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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財管系申請通過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核准「會計主管專

業訓練課程」之進修機構，財管系乃高屏地區唯一通過認證機構之大學

CFA Level 1 考試通過

碩士班張孜暐、倪浩宇、陳庭萱、吳佳穎同學

公務人員地方特種考試雲嘉四等財稅行政

林純如（榜首）、吳宣葳、鄭琬諭



新聘教師專訪－楊美玲老師－會計這條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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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的人物專訪很榮幸地可以邀請到本系所新聘任的楊美玲老師，藉由此

次專訪的機會，希望各位同學能夠透過此次系刊對楊美玲老師有更深的瞭解。

老師於下學期所開設之課程有：大學部－初級會計學（二）、初級會計學

實習（二）、碩士班－國際財務準則（IFRS）。從訪談的內容中得知，老師將

會以教材為主、PPT為輔的教學方式授課，希望同學多著重於觀念的釐清，並

搭配多練習題目加深印象，進而培養獨立思考判斷的能力。

楊老師也在訪談的過程中與我們分享了他求學的心路歷程，說明當初選擇

會計這條路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能培養一項專業能力。大三時開始正式面對畢業

後的就業問題，並開始規劃未來的就業方向，在大學畢業後考上會計研究所及

多種國家考試包括高考二級及三級,以及三等特考的會計審計人員，於政府機構

任職多年；而後，為了繼續深造及達成自己從事教職之夢想，楊老師於實務界

多年後，繼續深造就讀會計博士班，並由公職轉任為教職。

此外，楊老師也分享了他準備會計相關考科的「撇步」：首先是找一本經

典的教科書將會計觀念釐清，接著練習近五年之歷屆試題抓取出題方向，並勤

作練習，且務必將做錯之題目弄懂，如此一來，題目都可迎刃而解。

最後，在訪談進行時，楊老師始終面帶微笑、充滿親和力，更在訪談的過

程中感到老師是一位照顧學生的老師。楊美玲老師的加入，除了對我們學生是

一大利多之外，相信更能幫助我們中山財管更邁向頂尖。（完）

姓 名： 楊美玲 老師

研究室： 管3036
分機號碼： 4821
電子信箱： melin@okfamily.com.tw
研究專長： 財務會計

管理會計
稅務會計
公司治理

學 歷： 國立成功大學會計研究所博士

經 歷： 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助理教授
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會計資訊系講師
行政院主計處健保局會計室專員(政府會計業務)
財政部國稅局中區國稅局審查一科薦任稅務員(營所稅查核)



GYLA-超越、夢想、TRY MY BEST ─會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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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學部/黃泓霖)
何謂GYLA？簡單來說就是全球人壽董事長劉先覺先生為了現在大專生所

舉辦的一系列活動，除了有講座以外，還有大專生知識競賽。講座是劉先覺董

事長邀請企業界成功人士來做分享、社會上有名望人士來對生活的再定義；以

及莘莘學子期望哪位成功人士的演講，主辦單位也都會盡力邀請，因此獲得學

子們一致好評。而知識競賽則是要求學生閱讀一段時間的工商時報及中國時報，

然後從裡面出題目，進而增進大家閱讀的動力，是會讓人自動自發吸取知識的

活動。以上就是對GYLA初步的解釋，接著與大家分享此次分享會的心得。

全球人壽董事長劉先覺先生在一開始就對 GYLA 重新釋義。 G-
Globalization，Y-Yes I do，L-Leadership，A-Attitude；華碩董事長施崇棠先生也

說：人應該要有堅強的鬥志，不能因自己的習慣，導致不能看清楚真相，學思

並進才能融會貫通，成為生命中的燈塔。從這兩位成功的人士身上我深刻的認

知到「堅強信念、態度」的重要性。有多少人可以對自己所規劃的事情堅持到

最後？有多少人又能以正確的態度去面對人生中的不足進而彌補自身缺點？我

們必須對未來做好良善的規畫並付出心力去執行，才能夠擁有成功的基本條件。

一、20歲提前卡位，二、如何當A咖？三、如何控制時間？這是會議中各

位成功人士和莘莘學子的對談主題，讓我們在基本的條件下進階的邁向成功。

首先，美商鳳凰科技(Phoenix)全球副總裁暨大中華區總經理－吳惠瑜(以下稱吳

總)女士就對我們說：「組成」足夠面對未來「風暴」的實力，並且「發揮」所

學，才能「成功」。即使你現在不是眾人的目光，但「配合」也是一種訓練。

台灣愛普生(EPSON)董事總經理－李隆安先生(以下稱李總)也說：自己對自己

要什麼必須很清楚，「語言」是必須具備的能力，才能讓事求人而不是人求事。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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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奧美公關公司董事總經理－項薇女士(以下稱項總)就為我們分析20歲
的我們必須具備「兩性－興趣、性向」及「三識－知識(對自己學有專精)、常

識(法律是根本)、膽識(膽大心細，能面對種種的挑戰而不畏縮)」，並且告誡我

們，好好把握求學時間，因為在社會上沒有太多的教育時間，必須要更快的上

手以免被淘汰。從上述業界的經驗談中，要能在20歲提前卡位，不外乎就是知

識、態度加上膽識，也藉此和各位同學及學弟妹勉勵，希望能在求學時代就做

好準備以迎向未來社會的競爭力。

二、如何當A咖？知名主播－張雅琴女士有一句經典名言：你要學著當第

一名，不要ordinary、不要nobody、不要只是吹皺一池春水。吳總則說：要挑選

公司的價值觀，也就是依照你的能力找到你最可以出頭天的工作，同時也要具

備三大要素：軟實力－溝通、business sense、專業技巧，進而創造出你的「差

異化」。李總則是說：若你成為了A咖，則看事情的「視野(VISION)」、「思

考」、與人「溝通」、「聆聽」別人、「創新」則是不可或缺的。項總則是在

如何成為A咖的面試上給了建議：履歷必須端正、結構必須展現你的優點、照

片要端莊，要讓你整個履歷make yourself presentable。最後項總以一句話結尾：

永不停止的學習。在校園中需要學習，進入職場才更要學習，並且在學習的過

程中學會享受。（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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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控制時間？參與對談的業界人士都同意這句話：要先處理重要的

事情，而不是處理緊急的事情。緊急的事情很多是由不緊急所造成，因為不緊

急所以放鬆，因為放鬆而讓時間追到了你。所以平常把時間給分配好，你就可

以超前時間，並且減少緊急事情的發生。聽到這段言論，我不禁莞爾一笑。回

想起來，從小到大好多事情不就都是這樣嗎？從小時候的暑假作業到考試前的

臨陣磨槍，到大學現在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因為感覺時間還遠遠落後於我，

殊不知一轉眼他已把你追的氣喘如牛。項總給了我們「三年以論」的觀點，呼

籲新鮮人踏入職場不要急功近利，而是要一步一步慢慢來學習。第一年：學習

多於貢獻，第二年：開始貢獻，第三年：貢獻大於學習。不要一開始就想一步

登天，就像九把刀的書名所說的－慢慢來，比較快。

這場會談給了我好多感觸，在即將邁向大三下學期的我，在這大學生涯中

有加強自身實力嗎？有對未來規劃一步一步的向前邁進嗎？在處理事情的態度

上有更果決嗎？在跟同學夥伴的相處下，溝通有比以前進步嗎？真該自我好好

反省，只要能及時醒悟，當下即是永恆。希望這篇文章能跟系上每個人共勉之，

並且希望系上的同學們可以多多參與此項活動，增加自身價值與生活經驗。最

後以奧美公司的企業標語做為結束：勇氣、理想、好奇心、好玩、坦誠、直覺、

無拘無束，不要去追求什麼時候成功，而是要享受過程，滿足自身價值。（完）



CFA Level I 準備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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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碩士班/倪浩宇)
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證照，相信會看到這的人

都對它不陌生，因此在此就不多論述。以下主要針對我自身的準備心得給大家

參考：如果你是經過努力考上財管所的同學，恭喜你在準備上你會容易許多，

我認為這類同學最需要補強的是財報分析這個科目。此科目內容包括了初級會

計學、以及中級會計學，是財管所考試多數學校不會考到的科目，占此考試比

重也相對較高，花比較多時間念是值得的。若職業道德準則部分，我和有通過

的同學共識都是：可能我們是台灣人英文不好，這部份可以走多做題目或者考

前翻一翻興趣就好，投資報酬率極低，把時間多花在其他部份上是比較實際的。

由於我是打算在碩一上參加Level 1之考試，因此碩一上選課我選擇了相對內容

較不吃重的課，換取較多的讀書時間(這可因人而異，也有同學念一個月就考過

的，但我的建議是：不要跟錢(報名費)過意不去)，在此我也對一般人感到疑惑

的問題提出個人的見解。

Q2：是不是需要補習？

Ans：我認為補習與否則看個人時間而定，補習可以大大減少準備時間這點是

肯定的，如果是錢少時間多的學生而言，可以考慮自己念課本。對於上班族而

言補習班常會提供些老師從官方課本提出的重點編入教材，這部份可以大大減

少閱讀課本的時間，使通過率提高。（續下頁）

Q1：是不是只要讀Note就好？

Ans：我認為如果時間不夠又沒參加

補習班，想拼短期的同學，可以讀

Note再加上多練習官方課本的題目，

而且官方的模擬考題要多做幾份，練

習時以官方模擬題以及官方課本考題

為主，Note的題目與真題極度不相似，

做到觀念懂了就好。這次考試通過率

僅有36%，CFA協會有盡量避免Note
內容的嫌疑。(因此只讀Note不做課

本題目，還是很有機會沒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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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英文需要很好嗎？

Ans：LEVEL 1的課本基本上用字都不會太難，我本身英文也相當普通，只是

閱讀量很大，且Level 1、Level 2 都是考選擇題，大概僅有Level 3英文手寫部份

需要較高程度的英文。

Q4：讀官方課本該怎麼念才好？

Ans：CFA協會每年考試都會公佈LOS(即要考的重點)，閱讀課本時應針對LOS
中要考的概念去念，另外一種方式是，從課本後面的練習題，可以看出它此章

節的考法以及重點，從這部分去準備，能減少看一些不必要的資料。

Q5：那你自己的準備情況是？

Ans：我本人是有補習的，補習班的講義幫助在於對於閱讀官方課本時，它多

數重點皆已整理好，可以減少閱讀時間。而Note我也是有大致翻過一次(題目寫

了一次，題庫本完全空白)，但我自身花了不少時間在抄寫筆記這部分(把LOS
中有，補習沒提到、Note沒寫出的考點自己抄)複習時就能很有效率，官方課本

題目我寫了三遍左右，而官方出的模擬題寫了近幾年的兩遍。大概在升碩一的

暑假花一個月補習以及翻第一次Note、寫課本題目，開學前期開始整理筆記及

重點，中途休息幾週，最後考前兩三周積極複習。相對於其他人我想我是花了

不少時間穩扎穩打，因此最後放榜的結果，當然是高分過關。(當你準備足夠時，

儘管職業道德不太懂，考完你仍知道你已經過了)

最後，有志者事竟成，祝福未來想挑戰CFA的同學們都能成功達陣！（完）



留學交換心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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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學部/洪曉妤)
我所交換的學校是位於加拿大溫哥華島上的Victoria，Victoria是個民風淳

樸，居民都非常善良、熱於助人的地方，雖然曾有人開玩笑說這個地方只

有＂newly wed and nearly dead”，但我覺得就是因為這樣的特色，讓這地方更像

是世外桃源。像是我住的homestay所在地便是在森林區，每天起床都看得見野

生的鹿群，走路約十分鐘就是海邊，空氣清新，晚上看得到星星，在台灣根本

無法想像；馬路平坦又寬敞，不會有一大堆的行人跟機車搶道，再加上當地居

民十分重視行車禮儀，因此當有車輛或是行人要穿越時，其他的車輛都會遠遠

地就停下來禮讓，這種情況讓從台灣來的我感到十分神奇。而在Uvic唸書的期

間，我選擇住在Homestay，因為能有更多使用英文的機會，更能了解不同國情

的生活方式，並且可以體驗當地美食，讓我不亦樂乎，另外，Homestay的
Parents假日還會帶我去當地自己平常不方便前往的景點，例如南瓜田、當地古

蹟、看球賽…等，處處有驚奇。

Uvic的課程及師資普遍都不錯，老師的授課風格都十分活潑開放，樂於幫

助學生與學生討論，上課氣氛幽默有趣，但是上課雖然輕鬆，不過因為那邊的

作業負荷量與台灣完全不同，老師評分的標準也不會因你是交換生而特別寬鬆，

因此雖然一學期只修三、四門課，但是仍然必須努力準備。在那邊的輔導老師

會在課程之外安排許多活動，讓交換生能夠彼此加深認識，並對加拿大的風俗

民情有更深的了解，例如開學前的Adventure tour 為三天兩夜的旅行，地點為

Vancouver Island中部的山區，雖然價格不便宜，但是是一次十分特別並讓人印

象深刻的旅行，因為你可以體驗當地特殊的水上活動，並與其他交換生互相熟

悉。另外，輔導老師也有舉辦例如各國美食交換的活動，顧名思義是要來自各

國的學生準備當地的料理供大家品嚐。而在大家熟悉以後，交換生自己也會舉

辦party或是野餐和郊遊…等，所以不用擔心孤單無聊。（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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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結束後，我到美國旅遊將近一個

月的時間，沿著美東一路從邁阿密、華盛頓

北上至紐約，旅遊的景點有邁阿密海灘、迪

士尼和環球影城、林肯紀念館、大都會博物

館、帝國大廈和自由女神像島…等，雖然旅

遊期間的住宿以及交通費用十分昂貴，但是

看到旅遊書上的景點一一浮現在自己眼前的

感受，實在讓人覺得物超所值；其中最讓我

深刻的城市仍然是紐約，因為我覺得那實在

是一個非常矛盾的城市，雖然發展的十分先

進，高樓大廈林立，許多富麗堂皇的建築，

但是與這些並存的卻是路邊一堆一堆由大垃

圾袋堆成的小山，還有地鐵站裡的流浪漢與

老鼠，而且還是一個不適合殘障人士居住的

地方，因為許多地鐵站根本沒有手扶梯與電

梯，十分讓人百思不得其解，不過這城市仍

然散發著迷人的魅力，令人不斷想再次造訪。

（完）



寒假北京行 ─ 「2011縱橫北京」學術交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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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碩士班/陳建銘)
這個寒假利用十天的時間去參加

了賢德惜福基金會所舉辦的「2011縱
橫北京」學術交流團，過程中除了聽

了許多場演講，有了不少收穫外，亦

走訪了許多北京市的風景名勝，包含

故宮、天安門、長城、鳥巢體育館、

水立方、秀水市場等，不只看到北京

現代化的一面，亦體會到許多悠久歷

史建築古老的氣息。

到達北京的第一天，就體驗到了其號稱「首堵」之城的威力，從出機場的

高速公路起，就開始有點堵車，越接近市區，堵車就越嚴重。這十天的經驗裡，

遇到上下班時間，那更是動彈不得，非上下班時間也還是塞車，而且幾乎都是

無來由的塞車，單單只是因為車多而已。

這次我們也很＂幸運＂地，遇到了北京60年來最嚴重的乾旱，整個冬天到那

時沒有下過一滴雨或雪，跟我們原本預期的一片雪國風光完全不同，讓我們很

失望。第二天，我們就去參觀了乾隆皇帝的寵臣「和坤」的家：恭王府，其宅

邸非常奢華，相較於紫禁城的御花園，實在是有過之而無不及，也能想像當時

和坤生活在府裡，是如何的愜意與享受以及在皇帝的寵愛下，貪污了多少金銀

財寶。另外，下一站就是去北京的故宮，也就是明清時代的紫禁城，在以前被

視為禁區的皇城，現在則是所有一般平民百姓皆可參觀，紫禁城真的是非常壯

觀，顯示皇帝都城的氣派，面積也非常的大，所有的宮殿建築皆保留下來，連

清代康熙皇帝的墨寶匾額及龍椅等，都完整保留在宮殿裡供人參觀，但目前好

像只開放中軸線的部分供人參觀，也就是皇帝的寢宮、御花園、上朝的地方等

宮殿，兩邊其他官員辦公的與後宮佳麗住的地方都沒有開放。（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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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去年暑假也去了上海世博會，短短半年內，造訪中國最大的兩個

城市，一個是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一個是中國政治機關的重地，兩者的氣氛

是完全不同的，以下是我的感覺：上海浦東新區一直快速發展，摩天高樓很多，

感覺上人們生活步調也比較快速，悠久歷史的建築也較少，但工商業發展非常

發達；北京，做為許多朝代的都城，留下了許多的歷史足跡，加上現在又是中

國的政治中心，整體感覺的生活步調較慢，工商業沒有上海那麼發達，文化氣

息較濃。但兩者的共同特色都是「硬體很強，軟體很弱」(其實也可以代表目

前的中國)，不論是公共建設或民間投資，其硬體可以說是遠遠勝過台灣，上

海跟北京的地鐵都有10條以上，而且還以極快的速度在建造擴大地鐵涵蓋範圍，

機場也是不斷更新以容納更多的旅客量，北京首都機場的T3航站樓就是目前國

際最大的民用航空港，其他就還有像摩天大樓、各國際品牌的特色旗艦店等，

也是如雨後春筍般不斷建立，也為城市帶來了新風貌。但是，他們的軟體真的

就蠻糟糕的，人民素質仍然無法快速地跟上硬體的進步，隨地吐痰、亂丟垃圾、

闖紅燈、插隊等公民意識還是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這十天裡感想其實也蠻多的。在中國，

雖然大家可能都會說他好髒、人民道德好差...
等，但在我個人眼裡，上述雖然都存在也都

是事實，但我覺得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機會！！！雖然中國已經有很多的超級大企

業，如中國移動、中國石油、中國四大銀行

(工商、建設、中國、農業)等，但在很多地

方，仍然有很大的機會讓人發展，不論是食

衣住行育樂都是，可能做一個省的生意就能

讓你在台灣成為大型企業了，另外，就算稱

霸了東南沿海，還有廣大的中西部市場待你

去開發呢！（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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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天也讓我想通了為什麼大家在大陸VS台灣的工作選擇時，有人可能願

意拿較低的薪水來到大陸工作，而不是待在安穩的台灣拿穩定的薪水、做已經

有SOP標準化的事情。因為參與一個大國的崛起是很興奮的，到處都有大展身

手的機會，每天不再是一成不變，公司的成長還看不到頂端，還有很大的擴展

可能，一切就看你的本事如何去面對挑戰，尤其是世界各國大企業前仆後繼的

想進入中國市場，雖然面對的競爭壓力更大、面對的挑戰更多，但能獲得的成

就也是無可限量的！！！

對我而言，每次出國都能獲得不同的刺激，看到不同的人事物，故我也會非

常鼓勵大家，行有餘力假如錢方面沒有問題的話，就趁有時間時多出國看看吧！

把它當作是一種投資，而不是一種花費，對於未來的你，一定會有大大的幫助！

（完）



終於見到廬山真面目之草原好青青─碩一班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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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碩士班/謝璧妃)

碩一第一次的班遊辦在不南不北的「南投」，在經歷了忙碌又充實的一

學期後，最適合舒壓並卸下疲累的景點，莫過於廬山熱呼呼的溫泉SPA，和擁

有高海拔清新空氣的清境農場。這次的班遊辦得非常成功，參加人數竟有35
人之多，連第三天就要飛去北海道玩的月琴都急著報名，可見大家對此次班

遊的重視與期待多麼高啊！班遊的成功除了感謝主辦人宗憲之外，也要感謝

負責總務、行程規畫、交通、晚會、保險及住宿的各位同學。

日月潭、纜車、文武廟

乘著海風，我們搭上「挪亞方舟2號」準備進入幽靜的日月潭，俏皮的女

孩們(如右上圖)跑到船頭上坐著，卸下墨鏡更帥的泰雅族船長露出迷人的微笑

開玩笑說：「你們坐的船頭是最容易『濕身』的位置喔！ 」出航後，果然聽到

女孩們嬌聲尖叫，原來，在湖上遇到別的船隻會故意駛近我們的船邊跟我們打

招呼，隨後再來個緊急煞船大轉身，波浪狠狠的打上來，不只船頭的女孩們，

船邊的男孩們也都「濕身」啦！（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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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到了令人緊張的九族纜車時間，從以前開始凡是有關於必須讓腳離開

地面的活動我都會非常害怕，所以會盡量避免從事這種危險的活動，像是飛機、

摩天輪、纜車或是熱氣球之類的。但是大家看起來都躍躍欲試，為了避免落單，

加上可靠消息顯示這纜車的興建日期很新，單趟只需花費7分鐘，應該不會發

生年久失修、螺絲或纜線脫落的事，我就硬著頭皮上去了！

坐在纜車裡，比我想像的穩固，美麗的景色盡收眼底，居高臨下俯瞰，腳

底一棵棵樹木很像一排排的小樹模型，好像積木一樣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拔起來，

眼底的山嵐湖泊像是假的一樣，美到大夥兒還開玩笑說其實這四周是360度的

3D環繞螢幕！不過懼高的女孩們可就沒有這等閒情逸致好好飽覽日月潭的湖光

水色了！我看對面緊張的在熹從頭到尾都緊抓著斐纖的手，縮著肩膀，根本一

眼都沒往外瞄，斐纖的手都快要變成紫色了！當下讓我想起「騎士出任務」裡

卡麥蓉狄亞怕驚慌失措逃不了命，叫阿湯哥先把她打昏，與我們同車的男士們

下次請隨身攜帶一根木棍啊！（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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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廟前有個許願池，池中有三尊神像(就是上頁照片上的那三尊)分別掌

管三個大盆子，分別象徵「愛情」、「健康」與「財富」。大夥兒一看見馬上

就來試試身手，奮力投了好幾枚國父下去就為求得好采頭，一會兒馬上就聽到

有同學說：「哀呀！投錯了啦！幸好沒中啦！ 」原來，這三尊神像中間還各夾

藏了兩個小盆子，分別是象徵「愛情」和「事業」，正奇怪怎麼會有兩個盆子

象徵愛情呢?仔細一看，原來大盆子的愛情旁邊輕輕刻下了只有視力2.0、且沒

有散光才能看的見的褪色細小白字：生子，下次要來的人可要小心投啦!不要

只是求個愛情順便連小孩都一起求來了啊！

文武廟還有個著名的「年梯步道」(如上頁圖)，據說早年環潭公路還沒有

興建的時候，要到文武廟，必須先搭船至廟下，然後再徒步爬上這個梯子，所

以有「通天梯」之稱，現在公路興建好了！我們可以直接到廟口，有趣的是，

此處的階梯也重新興建成366階，象徵閏年的366天，每個階梯上都有一個日期，

最高也是離廟口的最近的一階為12月31日，往下倒數最底階是1月1日，一般祈

福者可以到廟中買祈福風鈴過火加持後，再往下走到自己生日的階梯上掛上

(如上圖階梯旁之紅色風鈴)，幸好我的生日在11月，沒幾步就走到了！如果生

日是在1月的人，還是回家換件吸汗又好走的運動服、運動鞋再來祈福吧！

廬山老街、吊橋、溫泉

通往廬山的路蜿蜒曲折，五點就出發前往民宿，我們在廬山住的是「正揚

溫泉大飯店」，最令人期待的就是溫泉SPA啦！廬山溫泉有「天下第一泉」的

美譽，泉水清澈無味，堪稱是全台灣泉質最好的溫泉，在微涼的暮冬，呼吸著

大自然的芬多精，最適合好好放鬆洗去身心的疲累啦！泡完溫泉後身心舒暢，

可以體驗另一個飯店的主打設施：溫泉魚，溫泉魚可以吃掉腳的角質、死皮或

皮癬，又有「醫生魚」之稱，不過溫泉魚不會去咬好的皮質，所以要分辨一個

人的腳皮有多厚，可以看他吸引來的魚量多寡，像坐在我旁邊的男生滿腳都是

魚，就把我的魚搶走啦！可見女生的玉足還是比較嬌嫩的啦！要做這個體驗還

要有「不怕養」的本事，小魚咬你的時候就像被電流電到一樣，非常癢，從宗

憲嘴裡咬著毛巾、表情猙獰的樣子就知道這真的很癢耶！（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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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公園、瑞士小花園、清境農場

瑞士小花園是一座具有北歐風光的大花園，美麗的景色殺了我好多張底片

啊!花園的造景彷彿歐洲童話故事般浪漫並帶些童趣，美麗的湖泊旁有好幾座

可愛的小風車塔與夢幻的南瓜牛車，地上鋪滿花卉用可愛的小牛小羊點綴，大

夥兒不禁童心大發，開始拍攝各式各樣的跳躍照片，玩得不亦樂乎。瑞士小花

園最值得一提的地方，在它最裡端的粉紅櫻花樹海，但這好像不是一個採用正

常路線可以到的了的地方，幸好我們身手矯健，攀上山坡，才得以見到這麼美

麗的景色，由於這裡很少人會過來，所以很清靜，是我們的祕密小景點呢！

清淨農場景色壯麗，青青草原綿延不絕，真是令人心曠神怡，大夥兒躺在

在草原上排下「中山」的字樣，走到餵食可愛的綿羊，比較可惜的地方是，只

有週末才可以看到綿羊的脫衣秀。（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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嵐山小鎮、星空餐廳、全台灣海拔最高的PUB、晚會

到了位於清境上的嵐山小鎮，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心裡暗想：「怎麼這麼小！跟網站上的不一樣耶！頂

多只容得下一個客廳而已嘛！ 」老闆娘站在門口迎

接我們，領著我們進入屋內，此時看似小小的民宿原

來別有洞天啊！嵐山小鎮跟我們的翠亨L棟一樣建在

山坡上，民宿的入口處是最高層，愈往裡面走愈漂亮，

真是「柳暗花明又一村」，一座座漂亮的小木屋被桃

紅色的櫻花樹環繞，大口呼吸著天氣精華真是令人心

曠神怡，有美景相伴，我們的鄰居奕緯與宏彰正上演

著瓊瑤小說般裡兩小無猜的劇情呢！

民宿裡還有著名的星空餐廳及全台灣海拔最高的

PUB，不過，當天空氣的水氣比較重，我們在星空餐

廳享用山菜火鍋時，伴隨我們的不是美麗的星光，而

是一整片朦朧的白霧啊!當天正逢元宵節，唯獨月亮

還是熱情的鑽出濃霧陪我們過元宵，又大又圓高高掛

在天上，元宵節少了芝麻湯圓真是不習慣，就把火鍋

裡的花枝丸暫時拿來代替一下吧！（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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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是最HIGH的晚會活動，我們跟民宿借了PUB當做場地，節目內容包

括各項競賽，像是考驗身體靈活度的「手牽手穿過呼啦圈」、不知是測試誰的

臉比較立體還是比較油膩的「臉噴水黏紅豆比賽」以及吃了哇沙米和生檸檬汁

也必須面不改色的「演技大考驗」。輸了的那隊要隨機抽籤接受懲罰，懲罰據

說非常恐怖，我們當然是卯足了全力也要拼個你死我活啦!中場休息時間還穿

插了其瀚帶來的精彩的熱舞表演，把原本就很火熱的氣氛帶到最高潮。

埔里中央公園、埔里酒廠、廣興紙寮

在埔里酒廠當了十足的觀光客，購足了當地名產後，我們來到了造紙文化

保留最完整的「廣興紙寮」。

大夥兒仔細的聽著手工紙張製造的過程，等

著待會兒親自體驗。將植物原料經由蒸煮後使纖

維分離，再經過漂洗、打漿的程序，形成紙漿，

我們DIY的步驟就是從紙漿開始，每個人站在裝

滿紙漿的大箱子前面，拿起夾有細網的小木盒撈

起紙漿，然後均勻的前後、左右擺動，讓紙漿過

篩，留下薄薄一層纖維，這個過程叫做「抄紙」，

然後依照喜好將乾燥花舖上做裝飾，再重複步驟

做一層更薄的纖維蓋上，將花瓣葉子夾在中間，

就可以進行「壓紙」將水分瀝出了！當大夥兒都

準備進入下一個步驟時，對面的言翎和建成還在

為眼前的一座纖維小山苦惱著，言翎說這個活動

讓他憶起國小不堪的美術課啊！叫學員趕緊過來

幫忙，並領著我們去「烘紙」，將紙放在鐵板上，

拿刷子把空氣刷出，紙乾了以後就變成了珍貴的

手工紙了！（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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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大夥兒辛苦完成作品後開心的合照，大家在紙上用古法拓印自己喜

歡的圖案，我想這就是我們這次碩一班遊最棒的紀念品了！最後還要感謝榮宗

在旅遊三天都辛辛苦苦的扛著大腳架，為我們在經典著名的景點留下合影，捕

捉我們最開心的瞬間！（完）



系主任 / 陳妙玲教授

編輯 / 許淑君 李琪華 陳青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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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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