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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詠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99學年度排球運動聯賽-預賽，男子組公開三級決賽，

計31隊，共603人參加，獲得決賽第五名，成績表現優異。

中華民國100年度全國第五十五屆和家盃排球錦標賽大專男子組，計20隊
，共237人參加，獲得大專男子組第5名，成績表現優異。

團文功、孫仁輝、賴成忠—

參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99學年度足球運動聯賽(共30隊)，獲得男子一般組

第4名，成績表現優異。

郭育甄—

參加「2010高雄師大羽球錦標賽」，計18隊36人，獲得一班混雙組第一名
成績表現優異。

991 中山書香獎

財103級--謝佩穎、王湘綺、黃建維

財101級--張誠文、李宗諺、蔡欣宜

財100級--陳品螢、李依筠、陳柏均、張雅鈞、何宣緯

100學年度碩士班考試高中

台大國企系碩士班 ─ 陳冠學

台科大財金系碩士班─99級林美伶、鍾瑞雄

政大財管系碩士班─蘇育賢、盧小倩、黃郁娟(備)、郭仲堯(備)

政大財政學系碩士班─許涵喻

清大計量財務金融系碩士班 ─蘇育賢(備)、張雅鈞(備)

清大服務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施涵文(備)

交大管理科學系碩士班─洪柃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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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年度碩士班考試高中

成大財金所碩士班 ─ 許堯貞

成大會計系碩士班 ─ 蔡玉鳳

中山財管系碩士班 ─ 99級─魏君育、簡岑庭(備)、

100級─曾和明(備)、林宇聲(備)

中央財金系碩士班 ─ 曾和明

中央企管系碩士班 ─ 洪柃玄(備)

中興財金系碩士班 ─ 洪柃玄(備)

台科大財金所碩士班 ─ 陳嫈雅、林宇聲(備)

暨南財金系碩士班 ─ 陳品螢

高雄大學金融管理系碩士班 ─ 李丁文(備)、蔡佩如(備)、王薇涵(備)

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理系碩士班 ─ 施涵文(備)

輔仁金融研究所碩士班 ─ 王薇涵

元智財金系碩士班 ─王薇涵

東吳會計系碩士班 ─蔡玉鳳(備)

中正財金系碩士班 ─ 張雅鈞、曾和明、蔡佩如、李丁文(備)

陳莉絢(備)、吳欣容(備)

中正企管系碩士班 ─ 陳嫈雅

高雄第一科大學金融系碩士班 ─ 許堯貞

高雄第一科大學風險管理與保險系碩士班 ─ 曾和明



董事長提到了在過去銀行業是每個人眼中的金飯碗，所以在約1980年之前

在銀行工作的員工，其工作輕鬆與待遇好，只要是因為當時並未有很多的競爭

銀行存在，所以銀行業在當時有很多的利潤；但是在台灣正式退出聯合國之後，

為了避免台灣受到嚴重的衝擊，所以當時蔣經國先生利用十大建設來發展台灣

經濟，而經濟發展需要受到金融業的幫助，因此逐漸開放銀行自由化、利率自

由化，有競爭才會有進步。

但是當時每個人對於銀行業的印象，就是一個很好賺錢的行業，導致台灣

一開始就有眾多申請設立新銀行案件，而且這些申請案件全數通過審核條件，

也使得銀行數量急速增加，但是台灣放款市場有限制，在競爭者性質大多相同

的情況下，會造成台灣銀行Overbanking的情況嚴重，進而影響到銀行業利率與

相關手續費；雖然台灣銀行業存在著競爭激烈的情況，但是這現象對於一般民

眾卻是有好處的，如：銀行業的服務品質提升、民眾可貸款條件變好，皆可以

使得民眾從中受惠。

目前台灣銀行存在著嚴重的overbanking與打消呆帳，在競爭激烈的情況互

相殺價競爭，使得銀行利差微薄，而呆帳的存在更會壓低銀行獲利，因使銀行

的風險管與危機處理非常重要，積極提升成本的經營效率，才能在這種競爭的

金融市場下生存。

在競爭白熱化的情況之下，台灣銀行業者所面對的國內市場狹小，而且微

薄的利潤使得銀行業者必須積極向海外發展，藉此快速壯大銀行規模，或者銀

行之間可以透過合併來強化各自人才、通路，擴大彼此的市場與客戶，甚至銀

行可以選擇進行相關的跨業經營，以金控為主體加入相關的經營分部，以滿足

客戶one-stop shopping需求，進而發揮金控的經營綜效。（續下頁）

台灣銀行業的現況與發展─聽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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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演講邀請到了新光銀行

的董事長─ 李增昌先生，來與我

們分享關於台灣銀行業的現象與

發展的議題，而演講一開始董事

長先為我們介紹關於他本身的成

長背景與職業生涯，可以知道董

事長花費了很大的努力與心血，

才能夠使職涯生活過得充實，從

每一次的經驗學習與磨練，皆可

以用來做為成長的動力。

(文/碩士班/周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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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銀行選擇客戶的模

式，轉變成現在客戶來選擇銀

行的模式，客戶至上是這個行

業的最大原則，利用發自內心

的笑容，讓顧客的感動可以使

得客戶忠誠度提高，進而增加

銀行其他的相關獲利。另外，

從遠見天下雜誌所做的知名行

業之評鑑，新光銀行獲得服務

品質最佳之榮譽，利用客戶至

上的基本原則，來為每個客戶

提供最棒的服務品質。

最後，董事長提到了他的人生觀，認為新進行員都必須要從基層做起，才

能夠了解基層文化，讓大家去學習謙卑的心態；因謙卑的態度，收起驕傲的姿

態，可以使人未來的路途比較順暢，每個人身上都有優缺點存在，不需要全盤

否認別人的價值，可以從中學習別人的優點來作為模範，也可以從中學習到別

人的缺點來作為借鏡，從成功與失敗當中皆可以做為學習經驗，要適時地去磨

練自己，當面對壓力時，才能夠將壓力作為成長的動力。（完）



後金融海嘯談金融機構風險管理─聽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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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財金的另外一個名稱為＂新光講座＂，顧名是由新光金控提供相關的

資源給中山大學財務管理研究所，依據不同主題的需要，邀請在實務界的佼佼

者來演講。而這兩週的主講人都興是新光集團的重要管理階層，大略可以看出

不同職位的人所外顯出來的特質也不同，符合我們所知的大企業的人才各擅勝

場，可以互補、學習，激盪出旬麗的財務火花。今天演講者為新光的儲風控長，

從姓氏給人奇特的感覺，更會有好奇心去知道他會講什麼，所以在演講前心裡

會去想像，會不會是個外國人、從哪裡過來、什麼特別際遇，後來謎題揭曉。

儲風控長是台灣人，台大畢業後，在國外拿了碩、博士學位，從演講所流露出

來的態度是非常的細心謹慎、有條不苟，在自己的專業領域裡悠然遨遊，並且

能夠表達的非常清晰讓人明白，我不禁心想賺到了，這演講真精彩，重點有出

來、太過艱澀的東西大略帶過，時間也控制得很好，我覺得很棒！

想不到金融危機會在資優國家(美國)發生，想不到金融危機會讓美國的第

三大投資銀行倒閉(這一點的感受，真的沒辦法像儲風控一樣這麼震驚，但可

以將它類比成台灣某大金控倒閉，也許這比較令台灣人震驚，我想這就是跟儲

風控長的差異，對於國外的金融市場規模、狀況還不夠了解)，想不到最後會

演變成全世界一起被海嘯淹沒。金融所產生的風險往往讓人意想不到，縱使我

們事後的分析多麼的充分合理，但都是事後諸葛了。（續下頁）

(文/碩士班/林冠宇)

演講開頭首先分析金融海嘯，發現對於事情的感受程度，會因人而異，

因為所處的位置、高度和涉及時間不同，面臨的抉擇困難度也不一樣，金融

市場的參與者和非美國人民所遭受的衝擊會落差很大。

儲風控長身處第一線，因為

集團所持有的部位較多，相對的

在風險控制所需負擔的責任更大，

不容有閃失，所以延伸出來的特

質就是對事物的觀察要夠細微、

做事要細心不能出錯，如同蝴蝶

效應所描述的南半球的蝴蝶振下

翅膀，會在北半球造成氣候變化，

金融市場也有這種特質，原本只

是一個小事件，逐步擴散出去，

到最後一發不可收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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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風控長也講有關金融史上的一些著名的案例，最著名的操作失敗案例大

概就是長期資本管理公司(LTCM)、霸菱銀行破產等，不同於看書或聽來的地方

是這次主要介紹當中的交易策略、對市場的預期。例如說LTCM是作有關於信

用評等不同的債券，利率價差到最後會收斂。儲風控長則以自己的兩手當作利

率曲線，說明信用評等較高的債券會比較貴，相對的利率較低；信用評等較低

的債券則會有比較低的價格和較高的利率，分別以右手臂當B級債券、左手當A
級債券，兩手擺在一起，如果目前的價差是正的情況，則採用放空A級債券、

買進B級債券的方式來進行價格收斂套利，雖然在理論面上，LTCM有諾爾獎經

濟學得主(Merton、Scholes)、金牌交易員，所以應無懈可擊。但因誤判俄羅斯

的趨勢，導致價差沒有收斂，還繼續的擴大，終究造成一場不小的地震，到最

後則是聯準會出面情商銀行進行放款，才避免掉市場過度恐慌，所造成的系統

風險效果。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得到兩個啟示，第一個是誤判趨勢，就算你的

交易商品和策略都很好，也一樣無藥可救。第二點比較現實，即使是金融頂尖

專家也不一定能在金融市場裡面贏錢，不應只單靠數學和程式來交易，而去忽

略了市場多麼詭異多變的事實。

風控長準備了好多精彩的內容，但礙於時間的關係，無法整個都講完，但

是這樣的時間內、如此豐富的內容，對我們來說已經綽綽有餘了。最後風控長

還提及關於新人投遞履歷的小撇步，她直截了當的告訴同學，第一關篩選的標

準就是：履歷是否有錯別字，因為做風險管理最注重的就是要夠仔細謹慎，必

須「如臨深淵、如履薄冰」，讓我們了解未來面試找工作必須具備的嚴謹態度，

聽完後真覺得原來會成功的人就是這樣，有自己的一貫態度，並且去實踐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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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碩士班/李柏易)
隨著國際會計準則的出現，管理學會計界要如何因應、企業界要如何因應

儼然成為一個問題，藉由本次國際會計準則IFRS與企業評價鼎談會邀請產、官、

學三界與會，對IFRS的導入執行與其衍生出的問題進行一場深入的探討。

鼎談會議程：

國際會計準則IFRS與企業評價鼎談會

時間 議程
09:30 ~ 10:00 報 到

10:00 ~ 11:50

主持人：
國立中山大學財務管理學系 張玉山 教授暨主任秘書

與談人：

政府推動IFRS之施政方向

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期局會計審計組 張振山 組長

企業導入IFRS可能面臨的問題及其影響

建興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蘇炳章 會計師兼所長

談談實施IFRS的配套措施

陳政弘 會計師

當前推動IFRS之面臨問題及對策

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邱慧吟 會計師

IFRS對企業稅務實務之影響

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秋燕 會計師

IFRS對大學會計教育之影響

國立中山大學財務管理學系 楊美玲 助理教授

學生因應IFRS的學習態度與方式

國立中山大學財務管理學系 林玉華 講師

國立中山大學財管系對IFRS與企業評價因應之道

國立中山大學財務管理學系 陳妙玲 教授兼系主任
11:50 ~14:00 用餐時間
14:00~ 賦 歸

在政府執行方面，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期局會計審計組 張振山 組

長簡述政府推動IFRS施政方向進行，行政院金管會旗下區分四個專案小組，即

會計基金會、證交所、證期局與櫃買中心進行分工，張組長亦提出IFRS導入後

外界關注的議題與政府的因應策略。（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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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界方面，建興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蘇炳章 會計師兼所長對對企業導

入IFRS之過程進行問題分析，主要是因為企業經營高層不重視、欠缺明確資訊

指引以及子公司及權益法之被投資公司導入之步調不一致，而蘇會計師也提出

可行之解決方案予企業進行參考。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政弘 退休會

計師則對實施IFRS的配套措施衍生出的問題進行討論；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

務所 邱慧吟 會計師以企業的角度對企業價值、資訊系統、人力資源、預算編

製與績效考核、功能性貨幣與稅務等六大方面進行IFRS導入後的問題分析，接

著分別提出對內與對外的因應對策；勤業眾信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吳秋燕 會計

師以稅務的觀點，討論IFRS對調整保留盈餘、使用功能性貨幣以及造成財稅差

異擴大等稅務問題。

而在學界方面，中山大學財務管理學系 楊美玲 助理教授分享IFRS對大學

會計教育之影響，由於IFRS較原本的ROC GAAP重視觀念判斷而輕計算，楊教

授認為現階段會計教育應首重學生的邏輯思考以及判斷能力；中山大學財務管

理學系 林玉華 講師則提出學生因應IFRS的學習態度與方式，由於資訊更新的

迅速，林老師建議學生教科書需選讀最新出版的，此外除了靜態的教科書學習

之外，學生也可以利用網路至會計研究發展網或是會計師事務所網站獲取更多

的最新動態資訊。（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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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財務管理學系 陳妙玲教授兼系主任則簡述中山大學財管系對IFRS
的因應之道，陳主任提出除了會計相關課程與實務研討會之外，財管系每月亦

有IFRS之專題講座，同時中山大學財管系在 2011年1月通過行政院金管會核准

「會計主管專業訓練課程」之進修機構，而未來也計畫結合財政部高雄市國稅

局邀請國稅局官員至本系授課，訓練學生了解IFRS對稅制之影響。

由於近年來國際會計準則的推動，無論是政府、企業與學術界皆重視這項

議題，藉由此次由國立中山大學財務管理學系舉辦的國際會計準則IFRS鼎談會，

成功地結合了產、官、學界，各界專家學者，共計九位與會，針對未來IFRS全
面推行後，對潛在的各種挑戰與難題進行研究和探討，透過本次鼎談會深入的

研討，期望無論是在政府的執行面、企業的推廣面、以及學界的教育面都能由

原本的ROC GAAP順利的與國際會計準則IFRS接軌，順利推動國家政策以及提

升企業競爭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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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學部/蘇育賢)
研究所考試想要考得好，很多人認為

只要焚膏繼晷、日以繼夜地念書就會金榜題

名。但我卻不這樣認為，我認為要能一舉成

名天下知，除了十載寒窗以外，更重要的是

要有堅定的信念和正確的心態。

準備筆試的心態

首先，要先對自己建立信心。台大、政

大成績優異的學生不是準備出國就是推甄，

剩下成績較差的學生參與研究所考試的也不

多，會參加考試的學生中，就屬中山的學生

最有競爭力！所以一定要對自己有信心。建

立起信心後，雖不能事半功倍，但遇到比較

艱深難懂的學問時，比較不容易放棄。除了

對自己要有信心外，堅定的信念也很重要。

有夢最美、築夢踏實—研究所考試心得

在決定要考研究所的時候，我就告訴自己：「依照我大二、大三的努力，

我的實力一定不會輸給以往推甄上台大或是政大的學長姐，所以我一定要考上

台大、政大！」就是因為秉持著這樣的信念，才能讓我在推甄上中山以後有繼

續拼的衝勁。推甄放榜後的一段時間內，難免會對書本倦怠，但只要想到當初

的信念，就不禁又熱血起來，想要加把勁多念點書。所以有堅定的信念可以讓

自己不會因為嚐到一點點的甜頭就自滿。

此外，千萬不要小看學校課程的考試、報告。很多和我一起準備考試的同

學都覺得學校的課程教得太淺，跟研究所考試難度有落差；覺得學校的報告太

浪費時間，對考試沒有幫助，但我對這樣的想法完全不認同。郭修仁老師的

「財務管理」課程幾乎涵蓋所有財務管理考試的範圍，我大二的時候把老師的

題庫每一題都親手寫過最少兩遍以上，奠定了財管的基礎。所以即便我經濟、

統計、財管三科中花在財管的時間最少(跟經統兩科比起來真的少得可憐)，但

我在報考的台、政、清、交四間學校的財務管理都考取相當高的分數。其他報

告也一樣，雖然沒辦法直接提高考試的分數，但是報告訓練的是我們思考的邏

輯、看問題的角度。每一次報告都用心準備，在考試時遇到沒有看過的題目才

能不慌不忙理清頭緒，找出問題的解法。因此，學弟學妹們千萬千萬不要小看

學校課程的考試和報告。（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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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的準備

面試是我另一個比較拿手的項目。面試要高分有幾個重點1.講話要有架構

2.回答要嚴謹 3.專業問題觀念要清楚 4.反應要快。第一到第三個重點要靠平時

的訓練，不是一蹴可幾。平常要多看經濟日報、商業週刊等財經時事，看到一

個主題就要問自己：「如果我是老師，這個主題可以怎麼出題？」問完以後自

己回答自己的題目，試著清楚地闡述整個議題的來龍去脈並加入自己的分析。

回答得不好就重來一次，不要嫌麻煩一次一次重來，回答到自己覺得透徹了解

這個議題為止，對每個議題都用這樣的態度，久了以後在分析問題就會比較有

架構。

財管、經濟、統計的專業問題觀念一定要清楚，面試很常問不同理論之間

的比較，例如CAPM與APT的比較。在回答這類問題的時候，一定要清楚這些

理論背後的假設、理論所代表的意涵。準備這類問題也跟準備時事問題一樣，

自己回答自己，不厭其煩的練習到沒有破綻、透徹了解問題為止。此外，面試

還有一些小技巧，像是回答問題要盡可能詳細，如此一來會讓面試老師覺得你

對這個問題了解得很深入，加深老師印象，也可以消化面試的時間，不會讓老

師問太多問題，畢竟問的問題愈多就愈容易遇到不會的問題！如果問題需要思

考的時間，可以假裝沒有完全理解老師的問題，向老師再詢問問題的細節，藉

此可以增加一點思考的時間。準備面試不是面試前幾天跟同學模擬面試幾次就

能成功，而是需要長時間的累積自己實力，才能在面試的數十人中嶄露頭角。

有志於考研究所的學弟妹們千萬要對自己有信心，中山的學生在全國財金

相關系所已經具有非常top的水準，所以千萬不可妄自菲薄。希望這篇心得可

以對即將步入考場的學弟妹們有所幫助，也預祝大家金榜題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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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學期末，這個時間點對絕大

多數的大四生們，都是極為重要的抉

擇時刻。有些人很幸運的，在此時已

經對於不久的將來有了確定的選擇，

或許是再進修、也或許是進入職場，

但也許仍有些人還在未來眾多的選擇

中迷網。在此，請容我為各位優秀的

財管人們做一點分享，去年的我此時

遇到的困難與抉擇。

一、為什麼選擇延畢?

回顧一年前，在經過一年的奮戰

後，我從研究所激烈的競爭中敗陣下

來。我也跟許多人一樣，面臨著跨出

人生第一步的抉擇。是認命的當兵去，

然後再考慮要繼續考試或者直接工作

呢？還是咬著牙，給自己一年的時間，

重新再挑戰一次？

在幾經考量並與家人討論後，我決定延畢重考一年。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財

務管理這一塊，越是看的多學的多，我就越覺得在大學中所學的東西真的是遠

遠不夠，而家人也相當堅持我要有碩士的學歷，所以就讀研究所就成了一個確

定的目標。再來就是時間點的問題，到底要先當兵還是先考試？

先當兵或延畢考試各有優缺點。先當兵的最大好處是在準備考試的期間不

會有外務干擾，能夠把自己調整到最適合的環境，全心全意的準備。但我仍選

擇延畢的原因，在於經過這一年考試後，我多多少少有累積下來一些東西，我

很擔心若是我先當兵，在當完兵後會把這些東西全部忘光，等於要重新開始。

所以即使延畢必須面對一些如學校選課、在外租屋必須處理生活雜事等雜務的

干擾，但對我而言這仍是較佳的選擇。（續下頁）

(文/大學部/謝孟達)



D
ep

ar
tm

en
t

of
Fi

na
nc

e,
N

SY
SU

財報6

2011.05

6-2

二、為什麼這時候才推甄?

關於這一點我必須做出一點說明：「我延畢最初的目的在於要『考試』，

推甄則是一個這個過程中幸運的產物」。去年時，也是有人跟我提到要不要試

著去推甄看看，但是我並沒有這麼做，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很清楚自己過去幾

年的成績並不算非常突出，而且我知道班上有許多成績相當好的同學都在準備

推甄，我並不覺得我有跟這些優秀的同學們一拚的機會；最後最重要的，準備

推甄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精力，在勝算不大的戰場中投注這麼多時間精力，

對我來說並不是一個好選擇。

而今年推甄，是不是代表我的成績或者是表現比起今年的考生更有優勢？

實際上並非如此。今年我會選擇推甄主要的原因並不在此，而只是很單純的由

於我在重考的這一年，有足夠的時間來準備推甄資料，而不至於影響到考試的

準備。對我來說，推甄在一開始只是很單純的去「試試看」，就如同買彩券一

樣，給自己一個機會。而且推甄即使落馬，在未來考試考上後，絕大部分學校

仍會要求寄送書面資料，研究所考試的考期十分緊湊，在幾乎長達一個月內每

周來回奔波考試，不管對誰來說都是很大的負擔。若是在此時有學校要求書面

資料，製作書面資料與準備面試就成了惡夢。所以在重考的這一年，推甄就成

了我另一個選項。

三、關於推甄

這個主題由我來分享似乎有點怪，因為其實我在推甄上的成果並不是很突

出，而考試更不用說，我最後並沒有參與第二年的考試。但在這一年多的準備

中，我仍是有一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問我，推甄最重要的是什麼？過去表現？精美的書面資料？還是面

談的技巧？基本上答案很簡單：成績。

這個答案也許傷了很多人的心，但這仍是不爭的事實。不管你的書面資料

再漂亮、過去參加的比賽或社團表現再多(全國性或者相當有名的比賽不提，

大部分的人都還是落在正常值範圍內)，當審查教授打開備審資料的第一頁，

你過去四年的學業成績幾乎決定了你八成的生死。畢竟對於審查教授們而言，

成績是最直接也最簡單去判斷一個學生好壞的基準，即使這個判斷標準常被大

家詬病。（續下頁）



D
ep

ar
tm

en
t

of
Fi

na
nc

e,
N

SY
SU

財報6

2011.05

6-3

若是你/妳是大一大二，要以推甄為目標的話，還是請多花一點時間在課

業上。而要是已經大三大四了，在這一塊耕耘的空間就相當有限，那麼此時就

只能往其他方面發展。雖然那些全國性的比賽並不是我們這些芸芸眾生可以插

花的地方，但仍是有一些難度較低的比賽或者是活動可以參加，或者是花一點

時間去考取幾張證照或是英文證書，多多少少能對推甄有幫助。畢竟很多人在

準備推甄書面資料時，最大的困擾不在於內容的撰寫或是排版設計，而是發現

過去四年自己活得真是空虛，沒什麼東西可以寫進去……

推甄內容的撰寫我就不在此詳述，簡單的來說，就是要把握自己的特點，

盡可能的描述自己的優點，並且美化自己的缺點。當幸運的通過第一關的書審

後，進入第二關的面試也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關於一些應達的技巧與問題的

準備，在很多的網站都有，甚至是各大補習班都有模擬面試可供參考，也不在

此贅述。我想對將來有機會面試的學弟妹提醒幾點：

1.盡力準備，但並非完美：

每一個學校每個教授會問的問題千奇百怪，而面試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門，

有些時候與其把精力花在研究這個教授會問什麼，不如把問題回到自己本身。

你對於自己的個性與過去經歷是否夠了解，是否足以用很有邏輯的一套說詞來

說明？一些傳統的問題自己有沒有做好準備？在這之後，適當的參考過去曾推

甄同一系所的學長姐建議也是不錯的選擇。但要知道，沒有什麼人什麼都懂，

相同的也沒有什麼東西是一定要懂，做最大的努力，但對結果放寬心，畢竟教

授們最後做什麼選擇並不是我們可以決定的，不是嗎？（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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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信！自信！自信！

在面試時最忌諱的不是被問到不懂的問題，而是缺乏自信。問題不懂有很

多的方式與技巧可以應對，但缺乏自信會導致在被問到問題的當時，無法把自

己原本可以回答的問題好好的回答出來，甚至是當場僵住，把場面搞冷。而身

為一個評審，當面對一位沒有自信的學生，他的每一句回答都很有可能被打折

扣。所以保持冷靜與自信，是面試的重點。

四、後言：

當各位面臨類似的困擾時，請謹記一句話：沒有所謂最好的選擇，只有最適

合你的選擇。不管是選擇哪一條路，都要自己去審慎評估，然後做出最適合自

己的打算。在你踏出那一步的同時，都要堅定而有自信。畢竟所謂人生最有趣

的地方，就是你從不知道未來到底會是怎麼樣。而且很多事情都只是過程，也

許在五年後、十年後，我們回顧當初的煩惱與迷惘，才會豁然了解那都是生命

中一個小小的插曲。祝福大家在走向未來的道路上，都能堅定而快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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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碩士班/陳翎瑩)
經過了一個學期的相處，財碩一的感情可以說是越來越好，從最近班上的

慶生活動規模一次比一次還要龐大就可以看得出來，就算沒有特別的慶生規劃

只是當天臨時通知要為壽星切蛋糕就可以召集到2、30個人，可見班上有多團

結，恰巧4月份的某一周內有三名壽星─斐纖、彥嘉、宏彰，這時候慶生活動

怎麼可以不大舉辦呢！

原本參考了某篇網誌想要舉辦一個搞笑變裝Party，讓大家可以發揮創意扮

成小學生、工頭、尼姑等等，但是考量到服裝道具準備上的困難以及擔心第一

次辦變裝party大家會放不開無法盡情扮醜等因素，因此第一次party的主題就讓

大家正式而且漂漂亮亮地打扮。Party主題就定為「Party Queen & Party King
Night」。為了怕大家不知如何準備，我們也訂了dress code讓大家有所依據。

男生的部分是必須身著深色襯衫或花襯衫加上精彩小配件例如領結、吊帶、非

常閃亮的領帶、西裝背心，而女生的部分則必須穿著洋裝配上誇張髮飾例如髮

圐、小帽子、小皇冠、大花、大羽毛、髮帶、頭巾等等，此外，所有參加者需

繳交100元，作為當日選出party queen/king之獎賞，這也當成是激勵大家認真

打扮的誘因。

Party當日正好是周五，晚上有必修的當前財金演講課程，大家在上課前

早已盛裝打扮完成，並在下課後直接前往目的地─神采飛揚KTV移動。

Party Queen & Party King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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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大家歡唱盡歡後，選出了當日的Party Queen & Party King ─何品遙

和曾逸江，在歡樂的氣氛下結束了此次主題Party。（完）



系主任 / 陳妙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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