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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

文經堯-- 政治大學會計系、台北大學會計系、東吳大學會計系（備）、中興

大學會計系（備）

張童恩-- 台灣師範大學圖文傳播學系、世新新聞學系（備）、台藝大廣播電

視學系

李萬發-- 清華大學MBA

莊士慧--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 Master in  
Accounting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emple University（天普大學）, Master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財管二技碩士班考試

許華文(97級) --經濟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許美蘭(98級) --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企業家人力資源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財99級 林佳瑜同學榮獲--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研究獎學金

財99級 劉又甄同學榮獲--高雄市獎勵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

財100級許芷華同學榮獲--台北縣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

林玉華老師榮獲管理學院優良教學獎

郭修仁老師榮獲管理學院優良導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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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證券投資智慧王（台灣證券交易所主辦）

網路初賽晉級

謝孟達吳昌祐樊弘遠 (第五名)

謝政諺鍾瑞雄曾炯少

郭仲堯陳嫈雅蘇育賢

林美伶賴橋瑩林佳瑜

第七屆證券投資智慧王（台灣證券交易所主辦）

分區複賽

第一名：謝政諺鍾瑞雄曾炯少

第五名：郭仲堯陳嫈雅蘇育賢

第七屆證券暨期貨金椽獎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主

辦)

學術組佳作--徐守德、吳仰哲、邱聖賢

學術組佳作--陳秀桂、馬黛、謝舒帆



吳鈞堯校友畢業於財務管理（82級），學後卻遊走文學領域，大學期間，學習財務以及企劃相

關課程，卻讓文學跟文化產業可以更易結合，也是一個意外的融合。

文學啟蒙，始自童年，就讀中山大學期間，卻正是個人放足膽子，嘗試投稿之際，現有演講機

會，每會提到當年在翠亨跟武嶺山莊寢室，熬夜寫稿，再焦慮地等待報社回稿的經歷﹔猶記得當年

是以「屢敗屢戰」自勵，也在大學期間入選年度詩選、並獲得香港傅家銘石韻新詩獎，畢業後，以

此為基礎，努力奮發。每次回學校，踏步校園之際，總期待能遇見師長。

吳鈞堯校友目前專注於金門地區的文學書寫，並以《金門現代文學之研究與發展》為論文，這

個發聲不僅意義獨具，也為離島談岀心聲。

校友吳鈞堯新書發表─ 《火殤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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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殤世紀》新書發表會新聞稿

作家吳鈞堯筆耕五年作品《火殤世紀》將在五月八日下午兩點，假金門縣昔果

山活動中心舉辦新書分享會，敬請鄉親跟愛好文學的朋友，前往參與，分享金門的

歷史跟小說創作的心得。

《火殤世紀》以紀年歷史為綱，寫金門歷史小說，從辛亥革命、民國成立、日

軍佔領金門、到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及金門島成為前線與共軍對峙，作者多篇文

章收錄於文建會文學地景，〈暴民〉一篇選入九歌出版《九十八年度小說選》，成

為第一篇以金門題材選入年度小說者。

吳鈞堯提到，現在很多人不知道金門的歷史，比如金門曾被日本佔據八年，時

下年輕人幾乎都不知道。他花了五年時間，從縣誌、文史記載等資料，整理出可用

的部分，並予轉化，成為小說，寫了五年，固然辛苦，而今回首，卻覺得非常值得。

吳鈞堯建議金門縣政府擬議辦法，鼓勵縣籍作家投入長篇小說寫作。

《火殤世紀》獲得金門縣長李沃士、藝術大師李錫奇、國家文學館館長李瑞騰

背書支持，臺灣聯合報副刊主任宇文正、中國時報副刊副主任簡白、自由時報副刊

主任蔡素芬、中華日報主編羊憶玫、聯合文學總編輯王聰威等聯名支持。

駱以軍提到本書：「這是一部寫給金門的百年孤寂，現代版的《滄海紀遺》」，

對吳鈞堯悲天憫人的寫實能力，給予高度讚賞。郝譽翔在序言中寫道，「《火殤世

紀》已不只是一部小說了，更是一部結合編年體與紀傳體之長的史家之作。在小說

的末尾，吳鈞堯特別整理出金門歷史大事紀，以相互對照，擺盪在虛構與記實之間，

更增添了這部小說不只是傳奇故事，也是在為金門百年所走過的點點滴滴，做為見

證的苦心」。（續下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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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發表會擇在五月八日，也就是母親節的前一天舉辦，有其深意。新書發表

會將於吳鈞堯的家鄉金門縣昔果山舉辦，金寧鄉公所、昔果山社區發展會與遠景出

版社誠摯邀請您撥冗參加，金門縣長李沃士、金門日報社長黃雅芬等人，都將出席

盛會。

著作﹕

《龍的憂鬱》，台北：九歌出版（散文），1997，05
《女孩們經常被告知》，台北：九歌出版（小說），1997，11
《那邊》，台北：華文網出版（散文），2001，09
《金門》，台北：爾雅出版（散文），2002，06，（聯合報、中國時報專文書評）

《如果我在那裡》，聯經出版（小說），2004.02
《崢嶸》，金門歷史小說之一，金門縣文化局（小說），2006，04，（文訊雜誌專

文書評）

《荒言》，三民出版（散文），2006，06，（劉再復先生專文寫序，中國時報專文

書評）

《凌雲》，金門歷史小說之二，金門縣文化局（小說），2007，04
《火殤世紀》，遠景出版（小說），2010，05。

文學獎得獎紀錄﹕

第二屆香港傅家銘石韻新詩獎佳作，1989
第八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佳作，1994
第四屆臺灣新聞報年度最佳小說家獎第二名，1996
第九屆中央日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第一名，1997
第二十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第三名，1997
第十五屆中華日報梁實秋散文獎佳作，1997
第一屆中央日報勞工散文獎評審獎，1998
第二十屆聯合報文學獎極短篇獎第二名，1998
第二屆台北文學獎全民寫作獎，1999
第十五屆中華日報觀光文學獎佳作，1999
八十七年度教育部散文獎第一名，1999
第二十二屆中國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評審獎，1999
五四文藝獎章（任職幼獅文藝，舉辦寫作班與活動，

推廣藝文，服務青年學子以及文學愛好者），2005年
（完）

照片引自於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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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中山財管的師長及兄弟姊妹，當然還有永遠看起來都一樣年輕的系辦姊姊

們，小弟是財管九五級的畢業校友洪昭勝，先向各位問聲好。

五月的高雄充滿舒適的陽光與和煦的微風，春末夏初是這裡最美麗季節。屈指

數數，從我離開擁擠忙碌的台北來到高雄，經歷了大學的恣意瘋狂，畢業後與友人

合作創業，寫下了人生歷程中一章精彩絢麗的高潮；之後又因為自己的粗心妄為，

在2009年從雲端跌落到人生的谷底。在這個沒有秋冬的城市裡，我已渾渾噩噩地渡

過九個春夏了，我喜愛這裡恬淡溫暖的氣氛。2010年夏天，我將拍落身上的塵土與

失意，為我的南國之旅畫上句點，起身前往英國追尋更紮實的學問。臨行前，應永

遠的財管之花—琪華姐邀約，將這些年難得的經歷濃縮在這一篇短文中，給大家當

作茶餘飯後的消遣吧！

大學時期我很常常參加不同的課外活動，除了系上系學會的活動，也參與企管

系個案組每個禮拜的研習活動，因此在大一大二的年紀就累積了相當多的商業知識。

大三的時候，在張玉山老師的鼓勵下參與了國內許多創業競賽，認識了許多好朋友，

也得到一些不錯的比賽成績，奠定了對於「創新」與「執行專案」的濃厚興趣，特

別是跟科技有關的各種議題。與其他班上同學比較不同的是，雖然我不排斥財務金

融的領域的知識，但我對於與科技有關的創新服務有更高的熱誠，在大四的時候我

就自告奮用地加入張玉山老師的研究團隊，與其他研究所的學長一起執行一個無線

網路應用服務開發的研究計畫。這個計畫開啟了我另一段歷程，讓我除了原本的商

學常識外，更增加了許多科技的專業知識。經過了大四的專案磨練，我有幸獲得一

個工作機會可以在一間專門從事無線科技應用服務的公司擔任專案與企劃的工作，

因此我毅然決然決定延畢進入企業界闖蕩。自此，我與財務相關的領域慢慢的漸行

漸遠。（續下頁）

(文/畢業校友/洪昭勝)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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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公司服務的日子其實是很有收穫的，進入職場，生活不像學生可以這麼

鬆散，每一天的行程都是相當緊湊的。當時我還有些不習慣，指導我的前輩也一直

覺得我沒有將學生的身分轉換掉；龐大的時間壓力以及對於工作產出更高標準的要

求讓我一度很挫折。對一個常常在業競賽得獎又參與過許多大型計畫的人來說，自

視甚高的我一開始很不能夠接受嚴厲的責難。但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磨合時期，我

才慢慢回想起老師以前曾經跟我說過「競爭無上限」這件事情，我抱著滿手的獎杯，

卻忘記我已離開校園的保護傘—職場上是沒有出錯的機會的。經歷過一段天天挨罵

的痛苦日子，這些經驗給了我相當紮實的磨練，讓我在後續的日子對於企劃書的撰

寫以及專案組織的能力有很大的幫助。

2007年我認識了我的創業夥伴，他跟我一樣是72年次24歲的年輕小夥子，但不

同的是當我還是大五延畢生的時候，他已經是交大資工的博士班學生了。我們擁有

截然不同的人格特質，我是高度樂觀，善於整合不同的資源，他則是保守謹慎，專

精解決各種技術問題。性格迥異的我們在台北市郊區一個30幾年的破舊小公寓裡成

立了人生中的第一間公司。公司成立初期，我們有很多的爭執，小從辦公室的擺設，

大到公司的營業方向與產品訂價都有不同的意見，性格大而化之的我不太能夠適應

工程師對於每個小細節都計較到不行的龜毛。不過一起工作一起熬夜跟一起吵架是

會產生化學作用的，雖然當時因為天天吵架讓關係一度降到冰點，不過公司的經營

倒是還算順利，成立公司的第一年，我們就獲得了技術處的73萬元的專案補助，同

時業務也有所斬獲。然而，或許是因為年紀輕沉不住氣，當時我忍受不了天天爭執

的工作環境，在接到兵單後，我就毅然決然離開公司，結束了短暫的創業生活。但

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期間的磨合是很有幫助的，每天一起生活的人往往最能看清楚

自己的缺點，如果當初我能夠花更多的心思好好經營合作夥伴的溝通與關係，並且

修補自己所缺少的謹慎與穩健，或許也不會犯下日後的錯誤。（續下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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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伍之前，我曾經協助一家高雄的網路公司撰寫營運計畫，並且協助他們取

得經濟部七百多萬的補助經費，因此，退伍後我很順理成章的進入這家公司，並且

很快的就進入決策核心，擁有相當優渥的待遇。然而，事情顯然不是像表面這麼美

好。或許是因為當兵期間遠離塵囂太久，讓我的危機意識銳減，加上初出茅廬就成

功的拿下好幾個政府的計畫，退伍過後的我不自覺地在眾人的吹捧中迷失。表面上

看起來很成功的公司，其實內部的財務結構潛藏著嚴重的危機，不僅僅是營運的問

題，裡面甚至包含了過去經理人惡意掏空的黑暗陷阱。但或許是年輕氣盛不知天高

地厚，更不懂得社會的現實，當公司開口向我要求資金調度的時候，我沒有詳加思

考、深入地了解財務問題的嚴重性，說到這點，實在是愧對當初對我悉心指導並且

寄予厚望的老師們。就這樣我把父親交付給我的創業基金全數投入了這家公司。本

來以為政府的補助款項到位後，一切的資金問題就能夠迎刃而解，然而事情的嚴重

性比我想像的還要更複雜，雖然我的提案通過了補助案，但這家公司卻在最後的財

務審查階段被否決，理由是會計師簽核的財務報表內股東往來項目竟然出現了借方

餘額，我想修過會計的人大概都知道這是一個嚴重的財務疏失。而天真的我，竟然

沒有發現這個荒唐的問題，枉費當初兩位會計老師還對我疼愛有加。就這樣，這家

獲得鉅額政府補助款項，曾經風光一時，同時被眾人看好的公司，就這麼沉沒。後

來，由於公司積欠我鉅額的借款，我接手了這家公司的部分資產，打算將當初的計

畫繼續執行，並且也成功向高雄市政府爭取到了另一筆創新研發的補助款項。然而，

當時我握在手中的營運資金已所剩無幾，在彈盡援絕的狀況下，不得已將公司清算，

這場荒唐的黃粱一夢，也終於是到了夢醒時分。（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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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了所有的光環，我沉澱了好一段時間，整理了自己犯下的過錯，我發現許

多老師給我的知識，我並沒有握得很紮實；加上成就來得太快，讓我忘記要步步為

營的謹慎。我決定重新回到學校把遺失的東西找回，在一位多年好友的建議下，我

開始規劃出國留學。戲劇性地，就在幾天前，我竟然獲得了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倫敦大學的大學學院)科技創業課程的入學許可。這所

學校或許聽起來相當陌生，但它是英國歷史最悠久，同時也是最頂尖的三所學校之

一(另外兩所就是大家熟悉的牛津與劍橋)。2009年Times Higher Education的大學評

鑑中，大學學院甚至超過了牛津，成為英國排名第二，同時也是世界排名第四的大

學。跌到谷底的我，意外在灰暗中看到一絲絲的光線，雖然名校跟成功不見得可以

畫上等號，但我似乎在低潮當中，找回了一些信心。這段日子，特別感謝系上的宗

憲學長，這麼多年來不論身在何處，都給予我最大的鼓勵以及中肯的建議。琪華姐

邀請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其實內心相當的掙扎，我的歷程其實是荒謬怪誕的，我

也不覺得有資格可以跟大家分享些什麼，甚至對這些事情有著很深的陰影(琪華姐我

真的不是故意拒絕妳的！)，但宗憲學長與我一夜深談，鼓勵我把自己的經歷留下紀

錄，給後面有志創業的學弟妹們當作參考，犯過的錯，就讓他留在歷史不再重演。

最後，給還在學校的學弟妹一些良心的建議，不僅僅在學習的面向，也在生活

與情感上。我記得張老師曾經語重心長的告訴我一句話，「時代愈來愈競爭，做一

百分，是當然的事情，要贏，就要做到一百二十分」，這句話我一直很受用，競爭

沒有止盡，如果對眼前的自己感到滿意，或是因為害怕競爭而放棄向前那就注定會

失敗，我，就是血淋淋的例子。但是，往前走的歷程，需要時時注意腳踩得是否踏

實，否則走得愈快，或許摔得就愈狼狽，同樣的，我，是另一個血淋淋的例子。此

外，對現在社會的亂象，我也有些看法；我們的政治人物太擅長於做秀表演，連帶

影響年青人往往看事情沒有焦點。當愛河整個月都在放絢麗煙火的同時，是否看到

背後被虛擲的民脂民膏，以及快要被淹沒的馬爾地夫。無意批評時政，但是，從不

同的觀點看事情，特別是眼光所及的背面，往往才能找到最佳解。最後的最後，青

春無價，把握現在的每一分一秒，不要怕累不要怕忙更不要怕麻煩，有熱情投入才

會有美好的回憶與收穫，不管是對你的家人、你的社團、你的情人、你的課業、你

的事業、甚至大到你的民主國家都一體適用，整天攤在宿舍打電動，只有你抽蓄的

手指才會有回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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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什麼樣的人才可以出國唸書呢？書香獎得主？競賽冠軍？英文強者？

沒錯，以上對象的確能在履歷表上刻畫漂亮豐富的一頁，但他們國外大學評斷

學生的絕非唯一關鍵！

正確答案是：只要是確立目標，並真正去執行的人，就能達到出國唸書的條件。

就我申請流程一路走完後發現，整體過程雖惱人卻不困難。我的履歷不豐富、

GMAT和TOEFL成績充其量只能說中上、在校成績還在百分之25之後，這樣平凡的

我，卻也能申請上商學院在美國排名60前的學校，我想沒人比我自己更驚訝吧！

在台灣，成績是我們評斷一個人的重要標準之一。我從國中開始到現在，成績

不上不下的，這是因為我甚少將心神完全投入在「唸書」這件事上，反而容易一頭

栽入課外讀物和冷門的歷史事件、地理奇觀和科普知識裡。處處沾上邊的結果，好

處賦予我能快速加入話題的社交技能以及獨立思考的能力，壞處當然是成績僅能維

持在中等水平，可是大家又會有你很厲害的錯覺…那實在很尷尬。

大家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但甚少有身體力行的意願。我必須承認在這點上我

也是個膽小鬼，大二就買好英文檢定要用的書卻到大三下才開始翻…還好我是那種，

一旦踏出第一步就會一直往前衝不停的個性（貶意來說就是不見黃河心不死…），

幸而每每都能得到老天眷顧、挽回頹勢。不過還是奉勸學弟妹不要學我，早早下定

決心就馬上去做吧！（續下頁）

(文/大學部/莊士慧)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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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檢定考是入門的敲門磚，但亞洲的學生因為長年教育的「薰陶」，變得在

成績上十分計較！在大陸的討論區裡常可見考生嫌棄自己GMAT710太低的，要不是

沒有BBS功能，看到真的很想給噓…Anyway，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現在申請門檻形

勢越來越嚴峻，當你看到人人GMAT都考700以上，你會很擔心自己的成績不夠有競

爭力。不過，GMAT雖然越高越好，但他只是增加競爭力的一環，只要考到學校的

平均水準就可以了。沒有工作經驗的申請人當然對其GMAT的要求會比較高，這是

可以理解的，但也不會說真要你高到很誇張的地步，我認為夠用就好，請把時間花

多一點在托福考過100分和寫入學論文上吧！

入學論文是在申請時會看到學校給的題目，主要是繳交兩頁左右的自我評論

（教育背景，入學動機，未來規劃）以及領導經驗。如果你的「硬能力」---TOEFL、
GPA、GMAT普普通通，那入學論文就是你最好扳回一成的地方！撰寫入學論文就

等於一個自我推銷的過程，講究的是「因小見大」，就算是天天都在打魔獸也可以

寫成「因為長年在線上遊戲累積的組隊經驗讓我發現領導一群陌生人是如何如何，

也促使我去研究怎樣怎樣」。這種寫法跟台灣的自我介紹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台灣

重視的是「你做過什麼事」，美國希望看到的卻是「你怎麼去做」。因此，入學論

文可以發揮的空間就非常大，要如何組織出一篇很棒的自傳，就是靠不斷的修改和

請人評論了。

參加MBA和MS申請人聚會是一個能讓你快速加入申請世界的好方法。由於

MBA申請的條件比MS更加充滿不確定性，因此每一位申請者都帶著自己的故事來

爭取top 20學校的青睞。聆聽他們的故事，不但可以彌補工作經驗的不足，更能反

思自己的入學論文是否過於俗套。我的入學論文就是在3～4個MBA申請者幫助之下，

改了數十次後的成果。但我還是覺得有很多可以重寫的地方，所以入學論文還是越

早寫越好！（續下頁）

4-2



我永遠記得招生委員安慰我的一句

話: “I know you are a fighter, so I really
want to let you in.”這句話給我很大的勇

氣和鼓勵，讓我相信我在做的事不會沒

有回報。也許是這份主動，加上我的

GMAT剛剛好勾到一點邊，還有很多的

運氣和多人的幫助，我在被數次口頭拒

絕後，母親節前一天收到錄取通知。

這次申請經驗讓我學到非常多東西，

因此將他分享出來，與大家共勉之。我

的申請必須感謝給我建議的學長姐和師

長，為我加油打氣的同學，以及支持我

出國的父母。申請過程只是剛踏入地獄

的門檻而已，出國之後連接而來的事，

一定會讓人更喘不過氣來！然而，沒有

開始就不會有機會，想出國的人別思考

太多，先把GMAT、TOEFL和GPA考到

手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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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是主動爭取一切的可能。

我參加學校跟天普大學舉辦的雙聯學位（DBMB）前有跑去聽招生委員介紹這

個計畫，當初她說參加者有優先權，托福也不用很高，所以我以為我的GMAT成績

足以得到入學許可。殊不知，天普大學的商學院以GMAT成績不足平均（690分）數

次退回我的申請，卻又壓著不發正式的拒絕通知。我由此判斷出我並非毫無希望，

因此數度致電給招生委員瞭解狀況，以及詢問該如何讓商學院相信我是真的有能力

可以參加。我那時的想法就是，只要還沒看到拒絕信，就還有希望！我甚至提出面

試要求，或者繳交課堂報告來增加一點錄取的機會。

4-3

*學弟妹要注意的是，用DBMB申請商院不容易，大三要出去的請把GMAT考到700
左右，大四出去的請別把他當保底。天普很看重GMAT成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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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智慧王競賽之膽戰心驚之旅▼

(文/大學部/曾炯少)

5-1

算起來這已經是我第三次參加證券投資智慧王知識競賽，第一次在初賽就

吃了閉門羹，第二次則是在決賽沒取得好成績，當時便決定明年一定要再回來

得到優秀的名次。今年我們沿用去年的隊名『中山A』，表示我們捲土重來的

信心，由財管系大四的我、謝政諺、鍾瑞雄所組成。

在初賽時，把目標訂在全部答對一直是我們所要求的，畢竟證券智慧王比

賽已經來到了第七屆，各隊對出題方向和答題技巧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果然

不出所料，在我們小心再小心的答題下，仍舊錯了一題，只能以網路初賽第十

名的成績晉級南區複賽，雖然與初賽獎金無緣，但看到晉級複賽的26隊裡中山

就佔了10隊的名額讓我們備感欣慰，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前三名都被義守大學

所包辦，面對他們這次的來勢洶洶，讓我們必須再提高十二分精神來應付。

複賽於五月十三號在成功大學舉行，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的是各分區複賽

前五名的隊伍能晉級六月四號在台北101的總決賽，以進總決賽為目標的我們

努力的研讀證交所提供的題庫和證券法規。在此建議大家在準備複賽時，盡量

把上述題庫和證券法規都背熟，因為比賽題目有時候會從題庫出較多，有時候

則是從法規出較多。(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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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賽當天，儘管是身經百戰的我們還是忍不住緊張，一開始是問答題作

答，我們答的不盡理想；緊接著的30題選擇題，隨著答題的進行，我們的緊張

感只能說是有增無減，一方面是因為有許多陷阱題我們都安全通過，另一方面

幸運的是很多題目我們前一天才剛看過而已，所以當答題愈來愈順，愈覺得有

希望晉級時，心臟跳動的聲音大到自己都能聽得見了。答題結束後，我們便覺

得應該會晉級，也暗暗祈禱中山可以多幾隊闖入決賽，重現去年中山的榮耀，

等待名次公布的期間心情還是十分澎湃，只覺得時間過得還真慢，終於，公布

名次的時間到了！第五名由我們財管系大三的學弟妹拿下，二、三、四名則由

義守大學拿下，此時來到最緊張的時刻，我們三人都不自主的握緊了雙拳，腦

袋裡除了主持人的聲音之外都聽不到了，我無法想像，如果主持人此刻宣布的

第一名不是我們，我們會做出什麼樣的舉動，突然間聽到一個聲音說：『第一

名，中山A！』同時我們三人說了一個字：『水(台語)！ ！ 』，心情頓時放鬆

了下來，領完獎後，我們一直覺得飄飄然的，還問彼此：『我們得了第一名了

耶，這是真的嗎？這是真的嗎？』總之，能得到如此好的成績，真的非常高

興。

在比過多次證券智慧王比賽後，我真的很鼓勵學弟妹能多參加這個比賽，

首先是獎金很優渥，其次，只要有用心準備，將題庫背熟再加上謹慎做答，要

取得複賽資格並不困難，如果想再進一步晉級決賽，就必須徹底了解證券交易

實務和證券法規，才比較有機會脫穎而出。

接下來，我們將要到台北101去參加全國總決賽，希望屆時可以不負眾

望，代表中山財管爭取更上一層的榮耀！！(完)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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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島，幾乎是每個男生的共同的夢想，對於我來說也不例外，從擁有機車的第

一刻開始，這個夢想便在心中縈繞不去，但礙於各種現實面的考量，環島之路始終

擱置在發想階段，直至大四下學期，夢想不再只是夢想。長達將近一個禮拜的春假

是實踐夢想的契機，加上先前「達叔」謝孟達獨力單車環島的影響，而待在美國一

學期沒騎車的「滷蛋」盧弘人隨口的一句話：「不然來環島吧！」，瞬間沸騰我、

「老王」王鐸諺我們心中的熱血！短短三、四天的時間便把所有行程敲定，考量時

間與路程等各項因素，決議利用3/31、4/1兩天的時間從高雄出發，行經台3線山路

到南投埔里，接台14甲線一路橫跨合歡山下至太魯閣，再到花蓮休息一晚，隔天從

台9線南迴回高雄，實際上是三分之二的環島之旅。

3/31尚未褪去夜色的凌晨5點，三輛機車伴隨引擎的低吼駛上夢想的道路。旅途

的第一站是旗山，在朦朧的曙光中享受早餐，補充體力迎接長時間的聚精會神。從

旗山轉進台3線，等待我們的是無限的山道輪迴，一路上無止盡左右轉換重心，行

經台南繞過嘉義阿里山，日正當中，在日月潭停下不斷轉動的車輪，短暫欣賞名聞

遐邇的湖光山色，但空蕩蕩的胃開始抗議，再度跨上戰駒直奔埔里，人生地不熟的

情況下，醒目的黃色M字招牌是我們的苦海明燈啊！（續下頁）

(文/大學部/謝政諺)

藍天與我 武嶺第一天上山-山路一景

第一天-旗山吃早餐 加油再上路第一天下山-山中溪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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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完五臟廟稍作休息，第一天的重頭戲才正要開始，進入台14甲線新中橫路段，

海拔開始直線上升，即使烈日當空，但仍然可以明顯感受到氣溫的下降，到達清境

農場時，不得不多加幾件衣物禦寒，以防止身體反應變得遲緩，而在高海拔的路段，

因為空氣稀薄，引擎燃燒不完全，機車的動力輸出效率降低，速度明顯的下降，三

隻蝸牛開始以油門到底時速30~40km/hr慢慢爬上山，只能無奈眼睜睜看著一輛又一

輛的汽車從旁呼嘯而過，但同時體驗到何謂”雲霧繚繞”，山嵐將霧氣從山腳往山

頂吹送，蔚為奇觀，彷彿置身仙境一般，卻也遮蔽了陽光與視線，使得我們的行進

速度更加緩慢。海拔繼續攀升直到我們穿過了重重雲層，再次壟罩在耀眼的陽光之

中，此時一邊是陡直的峭壁，一邊是飄渺的雲海，這才是真正的騰雲駕霧啊！而在

這段路中，有一位男士，深深吸引住我們的目光，當我們認為騎機車上來已經是不

得了，這位仁兄更是雙腳踩著踏板，單騎向前，顆顆閃耀的汗水是熱血的印記，自

行車的身影漸漸消失在後照鏡之中。而我們終於到達台灣公路的最高點：「武嶺」，

標高3275公尺，親身體驗登高望遠，一覽眾山小，俯瞰四周，雪山、玉山、合歡山、

奇萊山等百岳名山盡收眼底，層層相疊，峰峰相連到天邊！ 辛苦了大半天，終於征

服這裡，此情此景的感動，畢生難忘。而在感嘆大自然的奇妙同時，那位單車騎士

也到了我們身邊，不禁肅然起敬，由衷誠摯的佩服，更有種「人定勝天」的感觸。

告別公路最高點之後，面臨的是這趟旅程中最為緊張刺激的路段，從海拔3275
公尺下殺到平地，午後兩點半起程，我們沒有把握行駛夜晚的山路，必須趕在太陽

西下之前完成下坡路段。下坡路段的組合並不多，不斷重複相同的路段，垂直90度
的左彎以及將近180度的髮夾右彎是下坡路段的主旋律，用伸手不見五指的長短隧

道斷開各小節，而突如其來的各式交通工具和道路工程則是代表大小休止符，三匹

戰馬在峭壁與懸崖的五線譜中嘶吼狂奔。長時間的行駛加上午後的慵懶，體力及專

注力開始下降，眼皮越顯沉重，就在一個垂直左彎中，我前輪輾到碎石，立馬飄飄

然，腎上腺素瞬間飆升，腦中一片空白，下意識放油門、煞車、重心下壓、抓路線、

祈禱菩薩保佑、補油門、出彎、拉正、感謝菩薩保佑，驚心動魄生死一瞬，回想起

來仍是餘悸猶存，至此之後立刻精神百倍，進入人車合一的無我境界，眼裡只有前

面的道路，長達兩個半小時的交響曲，終於在太魯閣的九曲洞演奏完畢。（續下頁）

滷蛋在武嶺 第一天上山-到達太魯閣第一天下山-九曲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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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為數眾多的遊覽車隊，一同沿路悠閒欣賞太魯閣峽谷的鬼斧神工，緬懷先人

篳路藍縷的開山鋪路，順便接受遊客們的注目禮。夜幕緩緩低垂，終於從台9線進

入花蓮市區，感謝熱心民眾的指引找到預訂落腳的民宿，民宿老闆熱心推薦附近的

美食和遊玩之處，但我們疲憊的身體早已不堪負荷，在民宿附近草草結束晚餐，洗

個澡晚上9點便倒頭呼呼大睡。隔天早上9點在＜聯合公園＞激昂的歌聲中醒轉，看

向窗外又是個陽光普照的好日子，真是好兆頭啊！解決早餐，整裝開始第二天的歸

途，一路向南行駛在台9線上，而花東路段的特色就是橋梁特別的多，跨越大大小

小的河流，晴空萬里的天氣，青蔥翠綠的山脈，心情也跟著晴朗，就這樣直直騎了

一、兩百公里，中午進入了台東市區，終於有精神享受一下台東在地美食：卑南包

子和豬血湯，包子濃郁甘甜，豬血Q滑彈牙，令人垂涎三尺啊！帶著滿口香氣繼續

上路，大海的景致開始亦步亦趨，套段相聲的台詞：「沿途是風光明媚、鳥語花香，

金色的陽光灑落在壯闊的太平洋之上。」形容得恰如其分，在壯麗海景的陪伴下，

台9線南迴路段再次進入山區，雖然不比第一天複雜，但這裡的路況卻較為顛簸，

加上第一天下山的驚險過程，仍舊兢兢業業騎完全程。

接上台1線路段，終於進入整趟旅途的尾聲，本想說應該是平平安安、順順利

利的回到西子灣的懷抱，可惜天不從人願，在屏東枋寮台1線和台17線交叉路口的

一念之差，哨聲響起，接受兩位波麗士大人正義的制裁，行照、駕照拿出來，整趟

行程唯一的伴手禮是價值新台幣-600元的「未依號誌兩段式左轉」紅單一張，相當

具有紀念價值的人生中第一張罰單！，但還是少拿為妙，錯誤示範，請作為借鏡，

為了安全和荷包著想，切勿以身試法！這段插曲算是整趟旅程中的小瑕疵，最後在

四年來司空見慣的夕陽餘暉中，回到熟悉的車水馬龍，而滷蛋吹熄的慶生燭火象徵

著兩天860公里的終點。（續下頁）

我－台客第一天山頂-山間雲海 武嶺一景

第一天上山-清境農場第一天上山-山嵐吹送雲霧 第一天-日月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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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現在不作，以後就沒機會作了」，夢想不去實踐永遠都只是夢想，雖

然這次旅程嚴格算起來只實現了三分之二，但至少開始行動了。把握當下，使盡全

力不要留下遺憾，聽聽內心的聲音，揮灑自己專屬的熱血，青春的年華就要有年輕

人的行動力。在此十二萬分感謝一同闖蕩的兩位夥伴，滷蛋和老王的提攜與照顧，

引領我進入騎車的世界，作為我最佳的顧問團，這次的旅程也多虧兩人的規劃，讓

我有最深刻難忘的經驗，多謝老王的閃靈前導，多謝滷蛋沒跟我的車尾燈有親密接

觸，或許兩天的行程大部分都在騎車，看似枯燥乏味，但與朋友一起創造的感動，

才是最難能可貴的地方，人的一生就是在創造回憶，這是專屬於我們獨一無二的熱

血，那你們的故事呢？

最後在此提醒各位，旅途的事前準備相當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像是機車的整備：油門、煞車、輪胎等，都一定要調整到最佳的狀態，還有人身部

品：全罩式安全帽、雨衣、手套等裝備要齊全，保護人身安全，以及路況、天氣等

自然和人為因素更要事先調查清楚，最後是旅者的態度一定要慎重，精神要充足，

以應付突如其來的各種狀況，才能無後顧之憂的邁步向前。（完）

第一天上山-雲海總里程860KM 第一天山頂-山景

我在武嶺我和滷蛋

我和老王第二天-開單ing(老王笑開懷)老王在武嶺

第一天出發前-三台戰駒(左)滷
蛋(中)台客(右)鐸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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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如羽下─財管系師生羽球活動▼

(文/大學部/黃泓霖)
首先，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這次財管系師生羽球活動，也感謝會長可以

對這次的活動阿莎力的支持，更感謝教授們可以下場跟同學們切磋球藝，讓

我們見識到「薑還是老的辣」。打羽球的風氣在財管系其實很風行，這個活

動的舉辦也是讓大家有地方可以一展平時苦練的成果。

此次的羽球活動分成專業組和休閒組，主要是為了讓羽球技巧很棒的教

授與學生有彼此切磋的機會，另外也讓想運動的其他人有可以拿拍揮汗的機

會。這次的專業組真是高手如雲，每一組都是死亡之組，球技真是精采絕倫，

不禁令人拍手叫好，鄭義教授和徐守德教授一路過關斬將，憑著絕佳的默契

和高超的技術拿下此次專業組的冠軍寶座。而休閒組也是鏖戰了許久，過程

中笑聲不斷，尖叫聲也此起彼落，讓大家可以不但流汗也可以留下青春記憶，

誰說上大學就會變老人呢！在一連串廝殺以後，休閒組的桂冠由碩士班的世

杰學長及庭萱學姐奪下，再度證明雙打不但要靠技巧，默契更是重要。

這次不但有許多財管本系的同學共襄盛舉，讓整個活動熱鬧非凡，許多

企管系的同學也加入這次的活動，不但大大增加此次活動的可看度，更進一

步促進兩系的情誼。希望以後此類活動也可以擴大舉辦，將活動的熱情傳給

大家，把打球的樂趣散播出去，讓更多人可以共同享受。(完)

7-1



〉〉
Department of Finance, NSYSU

財報99.06

8

期中活動大逃殺來了！▼

(文/大學部/廖沐筠)

財管系一年一度的盛事，期中活動大逃殺來啦！在繁忙的大學課業中，

總是要有些刺激有趣好玩的事來調劑身心，所以極盡骯髒噁心和火燒胃之

能事的的大逃殺就來拉！

8-1

活動名稱就是希望藉由大逃殺如此血腥的名字、聳動的標題，吸引大家

的注意力，希望能夠踴躍參加，原本想辦兩組ＰＫ淘汰制就像大逃殺裡面被

追殺一樣，後來改成大家一起公平競賽一起玩樂這樣互動也比較多！發想過

程是由活動部員們苦思許久，參考去年的想法加上大家的集思廣益，才出現

大逃殺這萬中選一的刺激遊戲！關卡皆包裝得都跟大逃殺有關，增加趣味性

並透過主持人的串場帶出每個關卡，有些關卡準備刺激的小處罰，獎品豐厚

更是吸引大家踴躍參與的因素之一。

活動宗旨就是以嚇死人不償命的遊戲方式訓練大學生的膽量與勇氣，希

望能夠挑戰大學生敢衝的極限，不為自己設限勇往直前，而達到強化心靈的

目的。活動目標就是希望能夠增進系上的感情，讓大家的感情更好，有趣的

遊戲豐富了大學的生活，除了無聊的上課，精彩刺激的大逃殺還可以紓解壓

力，在課業繁忙喘不過氣時有個窗口可以舒緩一下，讓人保持好心情。

(續下頁)



這次大逃殺的參加人員主要由大一大二的同學參與，但戰況依舊激烈，不

論是舔了一口就不會想舔第二口的調味料猜謎「血腥瑪莉」，或者是經歷了十

幾組東加西加洗禮出的精華「定時炸彈」，亦或是真的是瞎了眼亂餵科學麵的

「暗夜驚魂」，都讓人見證了財管系學生擁有的無限忍受力和嚐試新事物的勇

氣，當然這活動中還是充滿了許多讓人臉紅心跳的地方，用嘴巴解開衣服的

「開腸剖肚」和用衣服傳乒乓球的「一線生機」，而最後只能靠實力取勝，完

全就是硬碰硬的「夜訪吸血鬼」，在許多人吃了他一輩子從沒吃過這麼多的大

蒜後，正所謂薑是老的辣，還是由大二的學長姐拔得頭籌！

最後是頒獎時刻，三名的獎品非常豐厚，其他沒有得獎的隊伍活動部依然

貼心準備乖乖桶當安慰獎，輸贏不重要，重點是開心就好就達到這個活動的目

的了！這次的活動不僅是讓大家活動了平常不常使用的舌頭和強健了胃壁還消

除了年級上下的界限，讓財管系變得更加融洽，只能說期中活動大逃殺大成

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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