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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學術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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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行人踏上廣州時，映入眼廉的是

規劃完整的都市，在硬體設備上都是相當

先進的，有著現代化的建築同時也與古績

並存，舊時的房舍、古績等都保存的相當

完整，廣州人並不汲汲營營於追上現代化

的潮流而忽略先人所遺留下來智慧的結晶。

但令人惋惜的是人民的素質，我想這是大

陸經濟改革後一大缺撼，人民素質一直無

法跟上經濟成長與國家發展的腳步，就像

此次廣州行發現客運的司機在開車時，有

三項行為連續不繼地發生：「向車外吐啖、

狂按喇叭、閃遠燈」，在道路上開車猶如

開在F1賽車中，每台車看到空位就亂躦，

真的是驚險又刺激。（續下頁）

(文/碩士班/卓聖恩)

中山財管所100級也延襲中山財管所的傳統「兩岸學術交流參訪」，由於

班上的同學們對此活動有著非常強烈的興趣，因此在三月底就開始籌劃九月中

的學術參訪。在講求專業分工的時代下，總召將班上的同學分為企劃組、活動

組、公關組及文書組等類別，各組別的成員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積極的程度不

在話下，這也是塑造此次學術交流如此成功的重大因素。在籌劃期間，我深深

地感受到溝通協調的重要性及華人社會下講究人脈關係的烙印，在此次活動的

渲染後，想必所有參與的同學都多多少少有所成長，幹部們一定是獲得最多的

一群人！

經過不短的歲月後，其實也只有大概半年的籌劃時間，終於臨近出發的日

期，卻出現一個颱風來湊熱鬧，好像是早已知道我們的出發日期想跟我們隨行

一般，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出發當天外頭被風雨刮的不成人形，不失眾人的預

期飛機的確停飛，這真是把總召與活動組打入十八層地獄，急忙下開始著行緊

急措施，詢問廣州中山大學的交流是否能順延並將一些風景區的行程依依不捨

地精簡掉，白雲山風景區就此犧牲掉，耳聞廣州人在中秋節當日都會前往白雲

山頂觀月吃月餅，極像古人賞月似的，與台灣的中秋節吃月餅、柚子及烤肉等

相比真的是化繁為簡啊！意外地，廣州中山大學願意配合我們將交流時間順延，

隔日終於成行，每個人都帶著一份期待的心情前往大陸。



廣州的行程由於交由國台辦處理，讓我們在廣州時受到猶如皇帝般的招待，

請到一位國台辦人員高先生做為我們此次廣州行的導遊，說實在的像他如此知

識豐富的導遊應該是寥寥無幾，經過他連日來詳細解說廣州的一切歷史、經濟、

社會及生活，讓我們對廣州有更深入的了解，真是一場知識的豐宴啊！不止在

心靈上獲得飽足連肚腹也是獲得相同的待遇，山珍海味每日都在等著我們去食

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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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的前兩天是安排與廣州中山大學、深圳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做交

流，廣州中山大學的學生相當的親切，樸素的風格讓人卸下心防敞開心胸；而

北京大學的學生有著一股氣勢，深深地感受到他們所散發出來的自信，但也都

非常親切的招待我們，並不會擺出高高在上的架子，我想在學術交流中收獲最

多的不是學術理論而是更深一層認識大陸學生的求學態度、學校對教育的用心

及對岸的人民生活方式與文化傳統等，這些都再次誘發我們對知識的渴求。

夜遊珠江

這本是我們重點行程之一，可惜的是颱風的攪局，讓此一行程就此泡湯，

不過慶幸是住宿飯店剛好位於珠江旁，我們把握在廣州的最後一晚，同學相約

一同徒步於珠江旁的小道上，邊走邊拍照留念。珠江全長約為2400公里，是中

國第三長、流量第二大的河流，昔日稱為「粵江」；來到廣州珠江旅遊，可前

往「大沙頭」和「天字」碼頭等駁船碼頭搭乘日遊和夜遊船艇，欣賞珠江兩岸

的景色。廣州珠江夜遊目前由廣州市客輪公司經營，是當地十分具有特色的旅

遊活動，總行程約需120分鐘，一覽珠江沿岸的景色，了解廣州昔日的風情人文、

看盡廣州近日的繁華發展。廣州珠江夜遊的航程中可以看到數座十分具有特色

的橋梁，「海珠橋」是珠江的代表橋梁之一。（續下頁）



黃花崗烈士陵

從國中的歷史課本就一直在提及黃

花崗烈士，此生真能來訪烈士陵是我意

想不到的事，看著碑上所銘記每一位壯

士的姓名與事績，讓我有感受到當時廣

州起義的熱血激昂，更有趣的是，我發

現有一位烈士與我的姓「卓」相同，不

知這暗示著什麼。1911年農曆三月二十

九日，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領導

的同盟會為推翻清政府，在廣州發動武

裝起義，犧牲烈士營葬于黃花崗，解放

後該地建成紀念性公園，是第一批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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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正門高13米的牌坊上鐫刻著孫中山先生親筆題詞「浩

氣長存」。黃花崗公園七十二烈士墓園始建於1912年，後因討袁戰爭而停建。

後經審查證實一共是86位烈士，並建立碑刻和護碑亭。（續下頁）

陳家祠

聽導遊說，在廣州的陳家幾乎都是有權有勢的人家或者是經商的大戶，為

擁護「陳」氏的威名，他們一起合資共建這座陳家祠。陳家祠又稱為陳氏書院，

建於西元1890年至1894年間(清朝光緒16年20年)，是當時廣東省七十二縣陳姓宗

親合資興建的合族宗祠，提供各地讀書人前來廣州參加科舉考試一個住處，在

1988年時列入中國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更在政府的規劃之下於1959年
成為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陳家祠的建築風格為中國嶺南地區的建築藝術之大

成，深三進、廣五間的空間設計是中國傳統的建築特色；陳家祠整體建築物雖

然數量多，但空間規劃得十分巧妙，前後對稱且左右平衡，以長廊和青雲巷串

聯整座祠堂。（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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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中山紀念堂

廣州中山紀念堂面向廣州市政

府，背為越秀山，左為廣東省政府；

廣州中山紀念堂為紀念中國偉人孫

中山先生所興建，由1929年開始興

建，1931年完工，原預定落成於今

日中山紀念堂東附樓前之空地，但

1922年時此地被炸毀，形成「南堂

北碑」的特殊景觀，與位在南京的

中山陵齊名。主體八角形建築利用

力學原理將四根大柱嵌入牆壁以支

撐鋼架，而拱形屋所稱起的主架便

形成八角亭。 （續下頁）

越秀公園

廣州越秀公園與白雲山構成廣州北部的屏障，

公園內的鎮海樓和五羊石雕列為廣州市十大旅遊美

景。廣州越秀公園美麗的景色其綠化覆蓋率高達

92%，一年四季草木繁茂且花卉齊放，約有數百種

的植物，此外廣州越秀公園內的良好生態也吸引許

多鳥類在此棲息；其人文歷史古蹟也讓人嘆為觀止，

保存了鎮海樓、明古城牆、四方砲台等等各個歷史

時代的古蹟。



遊玩廣州這麼多風古民情後，猶如幻燈片般一換馬上來到炫麗又先進的香

港與澳門，由於活動組的細心安排，讓我們在最後三天玩得更加盡興，吃美食、

shopping、看夜景、坐叮叮車、到跑馬地馬場賭馬及到澳門的威尼斯賭場豪賭

一番，終究快樂的日子是短暫，在九月二十五日將近晚間十點登上返國的飛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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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今年財管碩一的新生，楊宗憲。

說到考研究所這條路，在我大二下學期時開始

在心中萌生了想法。過去我本就讀國立台北大學金

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前身為合作經濟學系)，在系上

授課方面，一半為合作經營，一半為財務金融的課

程，對於財務金融這門領域，自認為訓練是不夠充

足的，但對於我來說，財務金融是我未來想走的路，

且大學的教育本是一種通才教育，故想藉由研究所

的專才教育，透過扎實專業的訓練方式，加深財務

金融的專業能力。

研究所應考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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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算是很早就開始準備，從大二升大三的暑假，就開始投入研究所考

試準備當中。不避諱的說，台灣研究所考試上，題型涵蓋非常大的範圍，一般

大學課堂上所學到的理論是無法應付研究所考試的，所以我選擇早點開始準備，

且我有報名補習班。或許是時間比較早，讓我有更充裕的時間能夠將各科的理

論穩穩扎根，升大四的暑假過後，對於經濟、統計、財管三個科目，我已經地

毯式的複習過，接下來大四上學期的期間，是我認為考取研究所的黃金時期，

這個時期就是一直寫題庫，如同先前提到的，研究所考題包山包海，唯有藉著

不同題型的演練，才能應付那複雜的考題。接下來進入考前的那個寒假，就是

開始演練各校的考古題型，考古題型能幫助你了解這個學校的出題方向，且能

在考前將自己的錯誤再度修正。最後，就是堅持到底的毅力了，直到考完最後

一間學校才是能夠鬆懈的時刻。我大致上將我考試的準備過程分成三個階段，

分別如下：

第一階段 (升大三暑假至大三下)：建議準備經濟、統計

此階段可以將時間拉長，慢慢的去適應研究所的考試內容，畢竟如前面所

說的，研究所的考題範圍是包山包海的。建議在升大三的暑假先準備經濟學，

畢竟很少人能一次就能把經濟學唸好，利用暑假將經濟的基礎穩穩的打好，而

大三上下兩個時段，分別一次準備一科，千萬不要想要一次準備全部，因為結

果只會打擊自我信心，最終沒有一科準備的好。建議此階段時，以地毯式的方

式學好經濟統計，配合講義例題加深觀念，此階段的付出，在未來絕對是可以

看到成果的。（續下頁）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 中央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成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台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所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初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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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升大四暑假至大四上結束) ：全面復習階段

此階段號稱研究所考試的黃金時段，輸贏的關鍵往往就在這段期間，因為

通常到了四上結束就大概可以知道自己上榜的機會了，故咬緊牙根也要努力的

往前衝。此時會接觸到第三科，就像大三學習經濟統計的方式去學習財管。而

此階段要注意的是，開始磨練題型，畢竟很多考題就算你讀過了內容，沒做過

題目，屆時上考場很容易失常，建議在此階段要將三科的題庫(ex.經典題型…)
都做完一遍。而每天的時間分配，建議每天至少碰兩科，只要你久久沒碰哪科，

到時候就知道後果了。

第三階段 (寒假至最後一間考試)：衝刺期

此階段就是開始做大量的學校考古題，藉由考古題抓準每間學校的出題方

向，並利用考古題來實際磨練，而此階段的表現絕對是取決於你第二階段的努

力，成果在此一階段就能明顯的體認出來。建議幾個朋友一起出錢買三科的歷

屆試題，而考古題上每間學校的圖書館網頁都可以下載，盡量以考古題的格式

去寫題目，到時候進考場才會更有感覺。

很慶幸，今年能考出不錯的成績，對於自己過去兩年來的付出，感到非常

的欣慰。說到了學校的選擇，「為何選擇中山財管呢？」，很多朋友都問我這

個問題，我自己也說不上一個具體的答案。相較其他學校的財金所，中山不是

整天鑽研在paper中，而是以共同討論的方式，激發每個人各種不同的想法，且

比較偏向於實務面，讓學生能夠更活用所學到的理論內容；且中山管院坐擁國

際商管認證(AACSB)之姿，相信一個能夠通過AACSB的學校，對於國際化重視

的程度當然不在話下，相對更具有更宏觀的思維；且中山每年提供很多交換學

生的機會，我一直都很想要看看外面的世界，畢竟世界是平的，我們不能將自

己僅限於這小小的島國，應該要走出國際舞台；再者，中山每年舉辦不同的研

討會、各種競賽，相信每個在中山的學生絕對都是活潑外向，而不是整天只在

研究室研究paper的。所以這就是當初為何選擇中山的原因，或許跟我個性有關

係吧！即使現在開學已將近一個月了，我對於我當初的決定，一點都不感到後

悔，且更加認同當初自己的決定，未來兩年，我一定會更加努力，讓自己有所

成長！（完）

2-2



首先，想給新鮮人一句話：不要為過去扼腕，不要對未來憂慮，就活在今

天的方格中。無論中山財管是否為03級的心中首選，但你已經踏入中山校園、

已經體驗不同於高中的生活，那麼就不要再回首於過去的不甘，好好玩味中山

的一草一木，整頓心靈並且在這四年的學習之旅獲得更多，把不甘心的忿恨化

作再出發的動力。

給03級─享受及實踐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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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更確實一點，大一大二是可以探索你要追尋什麼種類的乳酪。你要加

入什麼樣的社團去追尋過去不可知的你，或者你想加入系上的活動進而擴展你

的交友圈，或者你想多參加競賽增加你的生活經驗，又或者你渴望體驗打工生

活嚐試賺錢的滋味…。以上種種都可以豐富你的大一大二生活。不過前提是不

以課業做賭注，不以21當習慣，不以32當好玩。大三是一個轉捩點，週遭環境

似乎悄悄的在轉變，你是否該為你的未來做一個新階段設定!你要準備托福然後

出國當交換學生體驗外國生活，你要對未來有更好的薪資而毅然決然考取研究

所，你要謀得一份穩定的工作而決定考取公職…。不管你的目標如何，你總要

先付出時間、金錢、精神去完成它。高學歷不能代表什麼，重要的是取決於你

的態度。

還記得「誰搬走了我的乳酪」這本書嗎？裡面的兩隻

老鼠每當他們發現新乳酪他們就會盡情的享受，而不會去

憂患那麼一大片乳酪會不會突然消失，然而他們也會隨時

注意周遭的環境是否改變，在一點一滴減少的過程中，開

始尋找未來的乳酪在哪裡。

乳酪就像我們的階段目標，而老鼠就像我們。當你

在為階段目標努力時，難免會有你喜歡或你不愉快的情形，

此時應該就該學會去享受苦與樂並且盡力的去完成它；但

是每個目標都會有完成的時候，當你完成後你應該再去發

掘新的標的。

我已經是大三老人了，當然不一定

每位學弟妹一定都往以上我敘述的道路

邁進。但是請記住，不管你未來要走的

是哪條路，事前的準備、事後的檢討、

正確的態度將會是你獲得成就的不二法

門。（續下頁）



是目標而非願望-系學會讓你們學到不同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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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副會長

各部部長

各部部員 各部部員

秘書/財務

無

首先大概論述各部的功能：

活動部：辦理系上活動，增進同學及師生的情感。

公關部：負責系上活動的贊助，建立人脈，同時也發展如何與人溝通的能力。

學術部：辦理系上有關本科系之講座，豐富同學課外的知識。

體育部：負責系上有關體育比賽性質之活動以及對外比賽的統籌。

美宣部：負責系上每個活動之美宣部分，包括宣傳海報、場部等等。

財務：管理系學會的帳冊，務必做到每一分錢花在每一分力上。

秘書：協助會長、副會長的意見傳達，記錄每次活動的始末。

各部長皆是自願為系學會服務之人選，因此希望大家多給予鼓勵。當然有

需改進的地方我們會虛心檢討，但我們一定會把事務給做到最好。每屆會長皆

會有想改善的目標以及想達成的事物，我當然也希望能為系上貢獻心力，因此

以下所條列是希望可以在原有的活動上再增加的競賽或者內容：

1. 學術競賽講座：預計於下學期舉辦，將會結合業界舉辦金融知識的問答

比賽，將會以團體報名方式。其目的希望不論大一到大四的學長姐或學弟妹皆

可以多熟知課本以外的經濟情況。

2. 企業參訪：課本上的理論總要有實務的配合，我相信可以到我們所相關

的企業學習及觀摩的話，相信對我們也是有其幫助，更加篤定我們的未來。

其他系上的活動例如財管週、K歌大賽、送舊等等為歷年的傳統，將不予

更動，而且會要求各部部員把內容表現到最好，讓大家願意多多參加系上活動，

活絡感情。

以上，將會是系學會一年來所會進行的活動大概，希望財管系的每一份子

都可以共襄盛舉，必定讓活動添色不少；也期望各系學會部長及部員可以一起

努力，讓大家感受到你們的用心。加油！

系學會會長 黃泓霖 共勉之~（完）

系學會各部又可以分成活

動、公關、學術、體育、美宣、

財務、秘書等等。每個部的存

廢與否端看當屆會長對於人數

與實用功能的考量，沒有一定

的規範。但不管個部如何改變，

系學會的宗旨皆是:提供系上的

同學給予適當的服務，以及作

為上對下溝通的橋樑，把財管

系的團結展現出來。



時光匆匆，又來到了暑假的尾聲，也是一○一級碩士新生即將展開研究所

生涯的時刻，因此除了在暑假期間已舉辦的各區迎新之外，我們這些學長姐特

地在開學前籌備一個總迎新來歡迎學弟妹。希望藉由迎新活動讓學弟妹以及學

長姐對彼此有初步認識，同時為學弟妹介紹中山財管所的各項優良傳統與活動，

並透過師長與學長姐的解說對即將展開的新生活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財碩一○一級總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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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碩士班/湯喬閔 )

4-1

這次的活動承襲以往以室內場和戶外場兩種型態來進行，在結束了下午室

內的活動後，我們便移師到旗津展開下一個階段的活動。旗津是高雄相當有名

的觀光景點，而與旗津僅有一水之隔的中山學生當然不能錯過，於是我們這些

學長姐特地規劃了追風少年的活動，也就是大家一起倆倆共乘協力車遊旗津。

沿途風光明媚，晚霞如金粉般灑落在每個人的臉龐，涼爽的晚風輕輕撫過，讓

人沉醉在這愜意的時光。（續下頁）

首先一開始不免俗的要請大家自我介紹，雖然一開始大家因為害羞而顯得

有些拘謹，所幸在主持人幽默的引導下順利的炒熱了氣氛，全場笑聲不絕於耳。

緊接著在自我介紹後是各位師長蒞臨現場勉勵剛入學的學弟妹，每位老師對於

新生都給予許多相當受用的建議，不管在學業上、生活上、或未來的發展，也

讓在場的同學感受到這些師長的迷人風采。除此之外學長姐也依序上台為學弟

妹講解碩士生涯中的大小活動和學校的相關資訊，例如校際間的競賽或交換學

生的計畫等等，畢竟研究生的生活除了在學問方面要更精進之外，各種活動的

參與以及視野的拓廣也是相當重要的。



晚餐的地點在相當有名的萬三海產店，來到高雄便不能錯過旗津這個地方，

來到旗津更不能錯過萬三的海產，身為學長姐的我們當然要為學弟妹介紹這些

特色小吃。經過了這段路程後，大家早已飢腸轆轆，看到店內滿盤佳餚恨不得

能夠立刻大快朵頤，在學弟妹紛紛就座後大家便開始享用晚餐，同時透過美食

和談天和彼此分享著剛剛的心得或對未來的新同學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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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過後大家又前往風車公園進行下一個節目，也就是團康活動。遊戲

將學弟妹分成三組來進行團隊比賽，希望能夠藉此增進學弟妹的情誼，也幫

助大家放鬆即將開學的緊張心情。在遊戲間，學弟妹各個使出渾身解數要奪

得積分，衝勁與活力一點也不輸給大學生，學長姐也在一旁加油打氣，讓場

面更加熱絡。活動中驚叫聲與笑聲不斷，最後落後的小隊更在加分題上演逆

轉勝的戲碼，讓整場遊戲精彩萬分。結束後大家在月光的陪伴下回到學校，

雖然經過一整天的活動顯得有些疲憊，但大家心中想必是相當意猶未盡的。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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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迎新是學弟妹在進入中山財管研究所的第一個活動，也是他們在開學

前得以對即將展開的新生活有初步了解的機會，希望透過這個活動促進學長

姐以及學弟妹之間彼此的感情，也讓大家在分區迎新之後對彼此都有更進一

步的了解，鞏固整個所上的感情。謝謝所有參與和配合的學弟妹和碩二同學，

為這次的活動增添許多繽紛的色彩。（完）



每年大學部新生甫入學之際，財管系學會都會為新生舉辦一場期初大會，

讓新生盡早認識新同學與學長姐，另外也介紹財管系學會與各系隊等各項資訊，

幫助新生更加了解融入中山財管這個大家庭。

財一○三期初大悶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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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正副會長致過開場詞，講解過系學會在財管系扮演的功能與定位之後，

便進入了系學會幹部的介紹時間，每位部長出場時還是用了千篇一律的串場方

式，雖然有創意匱乏之處，卻已足見系學會會長泓霖不希望傳統被打破的用心，

而後，每個部長詳實介紹了，自己所屬部門的事務以及性質，來讓學弟妹裁斷

自己適合的部門，以期在往後一年能為系上盡點心力，接著就是選部時間了。

選部時間結束後，又到了系隊介紹的時間，系隊之於一個系，也能算是水

之於魚的關係，並不是說一個系沒了系隊就辦不下去，而是系隊是凝聚一個系

的學生向心力的強大利器，尤其熱情的財管系學生更對向心力的凝聚樂此不疲。

加入系隊後普遍都能認識更多同學，從而見識到生活中的不同層面，這些來自

台灣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人，能為生活提供不同的解釋，除了增進一個人

的文化素養，也告訴我們待人接物的原則。有人說大學是社會的縮小版，那系

隊便是大學的縮小版了，意思不是系隊成員跟大學生一樣整天蹺課、打信長，

那個不叫系隊，叫系廢，而是強調了系隊的多元。（續下頁）

期初大會一開始，由兩位主持人的

開場串，帶出來今天的主題—期初大會，

期初大會的PPT開頭就是一張管院不分系

01級在去年迎新時的團體大合照，當時

他們迎新的對象是我們，轉眼間一年過

後我們也成了迎新的主辦人，我們想為

時間下一點註解，所以有了期初大會，

和之後的迎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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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系隊提供系學生強身健體的助力，在大學生普通身體素質孱弱的情況下

又尤其重要，例如筆者常常看到有人橫越馬路的時候不是被風吹倒，就是車撞

到了他也沒事，還有興趣維持以及壓力發洩處，也都是系隊不可或缺的地方。

期初大會接近尾聲，到了分家圖出現的時刻，就是在大螢幕上投影出各家的

成員表，然後把他們揪上來自我介紹以及主持人沒梗或是問錯問題之後的一連

串沉默，在我們仔細看過全03級成員然後發現自己連其中十個的姓氏都記不起

來後，我們來到了本次大會最開心的選幹時間，嗯，主持人最開心的時間。

5-2

在這個時間方面，就是有關於03級班級的幹部選舉，有班代、服務、學藝、

公關以及活動等職務，投票情況非常踴躍，可惜幾乎都是02級在舉手，不能計

算，不然一個候選人說不定可以算出150票之類的驚人數字，不過我們只能計算

03級的舉手人數而已，其中某個幹部選舉時，票數還一度來到了0票，這可見我

們財管學生知曉沉默是金的可貴之處，還進一步領悟出了「傳音入密」的神奇

功法，相信當時大家不舉手，只是在測試主持人收音的功力如何，可惜主持人

學藝不精，實在不能聽見大家的心聲呢。（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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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選幹時間還是圓滿落幕了，意思就是我們還是找到幾個臉上忘記擺滿

不情願臉色的人，讓他們的名字登上了大螢幕上，在選幹時間結束後，便是迎

新宿營的說明時間了，這時大家被分門別類，就是分小隊成員的意思，被貼上

標籤，我說的是晚會負責的表演項目，之後就開始了小隊的討論時間，期初大

會也在大家熱絡的討論聲浪中悄悄落幕。

5-3

順帶一提，期初大會之後，很多02級帶著他們的學弟妹，很多03級跟著他

們的學長姐，來到了真愛碼頭，就這樣坐著吃著宵夜；望著星斗；聊著人生，

聊自己以前的經歷；聊自己未來的展望。

夜幕垂下之際，中山財管的超新星才正昇起。（完）



適逢開學時期，正值中秋佳節前夕，而中秋當天又是禮拜三，大部分同學

皆會留在高雄度過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因此剛被大家盛情推舉出來的活動：我

與品瑤便正好藉此機會辦個活動讓剛認識的同學們可以進一步認識彼此。

在確定班上同學們都有意願參加活動之後，我們想出兩項活動讓同學表決，

分別是「 燒烤」及「烤肉」，在經過班上投票表決之後，「烤肉」以四票之差

險勝。緊接著就是一連串的前置作業準備：場勘、分組、道具準備、流程安排

等等，最後決定在旗津的風車公園、貝殼館等處可以觀賞夕陽海景的地方作為

烤肉的優先地點，班上共分成五組，由各組自行決定當天所要準備食材及其他

器具，而有些大家都必須用到的用具，像是：烤肉架、垃圾袋等則是由班費支

出，活動為大家備妥。當天的流程為下午三點各組先派兩名組員隨活動到旗津

烤肉地點進行場佈，而各組其他成員另行前往家樂福等地採買食材及烤肉用具，

爾後再到烤肉地點與場佈人員會合，開始財管碩一全班中秋大會烤的活動！

財管碩一 中秋大會烤

D
ep

ar
tm

en
t

of
Fi

na
nc

e,
N

SY
SU

財報6

2010.10

(文/碩士班/謝政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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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天有不測風雲！當我們在前一個禮拜構思好整個活動後，輕颱「凡那比」

開始肆虐全台灣，以南台灣高高屏地區災情尤其嚴重，為此次活動增添極大變

數，對於天氣不安定的因素，只能祈求老天保佑，讓我們在禮拜三活動當天可

以風調雨順。所幸在中秋當天是一個萬里無雲、晴空萬里的天氣，讓我們的活

動可以如期舉行，兩點半由我在渡船頭帶隊，帶領各組場佈人員前往旗津風車

公園進行前置工作，選定一個範圍後各組開始場佈，其餘採買人員也陸續抵達，

大家開始生火的生火、洗菜的洗菜，忙得不亦樂乎！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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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不久便有組別開始飄出令人垂涎的香味，也有些組還在跟木炭博鬥，而

在玉兔也緩緩跳上樹梢後，全部各組都已飄散著令人食指大動的氣味，中秋大

會烤活動正式進入高潮，各組都有令人驚嘆的菜色，舉凡青椒燉牛肉、啤酒悶

蝦等嘆為觀止的廚藝皆一一呈現在大家面前，同學們聚在一起大快朵頤，暢所

欲言。而周遭也開始聚集許多人潮，跟我們一同烤肉賞月，大飽口福的同時也

有許多煙火在四周爭奇鬥艷，為這次的活動點綴繽紛炫麗的色彩，最後就在光

影奪目的夜色中，以全班福的照片順利結束財管碩一中秋大會烤的活動。

6-2

開學第一天便被推舉為班上的活動，而隔一個禮拜便要舉辦烤肉的活動，

說實在內心是相當緊張，擔心活動構思不夠周全或是有其他因素導致活動出

錯，幸好有我的夥伴品瑤分憂解勞，才能構思出整個活動流程，也感謝淑君、

哲維、言翎擔任幕後的工作人員，不求回報的陪我們兩個活動前往場勘及準

備各式道具，最後誠摯感謝財管碩一的所有同學的大力配合，才能讓整個中

秋大會烤能夠順利的舉辦並完美落幕，為第一次的全班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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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7-5252000#4800   傳真：07-5254898   http://www.finance.nsysu..edu.tw

刊登之文章，其版權屬於本系，非徵得同意，不得轉載

財管系感謝您的賜稿

Department of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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