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立 中 山 大 學 財 務 管 理 學 系

Department of Finance, NSYSU
刊登之文章，其版權屬於本系，非徵得同意，不得轉載

本 期 目 錄2012.02

3. 財金、財管類碩士班甄試心得分享 /張誠文

4. 新光盃高捷高屏地區聯合課程提案競賽冠軍－Wa5團隊/陳青翔

1. 財管系榮譽及活動訊息

5 外匯與選擇權 理論與實務 聽講心得 /林孟函

2. 研究生赴大陸研究計畫 /陳佳榮

6. 如何從財會人員成為全方位CFO－聽講心得/袁淑芳

5. 外匯與選擇權─理論與實務─聽講心得 /林孟函



Department of Finance, NSYSU財報 12012.02

博班二年級張易嘉同學參加周大觀文教基金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選拔博班二年級張易嘉同學參加周大觀文教基金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選拔，

獲得殊榮，將協助舉辦「周大觀全球熱愛生命獎章生命分享活動」之活

動。

張靜琪老師「創意與創新管理」課程的學生團隊參加「2011青年啟動‧

行動生活—高雄捷運創新行銷服務‧高屏跨校聯合課程計提案競賽」榮行動生活 高雄捷運創新行銷服務 高屏跨校聯合課程計提案競賽」榮

獲佳績。

得獎名單如下列：

第一名：Wa5團隊

─財管系陳青翔、謝佩穎、林匯汝、鄭瓊蓉、資管系李峻豪

佳作：嘩啦!超級寶貝的花招

─財管系劉寶真、張華真、張聖偉、歐致源、徐駿樺、廖啟超

最具開發潛力獎：gene-tube

─音樂系周亞萱、郭蕙嘉，財管系林展毅、黃祺諳，電機系胡繹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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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赴大陸研究計畫研究生赴大陸研究計畫

研究生赴大陸研究計畫是中華發展基金管理

會為了鼓勵台灣的碩博士生進行兩岸相關研究以

及交流所設立的計畫，每年都會補助寒暑假兩期

各數十人（例如100年暑期核准二十人）至大陸重

(文/碩士班100級畢業校友/陳佳榮)

（ ）

點大學進行學術研究。申請計畫的初期需要在二

月底前繳交論文撰寫計劃書以及對岸重點大學的

研究邀請函，透過了鄭義老師的幫助我取得上海

同濟大學陳偉忠教授的邀請，十分幸運地，一同

申請補助的坤達與宗漢皆通過審核，一起取得了

這次赴大陸研究的機會。這次赴大陸研究的機會。

該計畫與其他實習抑或教學課程計畫在性質

上有許多不同，它是一個較專題性的計畫，因此

它沒有規定任何既定的行程，因為所有研究者都

有其不同的領域，而每個人所需要的研究資源也

就不盡相同，所以在這個計畫中沒有集合，沒有

一起上課，更沒有同行者。所有的學習以及行程

都由你自己以及當地指導教授所擬定，你可以走

訪一個個金融機構，當然也可以待在學校聽課，

向同學以及教授請教，只要對你的研究有幫助，

你可以自由的安排你所有的進度與計畫，當然在

絕對的自由下也就考驗了善用時間的能力，另外

我在七月九號抵達了上海，靠問路找到了同濟大學並住在迎賓宿舍中，隨

後拜訪了陳偉忠教授，麻煩他對我的論文給予一些意見與指導。在研究上陳教

授給了我許多寶貴的意見，其中包含了原始選擇標的的適切以及可用性，因子

絕對的自由下也就考驗了善用時間的能力，另外

計畫的時間長短也十分自由，只需要超過一個月

即符合標準，端看個人所需要的研究時間而定。

的控管與策略制定的方法等，我在這裡修改了很多原本在台灣所使用的參數，

也進一步得提高了模型的準確率。而在與大陸學生交流的過程中，我感受到這

裡的確將許多的資源都投注在金融產業之中，不僅管理學院的硬體環境非常的

完備，學生都將進入金融業做為第一志願，學校也只招收最為優秀的人才，或

許也因為如此，我覺得這裡的大學生十分有自信，很懂得據理力爭，並完整表

達自己的想法（無論對錯），即便錯了他們也能十分坦然的接受並且繼續討論達自己的想法（無論對錯），即便錯了他們也能十分坦然的接受並且繼續討論

下一個話題，因此工作的進展也很快，我想這也是與台灣學生不同的地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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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這裡的一些學生、教授都認為：台灣的研究所在實另外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這裡的一些學生、教授都認為：台灣的研究所在實

務經驗的教授上比起大陸的許多學校都要來得完整，我想或許是大陸的金融體系

雖然龐大且發展迅速，但因為時間短，因此學界相對來說也沒有機會累積到那麼

多的經驗，而這或許是台灣學生在此競爭上所擁有的一個利基。

在上海停留的一個月期間，除了到同濟大學的管理學院進行交流外，因為

鄭義老師的介紹幫助，我也在安信證券作量化投資策略撰寫的實習，安信證券公

司位在世紀大道上的金融大樓、上海期交所的隔壁，無論是地點還是工作環境都

相當不錯。工作內容上，我主要是與同事討論一些投資策略的可行以及有效性，

或以較理論的角度與實務界的他們相互映證一些看法，在討論中我能從同事那邊

了解到大陸市場現今的運作模式，例如在大陸市場，長期的策略可能在產生效果

以前就因為大環境的迅速變動而失效，因此不如短期的策略迅速帶來績效有利。

其中大環境的變動通常來自於政府政策的改革與開放，或者因為大陸市場的迅速其中大環境的變動通常來自於政府政策的改革與開放，或者因為大陸市場的迅速

發展所帶來的產業情勢轉變，這些產業情勢的改變可能直接對某一個產業的生態

造成根本性的衝擊，整個市場股價的成長性以及波動性也將變得難以估計，因此

過去的資料在這樣的變化以後，已經無法作為估計未來的參考了。在上述的狀況

下，模型的中短期績效在大陸這個迅速變動的市場中顯得更加重要，而長期季頻

乃至年頻的策略則相對來說無法展現優勢。而在資料的運用上，因為財務報表窗

飾程度的不同，從一開始的要素選擇以及使用上的修正調整也與台灣進行的方式

有差異。在安信證券我體驗了世界金融重鎮上海的腳步，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經

驗，也真的很感謝主管鍾先生以及同事們當時的幫助與指導。

完成了在上海撰寫論文以及實習的工作以後，我與八月初甫到大陸的坤達在

蘇州會合，開始我們為期一個月的大陸旅遊美食行。大陸的史蹟、山水是美地也

多地令人讚嘆的，儘管聞名已久，卻當一腳踏上時才能夠真切地感覺到斑駁殘缺

的長城所展現的蕭颯以及肅穆峨巍的紫禁城所流露的莊嚴。我們一路走訪了許多

的 景點與城市，從園林山水的故鄉蘇州以及西湖雷鋒的所在杭州，一路向西經過

水鄉烏鎮、看山不看嶽的黃山、武漢、長沙到達電影阿凡達的取景地張家界風景水鄉烏鎮、看山不看嶽的黃山、武漢、長沙到達電影阿凡達的取景地張家界風景

區，然後在宜昌搭船沿著長江三峽逆流而上走訪酆都以及白帝城三天後到達重

慶、轉往蜀都成都，之後北上古都西安以及歷朝首都北京，最後才返回上海。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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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路上我們搭乘了一般火車、動車以及客運，充分的體驗了大陸不同等級交

通工具間的差異，居住上大部分時間我們都住在青年旅社的多人寢裡頭，不僅價

格便宜有網路，店家以及室友們也都會很熱心的提供許多交通、住宿、行程乃至

省錢的方法，像是在武漢我們碰到了一個煙台來的朋友，她一個人從東北開始搭

便車交朋友，一路到了西邊的拉薩，然後南到桂林，一路上沒有花到一毛車錢，

當然也就免不了會有露宿街頭的時候。吃的方面我們很固定地每到一個地點就會當然也就免不了會有露宿街頭的時候 吃的方面我們很固定地每到一個地點就會

在網路上搜尋當地最著名的美食店家，像是四川的麻辣鍋還有北京的烤鴨，大口

吃肉，大杯喝酒就是我們一路的美食寫照。

去了大陸兩個月，感受了與

台灣截然不同的金融市場、工作

環境、風土民情乃至名山勝水，

有人說有比較才會感覺出差別，

大陸在許多方面給了我很多新的

感受、知識、經驗與想法，也在

另外一些方面讓我深切的感受到

台灣的美好與豐足之處，我想這

是在台灣所無法體驗到的，一個是在台灣所無法體驗到的 一個

很值得的經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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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金、財管類碩士班甄試心得分享

一、前言

最初想繼續往研究所深造是在我大二上時，

當時有去蒐集相關資訊，發現大學教授喜歡的學

(文/大學部/張誠文)

生著重於在校成績、語文能力、及課外的表現這

三方面，且備審資料的分數占了50%，攸關是否

會通過第一階段，故希望能有亮麗的備審資料就

得及早準備。

二、推甄前的準備(備審資料)( )

1. 在校成績

由於推甄的人數眾多，學校成績通常是第一個篩選標準，但也不能都是修輕

鬆的課程，建議有志走財管、金融的學弟妹，總體經濟學一定要修，如果有空

可以去政經系修個體經濟學，且最近台大財金有個趨勢，特別喜歡經濟系的學

生，反而財金本科系除了台大財金自己的學生，其他學校財金系錄取台大財金

只有個位數(好像不到5個)。

2. 英文能力

英文檢定也相當重要，全民英檢中高級只是基本配備，多益成績至少要800

以上才及格。另外，英文口說是台大及政大推甄的必備關卡，當然發音標準會

是很大的加分，但更重要的事要敢講，如果支支吾吾或冷場，分數應該都不會是很大的加分 但更重要的事要敢講 如果支支吾吾或冷場 分數應該都不會

太高。

3. 課外活動

由於會去推甄的同學想必成績都相當好，要脫穎而出就在課外活動，尤其

是校外競賽（如：證交所等舉辦的競賽），若能參加全國競賽並獲得名次，將

會是大大的加分。會是大大的加分

三、推甄前的準備（口試）

口試的分數也占了50%，建議學弟妹可以上網去蒐尋歷屆的考古題，在ptt的

graduate版或補習班的網頁上都會有人分享，我當出的準備方法是，把所有財金

所的題目抓下來並做整理，如分為備審資料關、專業關、英文關等，每個題目

草擬答案，有問題便去和教授討論。（續下頁）草擬答案 有問題便去和教授討論 （續下頁）



Department of Finance, NSYSU財報 62012.02

之後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組個讀書會，人數不要太多，每個禮拜固定開會

演練，真的幫助很大，我們當時事運作模式，事先討論最近的時勢新聞，把近5

個月的商業週刊、經濟日報，去找相關的時勢新聞，每周不同人報告不同主

題，其他人發問。

而在面試前如果能找到教授幫忙模擬面試，將能增加臨場感，當時我為了

要增加臨場感，我就報了六間學校，當前三間面試過後，心情就已經相當穩定

了，但要注意的是，台大財金往年都是最早面試的，上述的方法較適用政大。

四、不同系所的推甄特色

1. 台大財金：喜歡會玩、會讀書且口條好的學生，口才不好的學生會很吃虧。

2 政大金融：偏財務工程及經濟，由於教授多是經濟博士，面試時除了問財務2. 政大金融：偏財務工程及經濟，由於教授多是經濟博士，面試時除了問財務

工程的專業，也很喜歡問經濟。

3. 政大財管：主要是財務管理的專業，通常會要求備審資料放研究計畫，並針

對研究計劃來問問題。

4. 清大計財：偏公司理財及財務工程，故會問很多的專業問題。

中央財金 歷屆似乎都以團體關面試 以聊天為主並有一些專業問題5. 中央財金：歷屆似乎都以團體關面試，以聊天為主並有一些專業問題。

以上是我的經驗分享，希望對將來有意推甄的學弟妹們所幫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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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盃高捷高屏地區聯合課程提案競賽冠軍－Wa5團隊

在大學生活的倒數第二個學期，選修了

系上張靜琪老師所開設的「創意與創新管

理」，這是系上比較不那麼「財管」的課

(文/大學部/陳青翔)

程，主要是偏向專案撰寫、簡報技巧與創意

思考等等，而我們這學期的任務就是參加高

雄捷運所舉辦的「新光盃高屏跨校聯合課程

暨提案競賽」，目標是以最低之成本來提升

高捷的運量。

這次提案競賽的報名隊伍共約三十五這次提案競賽的報名隊伍共約三十五

隊，分別來自中山大學、文藻外語學院、屏

東教育大學、高雄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

學、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以及義守大學等七所

高屏地區之大專院校；代表中山的我們相當

榮幸地獲得評審們的青睞，勇奪冠軍、佳作

與最佳潛力開發獎等獎項。

準備的過程中，除了親自搭乘捷運到處逛逛之外，並分析高捷、台鐵、高

鐵三者之間的特色與差異，甚至趁著到台北面試時也不忘拿台北捷運與高雄捷

運作比較，試著找出「明明都是捷運系統，為何評價卻相當兩極」的癥結點究

竟為何；不過結論通常都歸究到高雄道路大又寬、便利性又相當高，民眾多使

用原有或較習慣的交通工具代步 亦或是班次頻率較低 站點設計較不方便等用原有或較習慣的交通工具代步，亦或是班次頻率較低、站點設計較不方便等

硬體設施方面之問題，偏偏硬體設備要修改，就得要花上一大筆資金與相當冗

長的時間才能有所改善。（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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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傾向採用較低成本以及較簡單的方式來提升高捷運量，在許多

從晚餐時間開始到凌晨兩、三點結束的討論夜後，本組決定以結合類似超商集

點之方式、並搭配定期舉辦夏季活動作為我們的企劃，企圖穩固既有客源並吸

引新乘客。

雖然不知道這樣的提案構想最後是否會被高捷公司執行，但是在這次比賽

中彼此都成長許多，不管是在企劃書的撰寫、PPT簡報的製作、口頭報告的技巧

等等皆有所獲，最重要的是，相信所有參與這次競賽的朋友們都不會忘記這段

的回憶，特別是Wa5的其他團員們－謝佩穎、鄭瓊蓉、林滙汝、李峻豪，我要由

衷地謝謝你們讓我這個大四老人找回了一些青春熱血，謝謝你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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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與選擇權─理論與實務─聽講心得

演講者：林俊吉/協理 花旗銀行中小企業處

(文/碩士班/林孟函 )

演講一開始，學長便先和我們聊到市場中外匯

的重要性，由於外匯走勢對於一國進出口的影響很

大，且會連帶影響該國的買賣報價，因此在操作外

匯時，投資者必須要先弄清楚各國貨幣之間的連動

關係，以及它們之間的升貶關係。再來，由於影響

外匯變動的因子不勝枚舉，因此在操作外匯時，投

資人必須衡量當下所有的經濟概況，而不應以片面

的經濟局勢而妄下斷言。例如：在日本發生311大的經濟局勢而妄下斷言。例如：在日本發生311大

地震後，原本各界認為日圓會因為天災的因素而走

跌，市場上許多投資人皆看空日圓；但相反地，因

為日本央行進場干預，再加上當時歐美各國因為歐

債以及金融海嘯的因素，歐美經濟處於疲弱的狀

態，日圓反而呈現持續升值的現象。

因此，為了避免因為上述投資人錯估整體情勢，而導致慘賠的現象，保守一

點的投資人就可以利用遠期外匯的金融商品來進行避險的動作。尤其是進出口

商，為了避免在進行交易時，因為外匯波動而帶來匯兌上的損失，大部分的進口

商都會採取以遠期外匯作為其避險的工具。除此之外，由於台灣是屬於淺碟型的

市場，再加上台灣與國外的進出口往來頻繁，因此台灣央行對於匯率的控管是非

常嚴謹的。除了注意全球整體的經濟之外，央行深諳全球熱錢的流動會影響匯市

的變化，因此也盡量避免國際熱錢進出太頻繁的現象發生，以保護台灣的進出口

產業。（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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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也進一步的探討到，當前的歐債危機。造成歐債危機最根本的原因之

一也與匯率有關。由於歐洲小國因為無法承受匯率變動，貨幣貶值所帶來的衝

擊，因此當該國發生財政赤字時，它們只好先向外發債以尋找資，拯救經濟。且

在歐債危機爆發後，基本上銀行如果沒有持有部位的話則不需要對外匯進行避

險 除此之外 最近還有一個非常流行的商品：「點心債 是指大陸企業在香險。除此之外，最近還有一個非常流行的商品：「點心債」，是指大陸企業在香

港發行的債券，但其實其流動性並沒有非常好。且因為標的合約現在越來越趨多

元化，銀行方面在幫客戶設計投資標的組合時，也應該注意依客戶個人化的需

求，去幫他們選取不同的標的契約。

最後探討到當前的歐債危機。雖然歐債事件越演越烈，但歐元區解體的可能

性不大，因為這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比較有可能的情況可能是體質不好的歐性不大 因為這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高 比較有可能的情況可能是體質不好的歐

洲小國經濟體會退出歐元區。除此之外，在歐元區議題當紅之際，也有人問說，

那亞洲有沒有可能趁勢推出亞元區。學長認為並不可行，原因是由於亞洲幅員廣

大，且文化背脊差異也過大，因此在整合上較難有一個所有成員都信服的標的，

所以成功的可能性不大。但亞洲區人民幣的崛起是非常快速且指日可待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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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從財會人員成為全方位 聽講心得如何從財會人員成為全方位CFO－聽講心得

演講者：建舜電子製造(股)公司 財務長暨管理總處副總經理黃益皇

(文/碩專班/袁淑芳)

本週很高興邀請到黃益皇學長回校與我們分享「如何從財會人員成為全方位

CFO」，講課內容主要分為二個部份，上半節課是學長個人職場生涯的分享，接CFO」，講課內容主要分為二個部份，上半節課是學長個人職場生涯的分享，接

著為如何從企業傳統基層的會計人員，提升自我成為全方位的CFO。學長一開始

即談到他在學校的會計成績並不好，並開玩笑地說自己有補考王子之美稱，輕鬆

恢諧的開場白，使大家聚精會神地聆聽，讓人滿心期待今晚的課程。

想到自己在學校時相當畏懼會計科目，讀的吃力，學長說他直到進入產業

的會計領域工作後，才將會計知識的任督二脈打通，但也要歸功於在校有老師嚴

格的指導所打下的基礎；接著在其工作中不斷地接受非財會部門的基層輪調機

會，奠定對產業了解的基礎。接下來的工作經驗即是進入即將準備要上市的公

司，學習一企業IPO過程中該如何整頓公司的財務體系及內控制度，讓公司符合

可上市之資格。

而人生中總有不同的挫折，學長提到在工作過程中遇到人生最大的轉捩點

－到所併購的印刷電路版廠擔任總經理，一個人在對岸異鄉辛苦地打併，每天應到所併購的印刷電路版廠擔任總經理 一個人在對岸異鄉辛苦地打併 每天應

付不同的公司債主上門追討，而公司無法再增資以償還這些債務，此時又遇到大

陸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種種的困境接踵而來，但學長並沒有輕言地放棄，將公

司從一開始的負債二億元到整頓完後為正三億元的營收。生命中總是有不同的抉

擇課題，人生中重要的另一半將遠赴美國求學，在辛苦工作下但必須犧牲與家人

相處的時間考量下，學長決定辭去工作，好好享受家庭相聚時光。然而在美國生

活的日子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 學長最常做事情之一就是到公園餵食松鼠及逛活的日子並沒有想像中的美好，學長最常做事情之一就是到公園餵食松鼠及逛

Costco，沒有重心的生活讓學長選擇回台灣，到目前的建舜電子製造(股)公司擔

任財務長暨管理總處副總經理一職。（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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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從一開始在產業基層會計人員到成為企業財務長(CFO)的職場經驗，

與我們分享財務主管與CFO的角色定義，財務主管係為內部財務政策的執行

者，而CFO已從財務角色(Finanace)轉變為核心(Focus)，成為首席核心人員，其

所肩負的工作責任，已超越內部傳統的財務及會計事務工作，CFO的價值是在

於幫助並驅動整個組織的發展，以提升組織核心競爭力。同時成為執行長的戰

略合作夥伴 學長也強調CFO同時是經營績效的趨動者略合作夥伴。學長也強調CFO同時是經營績效的趨動者。

學長多次強調如何將在公司所學習到的知識內化成自己的東西，成為自己

日後工作上所能帶得走的Knowhow是極為重要的，我想這是學長每每都能挑戰

在不同的公司種種困境都能成功的關鍵因素。另外，學長給予職場新鮮人的第

一個建議是：有機會的話想辦法進入大型企業歷練，主要是要大家感受大企業

的格局，大型企業的財務分工相當的細，使得每個人在工作中將學得很片段，的格局 大型企業的財務分工相當的細 使得每個人在工作中將學得很片段

所以要盡自己的能力去挖掘並學習，挑戰不同職位的安排，為日後職涯奠定基

礎，別拒絕在不同產業或外地工作機會的磨練，更不能缺少對工作上該有態度

與企圖心。

另外，在課堂正式開始前，注意到學長自己準備好筆電和簡報筆的細節，

由此得知學長在個個環節中都仔細地想過所會遇到的每種可能性，並為每種狀

況都已設想好解決方案，如同在簡報中所提到的永遠要做到比老闆要求的更

多，這點也前後呼應了上堂課的劉佩學姊所提到的，站在老闆的觀看角度設

想，永遠要比老闆事先做好功課。在新的一年的即有這麼好的收獲，最終都要

感謝主任這麼辛苦地邀請學長姊回校分享，讓我們有機會聽到難能可貴的職場

生涯經驗分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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