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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財團法人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 碩士班羅欽源同學，大學部李蓓妍同學 

榮獲100年度「管理學術獎學金」 

─碩士班林筱薇 

榮獲「南山人壽慈善基金會清寒學生助學金」 

─大學部陳青翔、侯碩怡、謝瑀淳同學 

榮獲「財團法人應雲崗先生紀念基金會獎學金」 

─大學部侯碩怡、林比莉、碩士班林育功同學 

榮獲「寶來投信金文獎理論組甲等獎」 

─碩士班曾逸江同學，指導教授鄭義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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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碩士在職專班黃泉龍先生經驗分享 

  本次的人物專訪邀請到的是目前就讀本系所在職專班的黃泉龍先生（學長

亦是95及99年學分班之學生），希望能藉由這次的專訪分享黃學長自身歷練與

經驗，提供一些參考給不管是正在求學的學子們或是有進修意願的未來學員。 

  黃學長服完兵役後踏入職場進入日系百貨公司工作，日本人嚴謹認真的工

作態度及細膩體貼的服務精神深深影響著他，所以現在不管南高雄多熱，依然

維持著拜訪客戶時一定穿著西裝的習慣；並於85年考進第一商業銀行，長期在

理財的領域服務與學習，抱持著謙遜的態度、高度的道德標準，受到許多長官

與客戶們支持與肯定。目前用同樣嚴格的高標準負責訓練輔導高屏地區所有分

行負責理財業務的同仁。 

  在訪談的過程中，學長也分享了他再度返回校園的原因，主要是隨著工作

資歷越深，對公司對客戶所肩負的責任就越大。為了提升自身的競爭力，除了

既有的專業之外，盼能再往更多面向發展或提升自我能力，何況俗話說：「滾

石不生苔。」唯有不斷的向上進修，才能提供最好的專業服務及保持最佳的競

爭力！ 

  而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一段話莫過於學長說：「人要堅持做最好的選擇；堅

持，是邁向成功的不二法門。」凡是好的事情對的事情，都值得不計代價的堅

持下去。從學長提及的一則浪漫的小故事：「當初由於工作關係，平常上班日

必須住在台北，僅能在周六傍晚下班後，直接搭飛機回高雄陪女朋友（現已升

格為太太囉），連續五年將近兩百次的台北高雄來回，最終抱得美人歸。」就

能明顯發現，學長的擇善固執；除了太太之外，我們的在職專班因為停招的緣

故，也讓學長盼了五年！相信我們中山財管一定相當優秀，不然怎麼會值得用

五年的時間去等待呢？（續下頁）                          

(文/大學部/陳青翔) 

姓 名： 黃泉龍 先生 

經 歷： 百貨業、金融業 

現 職： 
第一銀行理財顧問 (Financial Consultant) 

國立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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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身為大四生的我，有不少朋友在求職與升學兩者之中猶豫不決，於是

提問了是否真的需要碩士學歷時，學長明確回答：「念書是不用評論是對或錯

的，一定值得!且越早越好，因為隨著年紀越大，有工作、家庭健康因素等等，

會使你的學習條件變差；此外，就算現在不繼續進修，未來還是會有需要的。相

信在中山大學學習的這段時光將會是你人生最好的決定之一！最後分享我們團隊

的一句話：『複雜的事情簡單做，簡單的事情重覆做，重覆的事情快樂地

做！』」 

  以上，希望每個人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最佳選擇，並堅持到底、邁向成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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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人壽暑期實習經驗分享 

        學財務的學生經常自許，「希望能夠將理論與實務做結合」。在學校教育中

我們當然能學到非常深厚扎實的理論內容，但是如何有機會接觸現實中的市場

呢？或許你會接觸到許多關於實證的報告演練，也常常會聽到有人建議多閱讀報

章雜誌、實際投資等等，確實，以上都是非常好累積實力的工具。但在你還保有

學生的資格時，你還有另外一項優勢，就是「企業實習(internship)」，或許大部

份的你都和我一樣，未來可能想進入銀行、券商、會計事務所等等…，但是在課

本中卻從來沒告訴你說這些產業都在做什麼，你當然也可以上網問問Google老

師，但是也可能只是懵懵懂懂、一知半解，而企業實習讓你有機會能夠實際進入

一家公司、實際的參與一個部門的運作、確實的瞭解到一些職場的文化、並瞭解

到自己還缺什麼，在進入職場前我需要補足什麼。故基於以上種種的原因，讓我

當初決定要參與企業實習計畫。 

 

 

 

 

       每年3月至6月是大部份公司釋放出實習訊息的期間，一些外商公司如

Morgan、Citibank等等…，大概於3、4月就開始徵才；而一些國內金控如國泰、

富邦等等…，大致上也都是4、5月就開始徵才。很多人可能有疑問，那這些實習

的資訊上哪裡去找呢？我這邊提供幾個管道，如下： 

(1) TIP台大管院實習計畫：每年大部份的公司都會到這個網站去徵才。 

(2) 台大財金、政大財管/金融的系上網頁。 

(3) 104學生實習專區。 

                                           （續下頁）                         

(文/碩士班/楊宗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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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過來人的經驗，建議大家提早準備，首先，每間公司都需要你準備相關

備審資料，大致如制式表格、個人自傳(包括家庭背景、學習過程、對工作的認

知、應徵動機、未來規劃等等…)，外商公司更要求你要提供英文的自傳履歷，

故能夠提早準備的話就能夠贏在起跑點上。這時候不妨設想一個問題，每年每間

公司都收到幾百封應徵的履歷，最後再挑出幾個同學出來面試，如何透過備審資

料讓評審委員發現你的特質？而我的感想是，「先問問自己，我了解我自己

嗎？」找個安靜的場合，試著回想自己的人生經歷、學習過程等等…，多花點心

思檢視自己，當然就比較能夠寫出用心、獨特的履歷內容。 

        當我決定要暑期實習的時候，已經是今年的5月初，相對是非常的晚，也發

現很多公司的履歷截止日都過了(所以…早點準備吧！)。而我總共只投了2間公

司，國泰金控和安聯人壽。兩間都有通過初審階段，分別是國泰人壽的風險管理

部門和安聯人壽的商品發展部門，面試時間都是周一至周五平日的時段，且面試

地點也都在台北總公司(高雄學校的悲哀…)，起初得知能夠面試的時候，心中的

念頭是「平日面試要翹課去，然後花一筆車錢，又不一定會錄取」，讓我直接就

放棄了國泰的面試機會，但事後令我萬分後悔，故後來安聯人壽的面試，我就決

定去試試看。很高興地，最後能夠在安聯人壽的面試中脫穎而出(詳細過程可看

財管電子報100年8月份)，或許這是一開始也沒想到的結局，但是我想要闡述的

是，「如果你深確地決定要達成某個目標，就千萬不要放棄任何一絲絲能夠達成

目標的機會」。 

        有幸地，我錄取上安聯人壽商品

發展部門。坦白說，對於保險而言，

我根本就是個白痴，除了大學有修過

一學年的保險學。而實習第一個禮拜

的任務就是研究不同類型(投資型保

險、重大疾病、定期壽險等等…)的保

單結構，像是保險費的計算方式、準

備金的提存等等…，身為一個商品開

發部的職員，就是需要依照通路部門

的訴求，設計出適合消費者的保單， 

 就當然就免不了這些保單條款及保單說明書的撰寫。而這項任務對於我而言確實

是一項重大的考驗，但是就是要慢慢地研究，慢慢地推導，不會的就問部門同事

(不管問題有多麼蠢…)，不然就帶回家鑽研，一個禮拜下來也大概能把這些保單

的架構弄懂，並發現其中並沒有想像中那麼難。（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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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壽險公司的

商品開發，一張保單

的設計不外乎就是透

過通路部門在市場端

的觀察，然後予以商

發部的建議，抑或是

得知其他家公司發行

某張保單，抑或是上

廁所時突然靈光乍現

的想法，就構成了商

品開發部決定要去設

計一張保單的動機。 

        但是實務上不同種類的保單，在市場上幾乎每間公司都有設計、都有銷售，

那如何依照公司的經營狀況、風險負荷能力在保單的設計上賦予獨特性，讓消費

者會想購買自己公司的產品，首先，我們就需要做市場定位調查 (Market 

Position)，蒐集其他公司給予客戶的條件，然後決定我們能夠在哪設計出更優渥

的條件，還是乾脆就打消開發此類型保單的念頭，以上可以透過研讀該家公司的

商品說明書，甚至是直接打該公司的0800探查敵情等等，將各間公司的保單內容

匯整成於同一張表格，而我也在實習過程中為部門做過這件事。在決定要設計這

張保單時，又可分為兩個主要步驟，定價(Pricing)和報部(Filing)兩大塊，於定價

這部份，我也嘗試練習商品的定價流程，透過一些程式的撰寫，設計出一張簡單

的6年期term life的保費標準，也參與部門的相關會議，探討像是一些敏感性分

析、利率測試模型等等…；於報部這部份，實務上保險業是深深受到金管會的管

制，設計任何一種商品都須符合主管機關的內容，亦要準備一些相關文件，甚至

是要跑一些跨部門的文件，向上呈報給主管機關。而我也實際參與投資型保單中

「加基金」的報部流程，雖然報部工作挺制式的，但無疑是商品發展部中非常重

要的一塊。 

        實習期間，除了以上部門的實習等等，公司亦安排了非常多項的課程，像是

四大通路的見習、請各部門主管為我們分享該部門實際的運作方式、CEO&CFO

高階主管的面談、期末的專案報告及每週五實習生彼此間的交流等等…，期間下

來，我不僅了解到自己商品開發部在做什麼，也了解到各部門實務上的運作模

式，或進入各部門需要的個性、條件等，更了解到一間壽險公司實際整體運作方

式、跨部門間彼此怎樣做連結、各部門在壽險公司的定位又在哪。（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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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安聯人壽是一間外商公司，期間下來我體會到外商公司經營策略上的嚴

謹，也體會到日常生活中的活潑，和諧融洽的工作氣氛，在公司看到的生態，確

實是和學校有非常大的出入。而期間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當然就是實習生和CEO

的面談，他是位英國人，為人非常的親切，面談過程當然是全英文，當中他分享

了他對於公司產品市占率、市場上競爭者、經營策略及外來趨勢的看法，也對於

我們這些未來社會新鮮人給予相當的建議與勉勵，他的職業生涯也不是一路順

遂，也曾經被主管甩過文件，但是他就是秉持著高熱忱的工作態度和嚴謹的行事

風格，才有今天的地位，讓我非常的敬佩。  

        最後，或許我當初沒有進入到銀行或證券去做實習，而去接觸到一個我過去

陌生的領域，但是我並不後悔，也不覺得是浪費時間。實習過程中，確實看到很

多、亦學習到很多，很多老師及課本從來沒教過你的事，你都會在工作中學習。 

不敢說這段期間帶給我多少專業知識的增長，但卻對我個人的思想及人格特質產

生不斷的衝擊，中山大學位於西子灣，我過去常容易把自己設限在這個地區、這

個區塊，從來沒有把視野向外放，也不知道外面的社會有多競爭。透過這次實習

的機會，不僅從工作中獲取非常寶貴的經驗，更讓我有機會再度審視自己，讓我

更確定外來的方向，知道自己到底哪裡不足，如何去加強。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薦

各位學弟妹，未來若有機會的話，不妨考慮一下企業實習，確實會讓你獲益良

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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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許財務分析師CFA  L3考試準備心得 

  前言：在準備特許財務分析師時，經常參考別人的應考經驗，如今有幸考

過，希望能提供一些想法給各位學長姐弟妹及同學，節省各位的投入時間。由於

我大學是唸企管，且英文程度與一般學生相同，因此以下的個人自修心得，適用

於任何已具有財金基礎的考生。 

 

 

 

(2) 勤練習題(亦適用於L1及L2)： 

        在整理完筆記後，接下來便可開始進行題海戰術。我個人認為重要順序為：

官方課本每章節後面附的習題→notes習題→Schweser Q bank。在做題目的同時，

除了可了解哪些科目較薄弱之外，亦可補充自製筆記不足之處。如此的做法，L1

及L2便可十拿九穩。（續下頁）                          

(文/碩士班/羅欽源) 

(1) 翻譯並整理(亦適用於L1及L2)： 

        如同許多考生的選擇，我是以Schweser 

Study Notes做為準備主軸，並以官方教材為

輔。由於我對英文的記憶力較差，因此我會在

第一遍閱讀時，先把notes中各個LOS的重點翻

譯並摘錄出來，整理成中文筆記。若遇到不懂

的觀念或專有名詞，會查找相關的中文書籍或

用Google搜尋。如此做法的好處，在於可以縮

短考前複習的頻率，而這點對於CFA的考試十

分重要，因為考試時的內容並不會超出官方指

定範圍，但由於考試內容涵蓋多項科目，因此

往往唸了前面忘了後面。有時候題目並非太困

難，但難就難在要記憶及要理解的細項過多，

考生們常常會有「明明有背過公式、但就是想

不起來」的感覺。有自製筆記的幫助，除了可

達到1、2天將所有要考的範圍複習過一遍的效

果，亦可達成至少獲取基本分的目標。 

 

 

 

一、自修準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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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ssay準備(L3) 

   A.揣摩歷年參考答案的關鍵字：考生可於CFA網站找到前三年的essay題目，官

方會提供最完整的答題參考內容；然而，由於作答時間有限，故協會建議考

生採取條列式作答，以簡短句子將各題所需之關鍵字寫出即可。在揣摩時可

參考Schweser出的practice exam，裡頭的essay會列出「完整」及「建議」答

案，可引用相同的邏輯，做為正式考式之答題指引。 

B.將schweser習題、課本習題、LOS的英文練習，寫在筆記本：我是大約在考前

3個月開始慢慢練英文習題，主要是寫課本各章後面的練習題，以及將LOS當

成問題題目，再寫出簡述。例如：「說明策略性資產配置」、「寫出負債增

加可改善代理問題的理由」之類的大綱，這部分都是用英文寫。在複習時會

把不熟的題目多寫幾次，藉此加深印象。 

 

 

 

 

二、個人心得 

        在唸書過程中，最大的收獲是可以加強原有的財金知識，並且學到很多國內

教科書看不到的內容，舉例而言： 

         L1強調財金本科系的基本知識，例如統計的機率與分配、個經、初會、財

管、固收…等，屬於點的知識，題與題之間並不相關。 

         L2則是進階知識，例如迴歸解讀、中高會、各類資產(包括權益、固定收

益、衍生性商品、資產證券化商品)評價…等，屬於一串的題組問題。 

         L3側重綜合應用，例如個人與法人的投資建議、投資組合績效呈現是否符

合法規、各類投資組合管理策略、投資組合如何運用各類金融工具進行避險…

等，透過題組與無一定標準答案的應用問題，培養考生對於實務應用之思考。 

       在通過CFA L3之後，並非代表著學習的結束。我是於2011年6月通過L3，而

截至目前為止近兩個月的中山財管所研究生生涯，除了釐清過去因自學而一知半

解的知識外，亦接觸到真正的投資組合管理所需要之計量能力。 

        最後，仍在考慮是否投身於CFA考試的朋友們，可先想清楚CFA與未來工作

是否有直接關聯，再決定報考與否，因為CFA的持牌資格認證，須滿足「相關」

工作經驗四年之條件。但就CFA考試中所包含的知識含量而言，絕對可以令考生

們鍛鍊財金頭腦，是張準備過程不輕鬆、但收獲頗多的專業證照。（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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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進行M&A實例 財務模型實例─聽講心得 

  這次的當前財金演講請到了於

大陸「新焦點」企業服務的王雯韻

學姊，回來和我們分享在大陸從事

企業併購的實務經驗。雯韻學姊分

別以策略面、交易面與整合管理三

大購併階段，介紹於市場上運作所

需之戰略及法令規章。演講至末，

還請「學姊夫」上台傳授職場新人

面試須注意的要項，除專業知識

外，更應具備誠懇與禮貌。 

 

 

   與目標案源接洽後，併購

就進行至交易面階段，在此

企業需先確認此被併公司之

獲利模式為何?當雙方財報合

併後其貢獻是否達成預期目

標?並深入了解在被併企業的

運作中最在意的是什麼，如

此才能對症下藥，訂出接觸

方式與收購價格，提升交易

的成功率。（續下頁）                          

(文/碩士班/廖子瑄) 

        新焦點為中國目前最大之汽車服務連鎖企業，其事業部門包括零售體系與批

發體系，近年來以收購批發公司進而擴大其在汽車服務產業中的市占率，而雯韻

學姊即負責公司的併購業務。企業為擴張企業版圖，應結合企業的發展特性與機

會，而新焦點是以零售消費群為主要的獲利管道，因此掌握消費者來源為其企業

最具有價值的部分。除本身品牌之成長，有計畫性的收購批發產業也為獲利擴張

的策略考量。在此學姐亦強調，有時企業的積極收購是為了讓其他競爭者無法進

入市場，加大其競爭優勢。 

        在學姊舉出的併購實例中，主要有策略面、交易面、整合管理三大步驟。首

先，於策略制定部分，新焦點於每年十月會計劃明年須達到的目標與願景，預計

三至五年內可達成。其次為尋找可行案源，新焦點希望能由原本的零售部分跨至

批發，使產品之成本不需受供應的限制，進而達到營運成本下降、提升企業獲

利。由於在零售的體系中，本就與批發商接觸甚廣從中可找到更多的併購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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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雯韻學姊在併購案執行的經驗

豐富，在此部分也提出許多在中國併購

企業時應注意的事項，其中我印象最深

的即是收購企業的財務面需合規化方便

併購，並且簽訂LOI意向書，將收購標的

為股權或資產、往後的禁業條款以及不

可一交易兩賣訂出明確的規範，以防日

後交易違約。 

 

 

 

        演講最後，主任亦請學姊夫「James」上台向我們分享新人於面試時應注意

的細節與態度，誠懇與禮貌為企業雇主所最重視的兩項，並勉勵我們光有專業知

識是不夠的，很多時候態度與待人的禮貌勝過其他。這次的併購實務演講真的令

我獲益良多，除真的深入了解目前於中國進行企業併購的實況外，對於企業評價

的方法應用也有更清楚的概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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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金盃領隊心得分享 

  南金盃是每個新學年第一場對外的重要比賽，今年的主辦學校是高應大，

從一開始的領隊會議，經過了多次與主辦單位的溝通與爭取，到後來的比賽，

多虧了各系隊隊長們的支持與配合，才能夠圓滿落幕。 

  在大家都還在睡夢中時，中山財管的熱血男孩、女孩們就已經騎著機車衝

到高應大的球場準備大展身手。今年報名了男籃、女籃、男排、女排等項目，

從平常的例行練習就能看出各系隊對於這場比賽的重視。每場比賽都全力以

赴，場上的隊員們專注地把握每一球，場下的啦啦隊們奮力嘶吼，雖然女排沒

有獲獎，但團隊的精神已遠遠超過獎項所賦予的代表；女籃雖然也沒有奪得獎

盃，但不失以往的歡笑，每一場比賽都讓裁判印象深刻，儘管有時比數落後，

但歡笑聲總能舒緩場上緊張的氣氛，發生了許多趣事，甚至有學姊和外校的球

員攻守時像在跳舞似的，讓後面的裁判笑倒在地。即使女排和女籃最後吞了敗

戰，但是雖敗猶榮，蓄勢待發等著下一屆南金盃再來雪恥。（續下頁）  

(文/大學部/楊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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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男籃今年陣容龐大，精彩的比賽過程令人情緒隨之高低起伏，最後過關斬

將得到了季軍！最後男排則是各個大現球技，專注的神情令人不寒而慄，一甩去

年與冠軍擦身而過的切心之痛，勇奪冠軍！ 

  為期兩天的賽程就這樣結束了，團隊的比賽不僅增進了隊上的情誼，那種大

家一起為同一個目標努力的感覺更是我們所追尋的！儘管過程不盡然順心，但大

家確實一同努力過，歡欣的笑容、不甘的淚水，往後回想起來，會讓人揚起一抹

微笑吧！流不停的汗，代表著我們共同洋溢的青春，哭過、笑過，接下來，繼續

為著下一次努力著，下學期的大財盃，我們來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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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學後的第一次運動會－中山31週年校慶活動 

(文/大學部/吳冠葶) 

  時間在大家談笑間飛逝，校慶要開始了，大家才開始感到緊張。輪到我們

時，大家收起嬉鬧的表情，想要在這全校性的場合完成一個漂亮的表演！站到

定點大家等著音樂下的時間，偏偏遲遲等不到音樂，只看到音控在司令台上一

直示意我們說沒有音樂，這讓大家在下面很慌、很錯愕，畢竟東西我們是有在

期限內繳交的，站在定點站了一段時間，大家都認為在繼續站下去也不是辦

法，決定要直接走出場時，司令台上的司儀卻說：「請財管系開始表演！」這

令我們有點不知所措，所以只好用數拍子的方式開始表演，表演一結束大家尷

尬的迅速退場到操場的定點位置。（續下頁）  

 

  在十月底的時候，從班代那得知運動會要創意進場的消息，大家先是一陣

錯愕，對這突如其來的消息感到有些手忙腳亂，畢竟在期中考週的前一個禮拜

就要表演，這真的讓大家感到有點慌；可是在負責人的帶領下，做道具的做道

具、想表演的想表演，大家分工合作為著同一件事情一起努力，盡大家所能的

做道最好。 

  運動會當天，大家都起個大早到女籃球場集合，到了集合場地，大家都很

興奮的邊吃早餐邊跟著我們的大道具－三張鈔票合照，或者是拿著自己的手機

或相機為自己的大學第一次的校慶留下一些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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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操場上一陣子後，大家一掃剛剛尷尬的情緒，開始與同學和吉祥物合

照，直到司儀說可以離開時大家才東西收拾好離開；緊接著大家就分散一群一

群的去觀看不同的東西，不論是聽演講、看比賽、逛攤販，甚至是最後的中山

盃，都讓人意猶未盡。雖然說早上的小插曲讓大家難免有點失望，但至少總體

而言，大家大學第一次的校慶至少是開開心心的過去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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