIA)的年度会议和美国风险和保险协会年会（ARIA）的高等院校。第二，我们通过互联网收

集了这些院校的联系信息，包括美国风险和保险协会的风险管理与保险项目列表，笔者自己收集

整理的亚太地区风险管理、保险和精算教育项目的列表，AACSB 国际（AACSB International）认

证的大学列表，以及 Edunviveral 的保险硕士专业排名。其他信息来源包括:中国保险学会会员列表，

国际风险管理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sk and Insurance Institute）编撰的美国学院和大学风险管理和

保险项目列表，日本保险科学研究院 (Japanese Society of Insurance Science) 的调查报告，韩国保险

发展研究所  (Korea Insurance Development Institute) 的大学列表，印度人寿保险委员会  (Life 

                                                        
40该学校同样与附属大学授予保险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http://www.fabbv.ase.ro/
http://www.fabbv.ase.ro/
http://www.enass.fr/ecole-assurance/presentation/presentation-de-l-ecole-nationale-d-assurances-fr-1-l2.html
http://www.enass.fr/ecole-assurance/presentation/presentation-de-l-ecole-nationale-d-assurances-fr-1-l2.html
http://aria.org/RMI_Programs.htm
http://facpub.stjohns.edu/%20kwonw%20/%20Insurance_Schools.htm
http://www.best-masters.com/ranking-master-insurance.html
http://www.iic.org.cn/D_inst/inst_06_04.php
http://www.irmi.com/insights/articles/2009/risk-management-insurance-university-directory.pdf
http://www.irmi.com/insights/articles/2009/risk-management-insurance-university-directory.pdf
http://www.kidi.or.kr/sitelink/sitelink04.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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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uncil) 的开设保险课程大学列表，美国风险管理协会 (Risk Management Society) 的全美

前 21 所大学风险管理和保险教育项目和 Uniguru 编撰的澳大利亚保险研究生教育项目列表。最重

要的一点是我们与之前联系过的教授确认问卷信息时也收集到了额外的一些数据。 

问卷采用英语设计并通过 Qualtrics 网络传播。这种网络问卷方法不仅允许我们跟踪问卷反馈，

也允许我们跟踪每个问卷填写人填写问卷的过程。例如，我们可以检查每个问卷填写人所花费的

总时间，如果他没有在合理期限内完成调查，我们能够发送提醒邮件。对于那些用比预期时间用

时更短的受访者，比如说他只用了 5-10 分钟完成问卷， 我们会联系这些受访者进一步确认他们是

否如实填写问卷。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我们试图包括所有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主修专业或辅修专业的高等学校，

我们的实际调查结果并不包括所有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的学术机构都，这一点我们在第四节

也提及。原因如下：我们不能获得一些高校的联系方式，特别是当他们的网站不能翻译成英文。

有时候，即使我们有高校的联系方式，但是我们无法成功地取得联系。同时，我们也不能从所有

被调查的高校收集数据。 

总的来讲，我们已经从 23 个国家获得了 203 个最初的问卷反馈。我们采取了下面的措施来进

一步完善问卷反馈信息。首先，当单个提交多份问卷反馈，我们采用来自系主任或者保险项目负

责人的最新最完整的问卷反馈（共有 26 个问卷属于重复提交）。其次，我们使用调查问卷的 P4 问

题(该问题是，“你的机构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项目吗?”) 排除所有没有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作为主

修专业或辅修专业的机构（共有 37 个问卷反馈属于这种情况）。然后我们使用问题 16 (该问题是，

“你的机构开设至少一个全职/兼职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吗? ”)排除了 24 份问卷。这样筛选之后，

我们的最终研究样本包括 116 个机构，分别来自下面的国家和地区(括号中数字为该国家被包括在

最终研究样本的高校数量)：澳大利亚(1)、巴西(1)、加拿大(1)、中国(16)、德国(2)、香港(2)、印度

(9)、爱尔兰(1)、以色列(1)、日本(9)、韩国(9)、马来西亚(2)、墨西哥(1)、俄罗斯(4)、南非(1)、西

班牙(1)、台湾(6)、泰国(1)、英国(3)和美国(44)。 

这 116 个机构包括 37 个公立机构和 79 个私人机构。103 家机构采用了每学年两学期制 

(semester system) 的教学系统(包括较短的暑期班)，六个机构采用了三学期制 (trimester and quarter 

system）的教学系统，一所机构则开设不同的项目学期时间。除了三个职业培训机构(巴西保险学

院、印度保险机构和国家保险学院) ，所有的机构都是高等教育机构。116 个调查问卷中，49 个由

系主任或者保险专业负责人完成，剩下的 67 个调查问卷由非管理教员完成。本节的余下内容概括

了调查中的重要发现。 

RMI教育的学术部门分类 

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学校不仅学期时间不同，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和项目的学术部门也有

所不同。例如，共有 55 个学校的学术部门的名称有“保险”这一字眼。 

http://www.lifeinscouncil.org/insurance-as-career/courses/institutes-offering-insurance-courses
http://www.uniguru.co.in/studyabroad/postgraduate/australia-university-courses/australia-insurance-courses/i/al.5/all9/1/progra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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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风险管理与保险）学院。 在六所称为“保险学院”的高校中， 共有四所保险学院 

(School of Insurance):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和内坦亚学院，

一个保险研究学院 (国立法律大学) 和一个风险管理、保险与精算学院（圣约翰大学）。这

些学院开设两个及以上的风险管理与保险及相关领域的主修学位或辅修学位项目。这些学

院中三个在中国、一个在印度、一个在美国。 

o 另外，有两个单独开设的保险学院，即巴西保险学院和印度保险学院。 

 共有四个学校开设保险系（中国人民大学、淡江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朝阳科技大学），

还有四个名称稍微不同的保险系，包括保险与风险管理（1）、保险研究（2）、精算与保

险（2）和保险、法律研究以及房地产（1）。 

 共有 12 个学校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逢甲大学、国立政治大学、

乔治亚州立大学、门罗的路易斯安那大学、科隆大学、祥明大学、湖南大学、华东师范大

学、南开大学和加努恩大学）。它们大部分位于中国。以下是名称少有差别的风险管理与

保险系：风险管理与保险讲座（2 个学校）、风险与保险中心（1）和风险管理与保险、房

地产和法律研究（1）。 

o “风险”这个词也在其它 3 个情景中使用：风险和精算研究（1）、风险控制讲座（1）

和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1）。 

 共有 8 个学校开设金融保险系（汉阳大学艾利校区、顺天乡大学、西原大学、大邱大学、木浦

国立大学、首尔数码大学、鲍尔州立大学和岭南大学）。它们中的 6 个位于韩国。其它学校的

名称略有调整，例如金融和风险管理与保险（1），金融、保险和房地产（4），金融、保险

和法律（1），金融、保险、房地产和法律（1），金融、国际贸易和保险（1），金融、财务

规划和保险（1）， 经济学、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1），经济学、金融和保险（1）以及会

计、金融和保险风险管理（1）。 

在其余的 61 个学校中，风险管理与保险项目或课程可以在非保险的学术部门学习。使用频率

最高的名称是“金融学院/金融系”（15）、其次“经济学院/经济系”（4）和其他一些略有差别的名

称。会计、商业与管理专业也被用于表示 RMI 项目或提供 RMI 课程。 

基于不同学术部门的分布，我们的观察结果如下。首先，正如我们在对这个领域历史的讨论

中所提及的，学术机构在开设课程时开始使用“保险”和“风险”这两个词汇，然后才以学习的

具体领域命名该学术部门。“风险管理”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进入行业的辞典。继而一些学院和

大学在开设新课程或新学习领域或者修订现有“保险”项目时，开始更频繁的使用“风险管理与保

险”。目前，“风险管理与保险”或者“保险”在亚洲更加常用，尤其是中国和台湾地区。其次，

一些学校将保险作为更广泛的金融服务领域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的学术领域。它们通常采用金

融、经济学、会计和管理等名称开展风险管理和保险的项目或课程。全球的风险管理和保险教育

均出现这一趋势。最后，一些学校也将保险作为商科学院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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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I教学师资、项目和学生情况 

在这部分的分析中，我们排除了三个学校(巴西保险学院、保险和投资学院，印度保险机构和

国家保险学院)，因为他们主要是参与专业培训41。我们将着重报告通过分析 112 个学校的调查问卷

结果的重要发现。本节中的信息是基于最初的调查数据(数据在对选定机构进行后续验证做了调整)。 

学校师资。这 112 个学校共有 495.5 个全职教师，其中 422 个（85.2%）有博士学位。这些学

校还有 287.5 个兼职教师，其中 100.5 个（35.0%）拥有博士学位(我们注意到一些学校的问卷反馈

中表示没有专门的风险管理与保险教授)。42 

 每个学校平均有 4.38 个全职教师成员。 

o 共有 12 个学校建立了由 10 个以上全职教师组成的教师队伍，包括西南财经大学

（SWUFE，中国，25 位教师）、南开大学（中国，15）、逢甲大学（台湾，15）、中央

财经大学（CUFE，中国，46）、对外经济贸易大学（UIBE，中国，13）、国立政治大学

(台湾，13)、淡江大学 (台湾，13)、朝阳科技大学（台湾，11）和圣约翰大学（美国，

11）。43 SWUFE， CUFE， UIBE 和圣约翰大学都开设保险学院。 

o 共有 17 个学校有 6-9 个全职教师、35 个学校有 3-5 个全职教师、27 个学校有 2 个全职教

师、22 个学校有 1 个全职教师。 

 每个学校平均有 2.54 个兼职教师成员。 

o 7 个学校有 10 个以上的兼职教师，包括：朝阳科技大学（台湾，26）、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20）、逢甲大学（台湾，16）、淡江大学（台湾，15）和国立政治大学（台湾，

10）。 

o 共有 7 个学校有 6-9 个兼职教师、17 个学校有 3-5 个兼职教师、43 个学校有 1-2 个兼职教

师、113 个回答问卷的学校中的 38 个（29%）没有兼职教师。 

 68 个机构在调查问卷中表示它们的教师有一个或多个专业认证。特许财产和意外险核保师

(CPCU)、特许人寿保险核保师和特许保险协会高级会员与准会员（分别是 FCII 和 ACII）是最

常见的专业认证。其他专业认证包括：研究员，寿险管理师(FLMI)，风险管理合伙人(ARM)，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注册理财规划师(CFP)和金融风险经理(FRM)。 

学位。44 112 个学校中的 83 个 (74.1%) 授予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主修学士学位 (可能包括风险

管理与保险专业的混合研究领域，如金融保险)。83 个学校中的 41 个 (48.8%) 额外授予风险管理与

保险专业辅修学位。另外，112 个学校中的 10 个 (8.9%) 授予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辅修学士学位。

                                                        
41它们一共有38个全职教师队伍（其中8个具有最高学位）以及6个兼职教师（均无最高学位）。 

42这一数据可能包括博士生教授保险课程，同时作为教师成员的助手而没有教学任务。这些学校的

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学生数量较少，从而支持了这一假设。 

43其它具有10个以上全职教师队伍的学校可能包括非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和非精算专业的教授。这

些学校的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学生数量较少，从而支持了这一假设。 

44鉴于数据准确性，我们没有将风险管理与保险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作为副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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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观察到主修专业、辅修专业的分布模式在任何国家或学术部门有独特的模式。 

    除了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项目，圣约翰大学同样有为期一年的风险管理与

保险资格项目。马来西亚的一所专科学校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资格项目。这些项目中的学生不能

够获得学士学位。 

学生。 在分析报告中，我们排除了九个没有报告学生数据的学校, 我们还排除了五个学校， 因

为他们报告学生数据或者是全商学院包括所有专业的学生人数或是全商学院选修风险管理与保险

入门课程的学生人数。我们的分析也不包括专业职业培训机构的学生数据。因此，下文的总结基

于对剩余 99 个机构的调查。 

 根据调查问卷所反馈的数据，这 99 个高校中共有 14,171 名在校学生在攻读不同层次的风险管

理与保险学位，包括 10,786 名本科生、1,042 名全职（脱产）MBA 学生、249 名在职 MBA 学生、

1,418 名名全职（脱产）文学理学硕士、383 名在职文学理学硕士和 293 名博士45。 

表 6 根据学生数目排名列出了十大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专业的机构。根据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

作为主修专业、辅修专业和特殊专业的学校中学生数目，我们发现五个中国学校(西南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和两个台湾学校（淡江大学和逢

甲大学)名列前茅。列表中有一个学校在德国（科隆大学）、一个在韩国(顺天乡大学)、一个在美国

(乔治亚大学)。按本科生规模，列表中有四个中国大学、三个台湾大学和韩国、俄罗斯和美国各一

所大学。 

 

 

表 6: 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项目的十大学术机构 

(101 个开设风险管理与保险作为主修专业、辅修专业或学术方向的学校所汇报的学生总数排名) 

 总计 本科生(主修和

辅修) 

工商管理学硕士 (全职/兼

职) 

文学理学硕士(全

职/兼职) 

博士 

1 西南财经大学 

(1,373) 

西南财经大学

(1,002) 

中央财经大学(170/0)
c
 西南财经大学  

(300/46) 

西南财经大学(25) 

2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621)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500) 

科隆大学 (148/0) 南开大学(97/54) 南开大学(22) 

3 淡江大学 (575) 淡江大学(483) 印度管理学院（班加罗

尔）(100/42) 

帝国理工学院

(141/0) 

印度管理学院（班加

罗尔）  (21) 

4 中央财经大学 

(495)
a
 

江西中医药大学

( 443) 

Siva Sivani 管理学院 

(120/0) 

中央财经大学

(39/62)
d
 

国立政治大学(17) 

5 江西中医药大学

(476)a 

逢甲大学(40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109/0) 中国人民大学 

(40/60) 

莫斯科国立大学(15) 

6 逢甲大学 (463) 乔治亚大学

(355) 

淡江大学(92/0) 伦敦城市大学 

(70/10) 

乔治亚大学(1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2) 7 南开大学(423) 顺天乡大学 湖南大学(22/21) 诺丁汉大学 (71/0) 

                                                        
45这些数据为调查结束时学校所反馈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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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8 乔治亚大学 

(402) 

莫斯科国立大学

(290) 

乔治亚大学 (40/0) 迈索尔大学

(40/30) 

科隆大学 (11) 

9 科隆大学 (360) 南开大学 (250) 国立法律大学 (40/0) 

 

新南威尔士大学 

(62/0) 

中央财经大学(10)
e
 

中国人民大学 (10) 

北京大学 (10) 10 顺天乡大学(356) 国立政治大学

(240) 

本地治理大学(30/0) 逢甲大学(58) 

其

他 

莫斯科国立大学 

(315) 

国立政治大学

(309) 

伊利诺伊州立大

学(220) 

北京工商大学 

(219) 

中央财经大学

(214)
b
 

南卡罗来纳大学 

(201) 

科隆大学 (201) 

朱拉隆功大学 

(201) 

大邱大学 (201) 

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富

勒顿）(10/20) 

国立政治大学

(52/0) 

朱拉隆功大学 

(51/0) 

墨西哥职业学院 

(49/0) 

湖南大学 (42/5) 

圣约翰大学(45/0) 

佛罗里达州立大

学 (40/0) 

诺丁汉大学 (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8) 

清华大学 (8) 

庆熙大学 (8) 

译者注： 

a. 现为 626 人。 

b. 现为 353 人。 

c. 现为 115 人。 

d. 现为 74/66 人。 

e. 现为 18 人。 

 

 

表7A: 按学位水平分类的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频次（仅限所调查的课程） 

 

课程 

本科 

(99 个学校) 

硕士 (工商管理硕士，

文学理学硕士) 

(60 个学校) 

博士 

(27 个学校)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必修 选修 

风险管理与保险入门 80 18 28 17 7 6 

风险理论/风险经济学 31 20 27 15 14 8 

保险法 21 28 19 13 1 9 

个人保险 20 20 9 11 无 4 

商业保险 28 18 10 13 2 3 

人寿与健康保险 45 27 12 22 2 10 

人寿保险 9 12 6 5 无 2 

健康保险 4 9 2 5 无 1 

员工福利计划 17 27 2 12 无 3 

养老保险/社会保险 12 18 4 19 2 6 

财产、意外和责任保险 45 15 15 13 1 6 

财产风险管理与保险 7 6 3 1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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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意外风险管理与保险 6 6 2 2 无 1 

再保险 9 20 6 14 无 3 

保险公司经营管理 16 31 9 13 无 3 

金融风险管理 19 20 20 21 6 11 

国际保险 4 13 4 7 无 1 

保险产品定价/产品开发 9 12 5 12 无 7 

保险营销/中介管理 5 20 7 10 无 4 

保险承保 5 11 4 9 无 2 

保险索赔管理 4 17 3 9 无 2 

保险会计/投资 4 20 10 12 无 5 

其它（请列明） 见表 7B 

 

 

 

 

 

表7B: 按学位水平分类的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频次（其他课程） 

学历 必修(频率) 选修(频率) 

本 科 

(100 个学校) 

1. 风险管理 (3) 

2. 商业/公司风险管理 (9) 

3. 企业风险管理(5) 

4. 风险管理进阶 

5. 风险管理与保险案例分析 

6. 风险管理与保险课程总结 

7.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讨班 

8. 人寿与健康保险进阶 

9. 遗产规划 

10. 财产与意外保险进阶 

11. 溢额保险 (Surplus Lines) 

12. 非传统风险转移 

13. 精算/统计(2) 

14. 利息理论 

15. 保险公司财务管理 

16. 实习 

17. 公司理财 

18. 投资学 

19. 企业经营管理原理 

20. 会计 

 

21. 风险管理(实务) (3) 

22. 企业风险管理(3) 

23. 商业/公司风险管理  (2) 

24. 风险管理与保险前沿问

题I 

25. 金融规划 (8) 

26. 遗产(信托) 规划 (3) 

27. 企业所有人规划 

28. 保险法规 

29. 保险合同学t 

30. 风险管理进阶与国际保

险 

31.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2) 

32. 保险研讨班 

33. 全球经济风险管理 

34. 超额与溢额保险 (2) 

35. 海上保险 (2) 

36. 机动保险 

37. 风险量化分析 

38. 保险财务/风险管理与保

险财务 (2) 

39. 实习 (7) 

40. 保险回顾与保险医学 

 

41. 风险建模 

42. 保险精算数学 

43. 金融市场学 

44. 衍生品市场 (2) 

45. 证券投资学 

46. 投资学 

47. 国际金融学 

48. 职业销售 

49. 管理会计 

50. 进出口与运输 

51. 职业安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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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  (工商管

理硕士，文学

理 学 硕 士 ) 

(60 个学校) 

52. 公司风险管理(2) 

53. 企业风险管理 

54. 经营风险管理 

55. 保险案例分析 

56. 海上保险 

57. 非传统风险转移(2) 

58. 保险财务 

59. 研究方法 (2) 

60. 风险建模 (2) 

61. 精算数学 

62. 资产定价与衍生品 

63. 资产负债管理 

64. 风险管理与金融工程 

 

65. 企业风险管理(4) 

66. 项目风险管理与保险 

67. 保险法规 

68. 财务策划 

69. 海上保险 

70. 高级投资学 

71. 实习 

72. 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博 士 

(27 个学校) 

73. 资产定价与衍生品 74. 保险法规  

 

MBA 学生数量排在前 10 名的组织机构中，有三个来自中国，一个来自台湾，两个来自美国还

有四个来自印度。其中，印度管理学院，湖南大学既有全职 (脱产)MBA 学生也有在职 MBA 学生，

而乔治亚大学只有在职 MBA 学生。 

保险硕士学生数量排在前十排名的学校中，有四个来自中国，三个来自英国，此外澳大利亚、

印度、泰国各一个。前十中有六所高校有全职 (脱产)硕士。中国有六所高校培养了相当数量的

RMI 专业的博士生，此外，印度、俄罗斯、台湾和美国各有一所高校拥有 10 名以上的博士生。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人数排在前十名中的学校中， 美国院校数量很少（尽管这一结论并不完

全， 因为一些美国高校没有参与调研）。表 6 列出的名单中没有美国院校，本科生和 MBA 表中有

一所美国高校（乔治亚大学），硕士研究生中没有，博士项目中有一所（乔治亚州立大学）。另一

个发现是排名中台湾大学的数量很多，并且一些中国院校出现在排名中，3 个学校甚至设立了保险

学院。Kim（2010）报道 8%的中国院校设有 RMI 项目。 

RMI课程 

我们对 RMI 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查（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课程），参与调研的组织机构需要对

所设课程说明是必修课程还是选修课程。如果没有说明，我们默认为机构未开设 RMI 课程。此外，

所有机构被要求提供至多五门额外的必修或者选修课程的名单。 

这个部分的分析基于来自 110 所专业院校的数据，排除了三所来自巴西和印度的培训组织。或

者说，样本包含所有提供两门以上 RMI 课程的高等教育院校， 这些学校不一定开设 RMI 学位。表

7A 和 7B 是关于课程设置的总结。 

本科课程。本科课程的讨论基于来自 99 所高等院校的数据，因此排除了 13 所没有本科教育的

机构和 14 所培训学校。除了日本的武藏大学，所有的院校提供了关于 RMI 作为必修（80 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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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程（18 所）的介绍。其他常见的课程有人寿与健康保险（45 所为必修，27 所为选修），财

产与责任保险（45 所必修，15 所选修），风险理论/经济学（31 必修，20 选修），商业保险（28 所

必修，18 所选修），保险法（21 所必修，28 所选修），人身保险（20 所必修，20 所选修），保险公

司运营（16 必修，31 选修），员工福利（17 所必修，27 所选修）以及再保险（9 所必修，20 所选

修）。实际上，这些课程中的很多课程在报告的前期讨论中已经作为保险或者 RMI 课程的一部分。

（可参看附录 B，关于保险课程发展历程的总结。） 

关于本科课程的其他重要信息： 

 本科课程设置没有因为国家或区域的不同而不同，无论它们是传统的还是相对现代的教育，

也无论是以基础理论设置还是以商业实践为导向。 

 在保险教学发展的早期，欧洲、北美的高校同那些新兴市场的院校一样，都设有有关保险

经营的具体环节方面的课程。即使在保险高度发达的今天， 我们仍然看到一些院校设有一

门或者更多这方面的课程，例如，营销/代理管理，承保与理赔管理，但是这些课程通常是

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从问卷中我们列出的课程中，我们看到 65 所院校没有提供关于营销、

承保、理赔相关的课程。（注意这并未排除这些院校开设其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保

险课程的可能） 

 只有个别院校设置的 RMI 这门课程是包含国际元素的。4 所院校把国际保险作为必修课，

14 所高校将其作为选修课。 

 更常见的课程是风险管理 (RM)相关而不是风险管理和保险 RMI。我们看到的课程有风险

管理（3 所作为必修，3 所作为选修），公司/商业风险管理（9 所作为必修，2 所作为选

修），企业风险管理（5 所是必修，3 所是选修）。此外还有一些类似名称的课程也在调查

中看到。 

 一些院校提供金融课程或者既涵盖金融也涵盖 RMI 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金融风险管理

是最常见的课程，有 19 所院校将其作为必修，21 所作为选修。这类课程中还有一些课程

被设置为必修或选修，例如公司金融、投资与衍生品市场。这种趋势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

发展趋势，而不是仅仅限于某一个国家或地区。 

 最后，一所院校（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设有学术实习课程，7 所其他的美国院校（印第安

纳州立大学、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圣约翰大学、中央阿肯萨斯大学、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

特分校，密西西比大学和尤蒂卡学院）将此作为选修课程。这种学术实习普遍在美国采用，

然而一些其他国家的院校也将计划提供学术实习。 

研究生课程。 这部分的分析是基于 60 所院校的调研数据。原理／入门类课程仍然是最常见的

课程（28 所院校作为必修，17 所作为选修），紧随其后的是风险理论/经济学原理（27 所必修，15

所选修），保险法（19 所必修，13 所选修），财产与责任保险（15 所必修，13 所选修），人寿与健

康保险（12 所必修，22 所选修），保险公司经营（9 所必修，13 所选修）。其他关于课程重要发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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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科生课程设置相似，我们发现许多课程是有关风险管理的。企业风险管理（1 所必修，4

所选修），公司风险管理（2 所必修，0 所选修）以及运营风险管理（1 所必修，0 所选修）。 

o 金融风险管理也是热门课程，有 20 所院校设立为必修课，21 所设立为选修课。一些院校

虽然不是很多也设置金融课程和金融与保险课程，例如保险金融，资产-负债管理，资产

定价与金融衍生品以及工程 RMI。 

o 仅有一所高校（美国圣约翰大学）为研究生提供学术实习课程（选修）。 

博士课程。这部分的结论来自于 27 所高校的调研数据。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博士课程很少强

调课程学习。大部分院校只有 0-2 门必修课（这些课程普遍是保险理论，风险理论/经济学原理以

及金融风险管理）以及 1-7 门的选修课（表中没有列出）。调研结果显示，风险理论/经济学原理是

最常见的课程（14 所必修，7 所选修），紧随其后的是个风险管理（6 所必修，11 所选修）以及

RMI 基础（7 所必修，6 所选修）。实践或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课程或者没有或者仅有少部分高

校设置。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中国人民大学设有 6 门必修课，12 门选修课。佛罗里达大学有 4 门必修

课程但是没有选修。上海财经大学有 3 门必修，4 门选修。韩国国立木浦大学有 2 门必修，12 门选

修课程。 

成功要素与挑战 

调研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成功要素、挑战以及近期课程调整计划的开放式问卷。 

成功要素。参与调研的大多数院校表示使 RMI 项目具有竞争性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我们将他

们的观点总结如下。除了一些特殊情况，院校仅以国家来划分。 

 学校声誉。对于许多高校来说，学校在当地或所在国家的声望／排名是一个重要的成功因素。

这在中国、韩国、泰国、英国以及美国尤其如此。 

 学院/项目/教师/学生声誉。这是两个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具体而言，下列因素直接影响到

RMI 项目的成功：院系声誉（马来西亚、台湾和美国），RMI 项目声誉（中国和台湾），教师

声誉（中国、印度、墨西哥、台湾以及美国），学生质量（大多数国家）。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在一些国家尤为重要（如英国和美国）。 

o 教师科研。教师在期刊或者学术会议中发表的论文可为院校带来更好的声誉（中国、德国、

西班牙、台湾、英国和美国）。一些受访者提及学校通过减轻教学负担以及提供科研基金

对科研的支持也很重要。能够集中精力管理 RMI 项目（以及精算学）被看做另一个成功要

素。 

o 教学创新。教学创新被许多高校看做成功因素之一，包括开展在线教学（同步和不同步），

经常更新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以反映当前产业的重要发展。通过学术或者短期实习帮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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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高软技能（在中国）或者专业技能是一个加分项（在印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事实上，一个开放并有效的师生沟通渠道是大多数院校认为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o 研究中心。当高校或学院设立 RMI 研究中心，不应能够推动项目发展，也是吸引学生，特

别是硕士或者博士的有效途径。参看附录 E，关于 RMI 中心以及相关内容的中心介绍。有

收藏 RMI 出版物的图书馆被看做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德国和美国）。 

o 项目声誉以及与其他学科专业的合作。一些高校将 RMI 课程设置的灵活性作为成功因素之

一（德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一些高校发现与其他学院互动会产生积极影响，例如

工程学（同济大学，中国；加努恩大学，美国）、科学与技术（帝国理工大学，英国）、

数学、统计工程(巴塞罗那大学，西班牙)以及银行风险管理（诺丁汉大学，英国）。精算

学的发展水平也被院校看做促进因素之一。新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表示他们的研究

生项目既不是狭义的保险也不是狭义的金融，而是更广泛风险及风险管理教育。  

一些院校表示他们最近已经改变或者正在改变项目的着眼点，以便于他们的项目更具包容性。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增添更多的金融要素使项目多元化，湖南大学（中国）增加综合性风险管理

方法，青山学院大学（日本）增设金融风险管理课程，南卡罗来纳大学（美国）增设多种学科相

关的风险管理课程，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校区（美国）增添金融与风险工程因素。印度的 Icfai 高

等教育基金会计划引入银行、保险与金融的 MBA 项目。我们重申，许多院校已经将院系重新命名

为金融服务、金融与保险或者风险管理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一些其他的院校则打算更突出保险方面的教学，提供更多的

RMI 课程，为整个学校的在册学生开设更多风险管理课程，增强与当地保险公司以及海外有 RMI

项目的学校之间的联系，开展在线课程或者引进新的研究生 RMI 项目。其他一些院校还考虑提供

夏季海外学习项目或实习或者帮助学生通过专业职称考试。 

 政府及产业支持。这是另一个被频繁提及的成功因素。一些学校能够幸运获得政府在学费方

面的支持（如中国，印度）或者是与企业联系紧密（如加拿大、中国，马来西亚以及美国），

或者教师与企业联系密切（如美国），都是归结为成功因素的重要部分。 

 地理位置。 相当多的院校提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特别是做为某区域或某个国家唯一拥有

RMI 项目的高校是一个成功因素（如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以色列、韩国，英国

和美国。 

挑战。一些院校认为，国家、学校或学院的有限预算对于他们 RMI 项目的发展是一项挑战。

这些限制直接影响到学生学费减免，教师科研经费以及保险公司对学校的赞助。当保险行业的就

业环境持续萧条，学生也会受到影响。这些是重要的挑战，这些都是 RMI 项目面临的挑战，但

是最重要的挑战在下面两方面： 

 教师招聘。许多院校表示，招募高质量的教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一些院校表示，没有新

人来替代退休教师。大多数院校表示由于缺乏合适的人选，在招聘新 RMI 教授方面困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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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因为没有足够的本土博士毕业生或者很少有国外毕业生或者教授愿意来校任教。这一

挑战对于以当地语言课程教学中的学校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院校尤其普遍。 

 学生招生。十几所院校就学生招生问题表示了巨大的担心。这些院校表示他们渴求吸引更

多能力匹配的学生（如美国），更多国内学生（如美国）或者是更具竞争力的学生（如美

国）。然而，调研中的大部分院校表示，“保险业对学生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学生既缺

乏对风险管理和保险行业的认识，又对进入这个领域的知识与技能需要缺乏了解。RMI 入

门课在大多数院校通常不是核心课程，或者是在学生已经确定专业后才接触这门课。尤其

是本科生，他们对保险公司了解很少，对再保险公司的了解则更少。 

教师招聘和学生招生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地院校如果在质量与规模方面（更强

调质量）没有足够的项目，学校则很难吸引并留住高水平的老师。如果没有强大的积极的产业形

象，RMI 研究将变得不具吸引力，并且现存的项目将面临人员裁减等问题。这篇报告的最后部分，

为了避免未来的 RMI 教育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我们提出了一些建议，。 

六、总结: 未来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已经历史性地回顾了 RMI 教育的发展历程。RMI 教育始于 19 世纪几位学

者的研究兴趣，这些学者培养了自己的硕士及博士。包括远东地区的行业协会与其合作的院校联

合发展了风险与保险课程与项目。回顾这几十年，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

随着风险管理在学术领域与实践领域的兴起，高等院校开始在培养计划中增加风险管理课程，也

开始从实践导向课程转向风险与保险基础类课程。21 世纪，我们观察到三个发展趋势。一个趋势

是在保险市场快速发展的国家开办全新的 RMI 项目或者扩展现有 RMI 项目。另一个趋势是，无论

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高等院校都在尝试在其他金融服务专业中增设风险管理课程。最后

一个趋势是，几乎全部院校都非常重视 RMI 项目与风险管理和保险行业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密

切联系不仅仅可以帮助学生在工作中得到锻炼（比如实习），而且可以提供科研和奖学金方面的财

力支持。这些趋势表明学术机构在努力保持 RMI 理论与实践的平衡。严谨教学与 RMI 专业学生市

场需求性之间的平衡是极具挑战的。然而，能够克服这一挑战的院校将保持其竞争力与吸引力。 

人力资源与人才培养 

保险市场变幻莫测，在危机时期可以说是动荡不安的。46 保险市场的平稳运行有赖于充足的财

力与人力资本支持。在这两项资本中，保险行业在财务资本管理方面处理较好。保险法规的严格

要求，表面上是对投保人的保护，内在其实是为了保持市场平稳运转并且减小保险公司破产风险，

从而使得保险业对于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保险行业在人力资本管理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员工方面，尤其是对

                                                        
46这部分讨论主要来源于Kwon（2014），“保险市场上的人力资本风险与人才管理问题：公共政

策、行业与大学教育视角”，日内瓦论文39：17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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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I 充满工作热情的优质员工的稀缺对于世界各个国家的保险公司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员

工对于保险公司全部职能领域的工作都有影响，但保险公司对这一价值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更令

人担忧的是一些雇主根据高失业率判断劳动市场能人过剩，从而陷入“人才悖论神话”中。事实

上，保险企业将面临重要部门的人才短缺（德勤 2010 年报告），而流失优秀员工（所谓的“Brain 

Drain”人才外流）的企业将面临严重的的人力资本风险。47 

保险行业面临的人才吸引与人力资本维护的挑战日益尖锐，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包括社会、

人口发展、经济以及具体行业等因素的共同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因

素是，由于公众对保险知识了解匮乏，保险行业并不是年轻一代优先选择的行业。48 高等院校的教

育发展趋势也加剧了这一问题。此外，对人力资本退化风险的负面影响也不能掉以轻心。 

保险行业拥有层次分明的员工队伍，既包括技能较低的雇员也包括高技能的专业人士。工作

内容上，尤其是再保险部分，经常是国际性业务，因而其人力资本管理比其他行业范围更广、规

模更大。Jacobson（2010 和 2012）发现，美国保险公司面临招聘难题，困难程度排序如下：精算

师、行政主管，技术专家以及核保人（尤其是商业非寿险核保人）。McKinsey（2010）发现，十年

的调研中（到 2008 年为止），美国保险行业 55 岁以上的员工增加了 74%（而全部雇员数量只增加

了 45%）。McKinsey（2010）还发现，在该调查进行当时，保险行业已经有 20%的员工将达到退休

年龄（而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这个数字是 15%），McKinsey（2010）预测到 2018 年，这一比例将高

达 25%。再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比人身险和商业险部门面临更大的风险。在整个产业链中，

美国保险公司在留住核保人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德勤（2006）报告中，假设总增长率为 8%，离

职率为 15%，美国保险行业也将需要 23,000 名核保人来补充人才的缺失。德勤（2010）还称未来

10 年，保险业将需要增加 84,000 名新的理赔人员。 

当然，保险行业形象也有积极的一面。斯宾塞教育基金会(Spencer Educational Foundation)在

2010-2012 年度奖学金获得者中开展了一项小样本调研（商业保险，2012）。被调查的美国学生表

示，选择 RMI 项目最主要的原因是就业机会（56%），紧随其后的原因是晋升机会（47%）以及行

业稳定及工作安全感（44%）。他们感兴趣的领域是风险管理（37%）、承保（27%），市场营销

（19%）。这些学生中，86%计划获取专业资格认证，如美国特许财产和意外险核保师 CPCU

（Chartered Property Casualty Underwriters）。他们认为最具吸引力的雇主是那些能够提供内部晋升

机会（78%）或具有正规的职业领航计划（ formal mentoring program）的保险公司（16%）。

McKinsey（2010）中提到根据 McKinsey 的调研，RMI 专业的毕业生中，83%认为保险行业可以很

好的平衡工作与生活，93%认为保险行业可以提供不断的挑战，94%则认为保险行业能够为社会创

造重要价值。 

                                                        
47德勤发现人才缺失最严重的将是在研发部门及行政领导中。其他关于人才问题的关注集中在新兴

市场经济、领导培养、成功计划、留住不同层次的员工以及管理开发拓展训练项目。 

48声誉学会（2012a and 2012b）报告称，全球保险业声誉得分61.60，在25个行业中排名第17。但

我们未在该学会全球前50公司、欧洲与亚洲前50公司中搜索到保险公司。我们独立开展了对当前员工

偏好的公司的搜索，也未在美国前100、英国前30、德国与法国前50，中国前100公司中发现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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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 教育水平不断提高。1995 至 2010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OECD）中

年龄在 20-29 之间全日制和在职的在校学生人数增长了 10.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

2010 年，这一年龄段的平均增长率是 27%，而且在校学生中女生多于男生。49OECD 早期一份报道

（2009 年）显示，2007 年，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 1.4%的人攻读公立或私立大学的全日

制或在职学生，30-39 年龄段的有 6.8%，20-29 年龄段的有 20.6%。 

世界范围内， 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比例也在上升。OECD（2012）报告称，2010 年这一

比例在 OECD 和 G20 成员国中分别是 31%和 26%。50 OECD 数据显示，高等教育获得率最高的年

龄段是 25-34 之间，而最低的是 55-64 之间。51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获得率很高，然而巴西和中国的

相对很低。OECD（2012）预测，年轻的中国人中将有 14%从专业院校毕业，18%从职业院校毕业。 

尽管整体上教育水平在改进，我们在某些学术领域仍然面临教学挑战。美国教育部（2000）

报告称，学生在自然科学方面能力较弱，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国工作环境的快速改变以及全球经济

的相互影响。运用德勤研究报告的数据，Athley（2004）检验了科学与工程领域高校教育与技能的

缺口。他的研究表明，学生对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兴趣越来越淡薄，发达国家这一挑战比发展中国

家更严重。在调查进行期间，中国有 42%的学生获得科学与工程的本科学历，然而美国的这一数

字只有 5%，而自从 1995 年以来，德国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已经减少了三分之一。 

衡量学生的保险知识水平的一个标准是学生的金融知识（Financial Literacy）。例如，Jump$tart

联盟（Jump$tart Coalition）2008 年的一份调查表明，美国高中高年级学生的金融水平跌落到了最

低水平，平均得分 48.8%（Mandell，2008）。1997 年调查的平均水平是 57.3%。大学生的平均水平

是 62.2%，之后每年都有提升，高年级学生达到 64.8%。计划读二年制或者四年制大学的高中生的

得分分别是 44.6%和 50.9%，然而没有意愿接受大学教育的学生的水平是 34.9%。这些发现表明大

学教育在加强人力技能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重要作用。 

现在保险行业的主力军来自各大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拿到 RMI 或者精算学学士或硕士学位

的学生。52 本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国家开设 RMI 项目的学校数量区别很大。 

人力资源与人才培养管理的协调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保险行业的一个严重的风险，保险公司迫切需要吸引新人并留住现有员工。寻

找优秀人才仍是一项挑战。公众和学生对保险行业行业形象的错误认识需要改变，以提高保险行

                                                        
49在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德国，希腊，冰岛，韩国，荷兰，新西兰，斯洛文尼亚和瑞典，升

学率是30%或更高。 

50这一数据包含两年制专科院校的学生。 

51这一趋势在芬兰，德国，冰岛，以色列和美国有特例。 

52 O*NET报告称保险领域的保险专业性职位，如承保，精算，理赔，理财建议和中介服务等，通常

要求较高的工作相关技能、知识或经验，通常是在研究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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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于人才更具吸引力。为了留住现有员工，尤其是公司元老，保险公司必须想方设法保持并提

高人力资源服务。相对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是保险公司持续经营的关键之一，这样才能帮助

公司在适当的时间、地点，以适当的成本培养现有和未来员工“具备正确的技能”（McKinsey，

2010）。建立这样相对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对于本地和海外业务的经营同样 十分重要。 

如上所述，因为种种原因， 保险行业不被公众广泛了解。然而，保险行业对于保险专业的在

校学生很有吸引力，对已经在保险行业中工作的人保险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此，保险用人单

位需要想方设法扩展年轻一代对保险行业的了解和知识，特别是高中升大学的学生和商学院的学

生中，保险行业可以通过强调行业的经济及社会贡献，以及员工的专业水平来加强年轻人对保险

业的认识。基于报告中的一些发现，我们提供了如下建议作为解决行业面对人力资本风险的方法。 

首先，我们建议高等院校和他们的合作培训机构应该更加积极的建立并加强与保险行业的合

作。也就是说，保险行业在公共关系方面需要更加积极，更努力的树立保险最为学术和专业领域

的正面形象。保险行业需要协同地方和中央政府，在公众和当地院校中加强金融知识普及，从而

吸引更多的学生投身 RMI 领域。例如，旨在加强全社会风险意识的 K-12(美国基础教育)计划，不

仅仅帮助参与其中的院校开发风险与保险学习模式，同时也为高中教师提供教学辅导研讨会和授

课材料。保险公司还应该致力于消费者知识普。 

第二，我们建议保险公司与当地的高等教育机构密切合作，设立更多的 RMI 专业项目。 对于

已经建立保险专业的高校，保险公司的合作应致力于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具体来说，学生的学

习体验既包括课堂上的，也包括课堂之外的。在课堂上，这种合作可以体现为行业专家帮助高等

院校审阅教学大纲，担当客座教授。在课堂之外的学生体验包括学生（学术）实习，外聘导师指

导或者参加行业的专题研讨会和行业会议等。我们建议保险公司和 RMI 的教师之间应该多互动交

流。此外，格里菲斯保险教育基金会（Griffith Insuranc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11）还建议开展高

级管理人员培训课程、提供教师科研基金以及聘请高校教师参与企业咨询项目等。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学术与产业更好的结合，从而促进高校 RMI 项目的发展。同样重要的，高校机构需要不断

考评并更新他们的 RMI 课程，以保证培养的学生具备与时俱进的综合实力。 

第三，教授们一定要继续考评现有 RMI 课程的授课效果，并随时进行必要的课程更新。他们

需要关注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以及市场环境的重要发展，以降低课程与这些相关领域实

践不匹配的风险。学校内部当然可以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但是如果能够与当地保险公司或行业

协会一同来完成效果会更好。另外，我们大力提倡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的合作。此外，教育工作

者和保险行业的管理者也需要为全行业范围甚至是全球范围的人才短缺做好准备。 

最后，设有 RMI 项目的高等院校需要很清楚地认识到一个事实，保险行业人员招聘不仅仅限

于他们这一渠道。保险公司的日常保险产品设计、市场营销、承保、理赔、投资、财务、信息技

术等方面工作需要来自很多专业毕业生，包括经济学、金融学、法律、会计、工程，政治等。然

而，保险行业非常重视大学 RMI 教育，因为选择 RMI 专业学生已经表现出了对保险行业的强烈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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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这些 RMI 专业的学生将最终引领行业发展。 

金融服务之间的融合直接影响保险劳动市场的人才的供求。当产品功能逐渐混合，并且越来

越多的通过非传统渠道进行销售，教育工作者和行业领军人物都可能在各自的领域发现新的机会。

金融服务融合为保险、银行和金融通过带来边界的扩张，也将带来新的商机，而这些新的商机也

意味着新的教育机会。这些跨行业跨地区劳动力流动现象要求保险公司采取明晰的人才招聘与保

留方案。各地的高校和行业协会必须在应在培养新员工和留住现有员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学校培养方向和保险行业需求之间的差异可能会加剧人才缺失危机。这些差异可能体现在软

实力方面（比如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可能体现在具体某方面的知识上（比如学校专业课

程学习广度），或者二者均有。差异越小，人才缺失风险的管理成本就越低。保险行业既需要增加

与高校组织在高质量研究方面的合作，也需要将高校作为提供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来源。同时，

高等院校也应该意识到自己在科研方面的重要作用。所有各方一起努力为行业发掘并留住优质员

工，留住那些无论年轻还是年长、都具有行业所需资质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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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纽约大学的保险项目(1935年) 

 

来源: 纽约大学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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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各项保险课程的开设时间 (1910-1948年) 

 概论

类课

程 

人寿保

险 

(原

理、实

务、经

济学) 

人

寿

保

险( 

其

他

r) 

寿险

精算 

财产

保险 

财险

和意

外险 

意外

伤害

保险 

保险

法(商

业) 

保险

法 (专

业) 

社会

保险 

研究

和讨

论 

其

他 

总

计 

1911 年以

前 
6 1 - 4 1 - - - 8 - - - 

20 

[a] 

1911-1915 5 4 - - 4 - 1 - - - 1 - 15 

1916-1920 2 7 - 1 6 1 2 1 6 - 1 - 27 

1921-1925 9 7 - 3 3 2 3 - 1 1 1 - 30 

1926-1930 27 20 - - 10 1 7 - 5 3 2 1 76 

1931-1935 20 10 - - 7 1 4 1 7 4 1 3 58 

1936-1940 51 13 - 1 9 2 9 4 7 13 1 - 110 

1941-1945 16 7 1 2 13 9 8 1 1 6 - 2 66 

1946-1948 42 22 7 5 15 13 24 5 2 4 3 5 147 

未注明 59 94 8 12 25 14 22 9 39 12 5 5 304 

合计 
237 

[d] 

185 

[ce] 

16 

[c] 
28 [b] 

93 

[ce] 

43 

[c] 

80 

[cf] 
21 76 43 15 16 853 

 

来源: McCahan (1951)， p.809 (derived from S.S. Huebner Foundation for Insurance Education (1949)。 

[a] McCahan (1951) 表示他表格中的数据比原始调研报告中的课程数少; [b]排除拥有相当完整的精算培训项目的两所

大学的课程; [c] 排除为 CLU 与 CPCU 候选人安排的非保险课程; [d] 包括三门函授课程和一门阅读课程; [e] 包括四

门函授课程;  [f]包括三门函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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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开展保险教育的学院和大学 

(1974-1975 年调研报告) 

表格中的全部学院都有一个“独立”的基础课程—除非被标注—再加上如下“独立”课程中的至

少一门，包括人身与健康保险 (life & health insurance)，财产与责任保险 (property & liability 

insurance)，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精算与数学(actuarial science & mathematical concepts)，保险

法(insurance law)或其他保险(other insurance)课程。 

国家 学院及课程* 

奥地利 1. 商业大学(保险管理科学协会)， 维也纳[22， LPAWO]a 

比利时 2. 商业与咨询研究学院， 列日 [5， AO] 

3. 勒芬天主教大学，勒芬 [14， LPAWO] 

 4. 圣路易斯贸易学院，布鲁塞尔 [3， AW] 

 5. 鲁汶天主教大学(法学院) [11， LPSAWO] 

 6.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12， PSAWO] 

 7. 安特卫普大学[4， PSW]a 

玻利维亚 8. 圣西蒙大学 Cochabamba 分校 [3， SA] 

加拿大 9.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2， L] 

 10. 曼尼托巴大学 [9， WA]b 

埃及 11. 开罗大学 [12， LPAWO] 

萨尔瓦多 12. 中美洲大学[5， LPAWO] 

芬兰 13. Vassen 经济学院 [2， W] 

法国 14. Université Paris X – 巴黎-南泰尔 [2， P] 

 15. 图尔斯大学 (保险学院) [11， LPWO] 

 16. Université Paris II – 德鲁瓦大学[2， W] 

德国 17. 艾伯特-路德维格-弗莱堡大学 [3， W] 

 18.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法兰克福大学 [4， LP] 

 19. 科隆大学 [12， SAWO] 

 20. 曼海姆大学 [11， LPSAWO] 

 21. 慕尼黑大学 [17， LPSAWO] 

希腊 22. 雅典经济和商业大学 [3， A] 

印度 23. 布拉马布尔大学[9， LP]c 

以色列 24. 希伯来大学， 拉马特甘[4， LA] 

 25. 特拉维夫大学 [10， LPSAWO] 

意大利 26. 帕维亚大学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di Pavia) [2， S] 

日本 27. 青山学院大学， 东京 [2， P] 

 28. 日本中央大学， 东京 [3， PA] 

 29. 独协大学， 琦玉 [4， LP] 

 30. 福冈大学， 福冈[6， PSAW] 

 31. 关西大学， 大阪 [3， P] 

 32. 神户学院大学， 神户 [2， S] 

 33. 神户大学， 神户 [3， P] 

 34. 国士馆大学， 东京 [3， L] 

 35. 关西学院大学， 西宫[3， LP] 

 36. 明治学院大学， 东京 [2， P] 

 37. 明治大学， 东京 [6， LPSW] 

 38. 日本大学， 东京 [3， PS] 

 39. 立教大学， 东京 [2， O] 

 40. 龙谷大学， 东京 [3， PW] 

 41. 成城大学， 大学 [2， S] 

 42. 西南学院大学， 福冈[2，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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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学院及课程* 

 43. 专修大学 [5， PL]d 

韩国 44. 朝鲜大学， 光州 [5， PWO] 

 45. 高丽大学， 首尔 [2， P] 

 46. 釜山国立大学(法学院)， 釜山 [2， P] 

 47. 首尔国立大学， 首尔 [2， P] 

 48. 岭南大学， 庆山 [3， PW] 

墨西哥 49. Anáhuac 大学， 墨西哥城 [10， LPAWO] 

尼泊尔 50. 特里布万大学， 加德满都 [2， P] 

荷兰 51. 奈梅亨罗马天主教大学 [9， LPSW]a 

 52. 格罗宁根州立大学 [2， PS] 

 53. 莱顿州立大学 [2， W] 

尼日利亚 54. 贝洛大学， 扎里亚[6， LPW] 

挪威 55. 挪威商业学院， 卑尔根 [2， A] 

 56. 奥斯陆大学 [5， PSAW]e 

巴拿马 57. 圣玛利亚拉安蒂瓜天主教大学， 巴拿马城 [4， LPAO] 

菲律宾 58. 阿达姆松大学， 马尼拉 [6， LPW] 

 59. Divine University， 莱特岛 [2， W] 

 60. University of Nueva Caceres， Naga City [3， SW] 

 61.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 [6， AW]f 

 62. University of San Agustin， Iloilo City [3， SO] 

新加坡 63. 义安理工学院[4， LPW] 

南非 64. 希尔克雷斯比勒陀利亚大学 [3， P] 

西班牙 65. Autónoma Madrid 大学 [5， SAWO] 

 66. 毕尔巴鄂大学 [6， LSAW] 

瑞典 67. 社会服务于公共信息研究生院， 哥德堡[2， S] 

瑞士 68. 联邦理工大学， 苏黎世 [6， A] 

 69. 巴塞尔大学 [7， LAO] 

 70. 伯尔尼大学 [12， LSAWO] 

 71. 洛桑大学 (高等商业研究学院) [14， AWO] 

 72. 纳沙尔特大学 (理学院) [3， A] 

 73. 苏黎世大学 [4， PSA] 

台湾 74. 逢甲工程与商业学院 (银行与保险系)， 台中 [32， LPSAWO]g 

 75. 国立政治大学， 台北[5， LPAW] 

 76. 国立中兴大学， 台北 [3， P] 

 77. 国立台湾大学， 台北 [4， W] 

 78. 东吴大学， 台北 [5， AW] 

 79. 淡江艺术与科学学院， 台北 [12， LPSAWO] 

泰国 80. 泰国国立发展管理学院， 曼谷 [3， A]a 

 81. 泰国国立法政大学， 曼谷[3， A] 

土耳其 82. 爱琴海大学， 伊兹密尔[3， A] 

英国 83. 伦敦城市大学 [2， A] 

 84. 南安普顿大学 (经济与社会科学系) [3， A] 

扎伊尔 85. 扎伊尔国立大学， 金沙萨[3， PW]h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保险独立课程的门数。数字后面的字母：L 是人身和健康保险(Life & health)；P 是财产和责任保

险(Property & liability insurance)；S 是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A 是精算与数学(Actuarial science & mathematical 

concepts)；W 是保险法(Actuarial science & mathematical concepts)；O 是其他保险课程(Other insurance)。 

 
a无基础课程提供。 
b课程由贸易学院及法律学院提供。 
c课程由 Aska 科学学院，D.A.V 学院和 Oanham 学院，布拉马布尔大学全体联盟成员提供 
d课程由商业学院和法学院提供。 
e课程由法学院和数学院提供。 
f课程由艺术与科学学院和商业学院提供。 
g包括商业研究生院的 15 门课程。 
h课程由经济学院和法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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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学院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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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2013年调研报告中116所院校机构名单 

国家 城市 
学校 院系 

名称 类别 学期制 名称 成立时间 

澳大利亚 悉尼 新南威尔士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与精算研究 1999 

巴西 里约热内卢 巴西保险学院* 私立 三学期制 保险学院 1971 

加拿大 魁北克 拉瓦尔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系  

中国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保险系 1996 

中国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经济管理学院 1962 

中国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保险学院 1952 

中国 北京 北京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1993 

中国 北京 清华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1996 

中国 北京 北京工商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保险系 1993 

中国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保险学院 1988 

中国 长沙 湖南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1992 

中国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保险学院 1983 

中国 杭州 浙江大学 公立 四学期制 社会保障与风险管理系 2005 

中国 南昌 江西中医药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经济管理学院 2002 

中国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学院 1985 

中国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2007 

中国 上海 同济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经济与金融学系 1984 

中国 上海 复旦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2002 

中国 天津 南开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1997 

德国 科隆 科隆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 1999 

德国 汉堡 汉堡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私立 四学期制 金融与会计系 2010 

香港 香港 岭南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保险 2004 

香港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2002 

印度 班加罗尔 印度班加罗尔管理学院 公立 三学期制 金融与控制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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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城市 
学校 院系 

名称 类别 学期制 名称 成立时间 

印度 海德拉巴 IFHE (Icfai 高等教育基金会)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1985 

印度 海德拉巴 Siva Sivani 管理学院 私立 三学期制 金融系 1992 

印度 焦特普尔 国立印度大学法学院 公立 两学期制 保险研究学院 2002 

印度 卡莱卡 本地治理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管理系 2009 

印度 吉申格尔 拉贾斯坦邦中央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统计系 2009 

印度 孟买 印度保险学院* 私立 多学期制 保险学院 1966 

印度 迈索尔 迈索尔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商业研究系 1961 

印度 普纳 国家保险学会* 公立 三学期制 管理学院 2004 

爱尔兰 利默里克 利默里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会计与金融系  

以色列 内坦亚 内坦亚学院 私立 三学期制 保险学院 2003 

日本 川崎 专修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商务系  

日本 神户 神户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商业管理研究生院 1949 

日本 京都 京都学园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经济系 1969 

日本 京都 立命馆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经济系 1948 

日本 东京 早稻田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贸易学院和贸易研究生院 1904 

日本 东京 明治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保险与风险管理系 1881 

日本 东京 武藏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经济系 1949 

日本 东京 青山学院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经济系 1953 

日本 东京 一桥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商务和管理研究生院 1875 

韩国 安山 汉阳大学艾利校区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保险系 1980 

韩国 牙山 顺天乡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保险系 1994 

韩国 清州 西原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保险系 1997 

韩国 长南 祥明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 1989 

韩国 庆山 大邱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保险系 1991 

韩国 务安 国立木浦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保险系 1988 

韩国 首尔 高丽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贸易学院  

韩国 首尔 庆熙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管理学院 2003 

http://www.ssim.a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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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城市 
学校 院系 

名称 类别 学期制 名称 成立时间 

韩国 首尔 首尔数码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保险系 2010 

韩国 首尔 成均馆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外贸系 1968 

马来西亚 沙亚楠 玛拉工艺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经济系  

马来西亚 莎亚南 莎亚南工艺学院** 公立 两学期制 商务系 1997 

墨西哥 墨西哥城 墨西哥自治技术研究院 私立 两学期制 精算与保险系 1997 

俄罗斯 莫斯科 莫斯科国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委员会 1995 

俄罗斯 莫斯科 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 公立 四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委员会 1999 

俄罗斯 莫斯科 保险与投资协会* 私立 四学期制 风险控制委员会 2010 

俄罗斯 萨拉托夫 萨拉托夫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数学与机械学系 1945 

南非 斯泰伦博斯 斯泰伦博斯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统计与精算系 1946 

西班牙 巴塞罗那 巴塞罗那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经济与贸易系 1954 

台湾 新竹 国立交通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2000 

台湾 台中 逢甲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1963 

台湾 台中 朝阳科技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保险系 1994 

台湾 台北 国立政治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1985 

台湾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1985 

台湾 台北 淡江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保险系 1965 

泰国 曼谷 朱拉隆功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统计系 1967 

英国 伦敦 伦敦城市大学 公立 三学期制 精算与保险系 1974 

英国 伦敦 帝国理工学院 公立 四学期制 财政集团 2003 

英国 诺丁汉 诺丁汉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贸易学院 1946 

美国 雅典城 乔治亚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保险、法律研究与不动产系  

美国 亚特兰大 乔治亚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1952 

美国 布鲁明顿 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商业管理系  

美国 布恩 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与保险中心 1979 

美国 夏洛特 北卡莱罗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1946 

美国 哥伦比亚 南加州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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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康威 中央阿肯色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经济、金融保险与风险管理 2000 

美国 登顿 北德克萨斯州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保险、不动产与法律系  

美国 丹佛 科罗拉多大学丹佛校区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2011 

美国 伊利 加努恩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项目 1925 

美国 富尔顿 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 公立 两学期制 保险研究中心 1998 

美国 格林维尔 东卡罗莱纳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1938 

美国 火奴鲁鲁 夏威夷马诺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经济学学会  

美国 休士顿 美国休士顿大学城区分校 公立 两学期制 外贸学院 2009 

美国 爱荷华城 爱荷华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2005 (c) 

美国 肯特 肯特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保险研究 2012 

美国 拉斐特 路易斯安那大学拉斐特分校 公立 两学期制 经济与金融系 1899 

美国 拉斯克鲁塞斯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2006 

美国 林肯 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1913 (c) 

美国 洛杉矶 西部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商业管理系 1996 

美国 明尼阿波利斯 明尼苏达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1930 (c) 

美国 门罗 路易斯安那州大学门罗分校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系 1990 

美国 摩海德 摩海德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会计、经济与金融系  

美国 曼西 鲍尔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保险系 1989 

美国 纽约 圣约翰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学院 1901 

美国 诺莫 伊利诺斯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保险法律系 1990 

美国 北岭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金融政策与保险系 1961 

美国 奥利维特 奥利佛学院 私立 两学期制 商业管理系 1980 

美国 奥斯威戈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 公立 两学期制 会计、金融与法律系 1992 

美国 牛津 密西西比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银行与金融系  

美国 费城 拉萨尔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系 1983 

美国 波特兰 南缅因州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经贸学院 1878 

美国 普尔曼 华盛顿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管理学系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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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城市 
学校 院系 

名称 类别 学期制 名称 成立时间 

美国 里士满 东肯塔基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会计、金融与信息系统系  

美国 里士满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保险与不动产系 1937 

美国 圣克劳德 圣克劳德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保险与不动产系 1991 (c) 

美国 斯塔克维尔 密西西比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金融与经济系 1955 

美国 塔拉哈希 弗罗里达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风险管理与保险、不动产与法律研究系 1945 

美国 特雷霍特 印第安纳州立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会计、金融与保险风险管理 2010 

美国 塔斯卡卢萨 阿拉巴马大学 公立 两学期制 经济、金融与法律研究系 1921 

美国 尤蒂卡 尤蒂卡学院 私立 两学期制 商业与法律研究学院 1924 

美国 韦科 贝勒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保险、不动产系 1970 

美国 华盛顿 霍华德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金融、国贸、保险系 1978 

美国 西哈特福德 哈特福德大学 私立 两学期制 经济金融保险系 1999 

 

* 培 训 组 织 

** 大专 (英国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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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风险管理、保险、精算科学及其他相关中心机构 

(信息来源：院校调研中提供及院校网上信息) 

国家 学校 中心名称（成立时间和主要活动） 

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大学 ARC 人口老龄化研究中心 (CEPAR， 2011) 

 研究和刊物出版; 会议; 教育和培训 

加拿大 拉瓦尔大学 Chaire d'assurance et de services financiers L'Industrielle-Alliance (1973) 

 研究， 教育及产业关系支持 

中国 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保险市场研究中心， 2005 

 中国及海外大学和大学 RMI 项目发展进程 

中国 北京大学 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 2003 

 北大赛瑟论坛; 赛瑟两周一次的研讨会; 北大保险评论 

中国 清华大学 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2008 

 会议及两周一次的系列研讨活动; 保险和风险管理研究发展历程刊物出版(季刊， 中国) 

中国 北京工商大学 保险研究中心， 1999 

 会议及活动 

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风险与保险中心 

中国 西南财经大学 风险刮泥与保险研究中心 

中国 浙江大学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中心， 1993 

 会议和论坛 

中国 上海财经大学 保险精算研究中心， 1998 

 出版精算通讯， 上海市保险学会精算专业委员会会刊; 偿付能力和风险评估研究 

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金融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2007 

 外部筹资研究; 国外高校合作关系建立; 会议;  由 eBioTech 支持的保险实验室管理 

中国 同济大学 现代金融机构* 

中国 南开大学 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 2009 

 公募及私募研究 

德国 汉堡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风险与保险汉堡协会 (2013) 

 保险经济和风险管理方面的研究与咨询; 教学支持 

印度 印度班加罗尔管理学院 金融市场和风险管理中心 (1998) 

 保险和养老金相关问题研究， 尤其关注印度市场; 会议和研习班; 研究出版 

印度 印度保险学院 研究中心(1955) 

 保险和相关领域研究; 保险培训; 认证考试 

日本 专修大学 贸易研究机构 

http://www.cepar.edu.au/
http://www4.fsa.ulaval.ca/cms/site/fsa/lang/fr/accueil/recherche/chairescentrerecherche/chairesderecherche/chaireindustrielle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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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早稻田大学 保险研究所，2005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 联合培养; 国际交流学习 

日本 青山学院大学 经济研究中心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 金融风险管理与小型企业日本保险; 会议; 图书馆 

日本 一桥大学 金融研究中心(2012) 

 研究和教学支持 

韩国 国立木浦大学 商业战略研究中心 

韩国 成均馆大学 全球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心( 2014; 早期保险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4 年)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 会议 

马来西亚 玛拉工艺大学 卓越经营组织* 

墨西哥 墨西哥自治技术研究院 精算研究中心; 养老金研究国际中心 

俄罗斯 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实验室(2006) 

 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与咨询; 教育支持 

俄罗斯 萨拉托夫州立大学 风险研究协会 (2009) 

 波动模型研究与咨询， 投资组合优化和风险管理; 教育工程 

西班牙 巴塞罗那大学 风险研究中心(1992) 

 巴塞罗那保险与风险管理夏季学院; 长期护理保险观测中心；RMI 项目 

台湾 国立政治大学 风险与保险研究中心 

台湾 东海大学 法律学院企业法制中心(2011) 

 保险法务研讨会 (五月); 保险政策研讨会(十一月) 

泰国 朱拉隆功大学 保险研究中心; 统计研究中心 

英国 帝国理工学院 帝国风险管理实验室 (2006) 

 对冲基金和另类投资; 终极风险的保险和资本市场运作方案; 资产定价和宏观财务学，养老金 

英国 巴斯大学 战略风险与保险中心 (2013) 

 非洲保险、再保险及小微保险研究;  

英国 诺丁汉大学 风险与保险研究中心 (2013) 

 风险、银行及金融服务研究 

美国 乔治亚州立大学 风险经济分析中心; RMI 研究中心 

美国 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 Brantley 风险与保险中心 (1988) 

 学生职业生涯发展 (会议， 实习及讲座); 教师发展及研究支持; 公共教育 

美国 中央阿肯色大学 保险及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 风险研究中心 (1988) 

 系列讲座; 研究论坛; 国际日活动 

美国 美国休士顿大学城区分校 保险及风险管理中心 (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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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学校 中心名称（成立时间和主要活动） 

 行业关系建立; 学生实习和就业指导 

美国 爱荷华大学 风险管理与保险 Vaughan 协会 (2005) 

 风险管理与保险教育和研究支持; 学生就业指导服务 

美国 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保险与金融服务中心(2006) 

 RMI 研究， 主要是研究对于美国西南部以及山地州地区的利益; 国家政策问题白皮书;学生及当地保险

团体的活动组织 

美国 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 保险与风险管理中心(1981) 

 会议; 科研基金; 筹资 

美国 西部大学 少数族裔与小型商业研究中心 

美国 鲍尔州立大学 精算、保险与风险管理中心 (1999)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风险管理与保险团体的专业外延; 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创新 

美国 圣约翰大学 保险政策研究中心(2013) 

 会议; 全球保险政策研究; 风险管理与保险及法律联合培养项目 

美国 伊利诺斯州立大学 凯蒂学院保险和金融服务(1992) 

 新生招募; 学生技能提升; 实习及职业生涯服务 

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 风险与保险中心(2008) 

 奖学金募集， 师生发展和研究支持 

美国 纽约州立大学奥斯威戈分校 金融、保险和风险管理 Gordon A。 Lenz 中心 (2011) 

 提供学生投资资金， 学生会议参加及风险管理软件设施提供 

美国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 风险及保险研究中心 

美国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保险研究中心 

 高水平风险管理与保险项目; 教工会议， 座谈会及研讨会; 风险管理与保险及相关领域的宣传研究课

题及刊物出版 

美国 印第安纳州立大学 Gongaware 中心 (1998) 

 保险及其他金融服务领域未来领军人物发展， 包含奖学金 

美国 阿拉巴马大学 保险信息和研究阿拉巴马中心 (2013) 

 风险管理与保险问题对阿拉巴马市民影响情况研究; 调查报告; 知识库与信息存储 

美国 霍华德大学 保险教育中心 (1979) 

 Maximillian 奖和暑期实习 

美国 哈特福德大学 R.C. Knox 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 

 本科生和研究生风险管理与保险研究支持 

 

 

http://www.indstate.edu/business/gongaware/
http://www.hartford.edu/barney/rc_knox/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