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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年度碩士班入學考試

政治大學會計系-- 文經堯

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 張童恩

981書香獎

100級，陳冠學、陳柏均、何宣緯、張惠玲、郭仲堯

99級，許淑君、鄭琬諭、林純如

982財團法人應雲岡先生紀念基金會獎學金

碩士班--何建勳

大學部--林姵妤、陳嫈雅、洪柃玄、黃聖雯

財94級，劉俞君，高中政治大學企管系、成功大學企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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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贏行▼

(文/大學部/九七級畢業生陳璿如)
又接近畢業的時節了，相信學弟妹們一定對外面的世界有些害怕、有些

興奮。還記得那時的我也總是拉著認識的學長姐問他工作內容，今天，就由

我來講述一下銀行的概況。

不曉得大家覺得銀行櫃檯平時的工作內容有什麼？現金提存、外幣買賣、

貸款申請…其實銀行櫃台這個工作就跟以上大家看到的一樣，一個最基本的

分行營運內容就是分為這三種項目。學士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初進銀行通常是

由台幣櫃台做起，外幣以及放款部門的招考通常是針對具有工作經驗的人員，

但是也有同仁一進分行就直接做放款。總之，下放分行的職員就跟下放部隊

的阿兵哥一樣，主管和分行風氣很重要呢！績效獎金、加班費、每日來客數

和最重要的業績壓力都是視分行而有所區別，所以通過招考後記得要每天燒

香拜佛分到好單位啊！我目前待的分行比較小，業務內容相對單純，雖然銀

行行員的可替代性很高，主要工作內容就如同便利商店店員一般，但是其實

還是要加上很多很多的細心才能順利度過每一天。畢竟銀行行員經手過的業

務都是會跟著你很久的，凡走過必留下痕跡，對於辦過的業務，行員可是都

帶有一輩子的責任喔！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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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金融環境的風氣在變，銀行的利潤也從當年的存放款利差轉變為手

續費收入。手續費收入其實從銀行角度來看是賺得比較沒有風險的，放款會

有被倒帳的可能，但是基金保險等手續費收入卻是直接放進口袋裡，更別提

部分外商銀行目前開始收取的帳戶管理費。這樣的風氣影響了銀行的生態，

不論是外商銀行或者民營銀行都開始朝著金融商品的販售方向努力，而本土

銀行當然也必須跟進。銀行早已進入了全員業務的時代，無法達成的業績目

標由行員自行買單的傳言時有耳聞，不過就像我先前提到的，業績壓力大半

還是看分行主管，如果主管夠力，業績壓力是輪不到行員來煩惱的。

目前銀行大多朝著整併成立金控的方向前進，金控公司就如同金融業的

百貨公司一樣各個領域皆有涉獵。因此如果踏入銀行界後對分行業務興致缺

缺，還是有機會可以轉進證券、保險等部門。像是我們公司對於MA的招考並

不固定，所以偶爾會從現職行員內挑選人才進總行，總行的業務和分行又有

很大的不同，證券承銷、財富管理、風險控管、信託部…等，除了學歷之外

要如何讓總行挑人的時候挑到你咧？這時候證照就變得重要了，擁有的專業

證照越多，越有可能被挑進總行培訓。金融業可以考的證照實在太多了，最

基本的就是信託、投信投顧、人身保險和產險，但證照並不一定有太大的加

分效果，除非考取的是CFA或者會計師執照，像我當初也是沒有半張證照就

進來了。

踏進社會這一年多以來，其實感受到每個工作都是大同小異，認真學習、

心思細膩以及EQ的訓練是工作順心的不二法門，希望我的分享可以給各位帶

來一點幫助。最後，歡迎大家一起踏進銀行這條不歸路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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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金轉會計之路▼

(文/大學部/文經堯)
前言：本文是學生由決定從財管系轉換跑道至會

計研究所的心路歷程以及研讀會計學的一些心得分享。

之後，我會再寫一篇詳細的研究所上榜心得投稿至系

刊，有需要的學弟妹千萬不要錯過。

3-1

為什麼我要選擇會計所而不是財金所?

我對財管的某些領域，特別是投資部份，一直都有著高度的熱忱及興趣，

因此財金所一直都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志願，但財金所一直以來都是商科同學的

第一志願，因此競爭非常、非常、非常的激烈！相較於財金所的慘烈競爭，會

計所由於報考人數較少，並且不需要面試，對於大學成績並不突出的我來說，

是較易上榜的系所。而且在2008金融海嘯之後，擁有會計專長，無非是個進可

攻退可守的決策，在退路方面，因為會計職缺的需求穩定，且不可取代性高，

因此會計系所畢業的人才失業率極低，且不會受到景氣影響；在進入金融業方

面，現今金融業徵才通常只要求商學相關系所畢業，因此會計所畢業在應徵相

關職缺時似乎也不會比財金所本科系遜色太多。於是基於較易上榜及就業穩定

兩個因素，我決定報考會計所。(續下頁)

為什麼我要讀研究所?

畢業季來臨，每個大四生都面臨了人生的十字路

口，一般常見的選擇有：1.國內研究所2.國外研究所3.
工作4.考公職5.延畢6.當兵7.交換學生8.創業等，而我

和班上約四成的人一樣，選擇就讀國內研究所。

每個選擇都有背後的原因，而我就讀研究所的動

機很簡單，第一是由於我理想中的工作「似乎」需要

有研究所學歷，才能拿到應徵門票，第二則是為了想

要到更大的大學及城市去增廣見聞，激發潛力。(於是

在我考上國內研究所之後，忽然，有了想出國唸書的

野心)。

政治大學會計研究所 東吳大學會計研究所(備)
台北大學會計研究所 中興大學會計研究所(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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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很難?

從小大一開始，在中山財管最常聽到大家說的話就是「中會又爆了」、「

都讀了這麼多，怎麼跟會計還是不熟？」諸如此類的話。但，我個人的感覺是

，會計可能沒那麼簡單，但對財管系的同學來說，會計念來應該是得心應手，

因為會計的本質就是商業的語言，會計所做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商業行為，

數量化為報表上的數據如此而已。因此，具備有充分財經邏輯及常識的財管系

同學，讀起會計應該是非常的輕鬆(我個人準備完研究所的心得是財管系的同

學讀起會計甚至比會計本科系的同學還要容易)。

我怎麼唸會計的?

大多數的人對於會計學有個錯誤觀念，就是以為會計學是一們背誦的科目

。我必須鄭重的聲明，會計學完全是一門理解的科目，是一門高度邏輯的科目

，每一條會計原則及規定， 都有背後的原因，只要理解每一條會計規則訂定

的邏輯及原因，就可以完全掌握會計學。

而這些原理及邏輯，全部都在課文的字裡行間。因此當你在準備會計這一

科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課本，務必先詳讀課本裡面的每一句話， 了解每個

會計處理的來龍去脈之後，再去作題目。作題目的時候，最忌諱用背的解題，

以及翻後面的答案，正確的方式是一邊作題目，一邊思考為什麼這一題要這麼

作，為什麼不能那樣作？當真的不懂的時候，先翻課文，從課文的定義及說明

推敲應該如何作，再對照解答，如此一來才能夠真正的理解，考試的時候也才

不會忘記。

特別感謝

之所以能考上研究所，完全要感謝系上許多老師的幫忙，其中最感謝的就

是我們的「華」神─林玉華老師。如果把學生當成員工，老師當做主管，學期

成績就是老師對於學生工作表現的績效評估，那麼，林玉華老師使用的績效評

估方式就是一種絕佳的管理方法，能讓每個學生都自動自發的努力學習。在玉

華姊認真的教導之下，我大一大二紮紮實實的唸了不少會計，讓我在考會研所

的時候，順利的打敗眾多會計本科的好手，我認為，如果沒上過玉華姊的會計

，我今天很有可能不會上榜。(續下頁)

3-2



另外，我也要感謝郭修仁老師，是郭修仁老師在關鍵時刻推了我ㄧ把，讓我

找到認真唸書的決心，郭老師雖然上課詼諧有趣，但是私底下相當的關心學生，

所以同學們如果收到老師的e-mail千萬不要嚇一跳，老師是關心你才寄信給你阿

！

最後也十分感謝黃振聰老師，大四時上黃老師所教授的財務管理個案，老師

將理論與實務結合，深入淺出的教學，配合紮實的課程內容，讓我對於財務管理

這門學問，有了初窺堂奧的感受，於是燃起追求財務與會計領域更高深知識的動

力。

因為有這4年在中山財管的日子，才有今日的我。系上的老師真的都很棒，

奉勸學弟妹們，千萬要把握你們目前如此優良的環境和師資，好好的學習，期待

明年榜單上，你們更亮眼的成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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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二八年「華」之「妙」齡少女餐聚花絮▼

(文/大學部/樊弘遠)

今年是財務管理學系99級的同學們待在中山大學的最後一學期。在中山

將近四年，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令人流連忘返，每位同學不管在學業、社團、

打工都獲益良多，而平時遇到困難時，更有兩位親切的導師：玉華、妙玲兩

位老師，為我們做課業和心靈的輔導。

4-1

因此，儘管大家現在都忙著為未來做準備，但一聽到有機會與兩位導師

一起吃飯，每個人都排除萬難前來參加，因為和玉華、妙玲兩位老師聊天，

是一件非常快樂、幸福的事！這次導師聚是在3/22的中午舉行，地點則是在

「樹太老日本定食專賣店」。玉華和妙玲兩位導師，在用餐時和我們互相交

流心得並給予建議，不論是關於就業、研究所或是公職，老師都有非常精闢

的分析，同學們聽完老師的見解之後，都感到獲益良多。除此之外，老師也

提供了許多關於公司理財和財務會計方面之資訊供同學未來參考，讓前來參

加導生聚的同學們，可以獲得許多有用的資訊來規劃將來的路。

在大學四年這段日子裡，記得的事

情並不多，不過至少有一樣是無法忘記

的：「每當遇到挫折時，老師總是露出

親切的微笑來幫助我們；最脆弱的時候，

老師也總是陪伴著我們。」這次導師聚

最令人難忘的，就是同學與老師的互動

和歡笑，像一張珍貴的照片，無論身在

何處，隨時都可以從口袋裡拿出細看。

也像一杯熱茶，在寒風中溫暖我們的手。

(完)



這次與我同行的有班上好朋友千薰、外文系102級的學弟允中，我們於出隊

前晚採買了野炊的食材、討論團康活動內容並且了解各學童大概的學習狀況與

特性。三月二十七號一早，梁老師專程開車南下，將我們送至萬巒鄉萬安部落

社區教室。迎接我們的有該社區教室的經營者-傅慧貞老師以及八位學童們。一

開始，我們透由簡單的自我介紹、名牌的發放以及幾個破冰團康來打破沉默，

等到氣氛熱絡之後便進行學童的課業輔導，由於每個學童的需求不同，我們分

批進行一對一的課業輔導;約莫一小時後，學童帶開自由活動，教室前的小廣場

有一個破舊的籃球框、兩隻羽球拍、一顆籃球與排球，他們在這個小小的空間

裡玩耍、嬉戲，歡笑聲劃破天際，我們這三個大哥哥、大姊姊們對於他們用不

盡的體力實在是甘拜下風。

傅老師將自家的後院整理規劃成一個社區部落教室，提供排灣族學童課後

學習、玩耍的場地，她與先生用愛庇護需要幫助的孩童，視如己出，在我看來

相當感動；每餐飯前，老師帶領學童們進行餐前禱告，感謝他們所擁有的，用

身教教導孩子們知足感恩！ (續下頁)

送愛到原鄉－屏東排灣族部落課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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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學部/黃盈琇)
應梁慧玟老師之邀，參與了「八八水

災災區學童課輔」服務課程;先前國際志工

的經驗讓我感觸良深，在幫助別人的同時，

同時也發掘自我的潛力，是互相成長的過

程，有這樣的機會，於是熱烈響應了。課

程區分成五個梯次，每梯次由四位以上的

同學參與二天一夜的行程，包含學童課業

輔導、團康活動、部落巡禮、野炊等。行

前除了食材的採買外，需了解屏東萬巒的

排灣族部落的學習狀況，發現普遍家庭存

在隔代教養的問題，多數父母至外地工作，

加上網咖林立，學童易受外在環境影響，

使得原本學習上處於弱勢的學童，學習上

的動機以及意願更顯得薄弱，需要外界的

支援與實質上的幫助。

5-1



家庭背景複雜的彥文、佩文兩兄妹，因為父母離異再婚造成哥哥彥文自

小即有很強烈的自我防禦心、常會對妹妹拳腳相向，傅老師一年多施以「愛

的教育」下，彥文的情況改善許多，然而兄妹的學習動機仍然不強。另外有

三名學童因為流連網咖未曾至社區教室參與課後輔導學習，顯示出當地網咖

設點頻繁，分散學童的注意力。政府、民間組織等對原住民給予許多金錢、

實體資源上的援助，但是並非經常性的支援且並未解決原住民學童於學習上

處於弱勢的根本問題，有些學童缺乏求知的慾望與動機，加上環境的影響，

造成惡性循環；佛光山等外界善心人士捐贈許多書籍至傅老師的社區部落教

室，種類琳琅滿目，堆放置鐵皮屋搭建的教室後方，惟未經分類整理，縱使

藏書豐富，學童甚少翻閱，需要輔導人員的帶領與啟發，讓他們漸漸了解部

落之外的地方原來是另一個世界，只要他們努力，可以改變自己的未來與創

造自己的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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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一夜的活動行程，讓我有機會直

接接觸當地天真無邪的孩童，看著他們自

豪的跳著排灣族的傳統舞蹈，表現出對自

身文化的自信與肯定。他們需要的只是更

多的重視與認同，一片能自由飛翔的天空。

而我從此次的服務課程中，也找尋到屬於

自我的價值與成就。(完)

我們所輔導的九名學童

中，有三名是傅老師的小孩

－浩宇、浩瑋與慧雯，他們

分別是國二、國一和小五的

學童，相當懂事與聽話，會

協助我們維持秩序、幫忙分

擔家務，他們並不排斥學習，

只是需要更多學習上的資源

與支援，以及更多的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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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安平▼

(文/博士班/魏安平)
自從高雄鹽埕區出現了「駁二藝術特區」，終日為論文苦惱的我，一直

沒有時間抽身過去瞧瞧，而在二月期間，我們注意到了「2010好漢玩字節」

的活動，這是台灣首次集合百位設計師和藝術家，以漢字為主題，舉辦一系

列的藝文活動，共分五大主題區，有「字摸館」、「字娛娛人館」、「玩物

尚字館」、「字裡行間館」和「漢動未來館」。

6-1

挑了個悠閒的夜晚，我們就過去瞧瞧這塊高雄規劃多年的藝術地，順便

放鬆我這顆被論文壓榨已久的腦袋。

我們首先進入的是字裡行間館，館內的展覽有些需要透過人的肢體互動，

才能做出一些文字，又或者是從特殊的角度才能體會作者的用心，字透過會

意、象形，透過空間、材料，傳達出作者中心思想，讓我覺得漢字並不是原

本我所認識的字而已，更能體會出中國文字之美。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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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入的是玩物尚字館，這應該是我最喜歡的展區之一，看到作者創

意化的商品，有種送禮自用兩相宜的感覺，加上義工生動活潑的介紹，讓這

展區更加有趣，其中「棋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品，透過傳統剪紙藝術，

將棋子剪裁成立體狀，不過義工說這棋子因為是紙做的，不能在有風的地方

玩，只能擺著純欣賞，而眼尖的我也注意到了，這項作品的作者沒有注意到

軍棋正確的擺法，有些棋子都出現在不該出現的位置上了呢。

「漢動未來館」也是相當有趣的展區，透過現代科技加上傳統漢字，更

有些是國外的作品，像是動感漢字，是透過小動畫，演出了十二生肖的故事，

讓我回憶起許多兒時看過的童書；此外，「飄浮。光」利用彈跳床讓使用者

去碰觸掛在上方的布幕，進而感應設備中的燈，不過老一輩的我就不好意思

上去嘗試，倒是同行的瑋苓和小菊玩得挺開心的。 (續下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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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即將告別好漢玩字節的出口，我們看見了「出入平安」，而「平安」

顛倒過來就是我名字中的「安平」，我就和瑋苓一起去完成這項漢字作品，

劃下我們這趟放鬆腦袋之旅的句點。

這趟展覽之行，讓我看到了創意的發揮，對於長久撰寫論文的苦日子來

說，偶而來看看這類型的展覽，不僅能放鬆腦袋，更能感受創意的激發！(完)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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