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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碩一上學期的時光裡，班上同學的生活多采多姿，有人選擇挑戰傳說中

作業做不完的微結構，有人選擇挑戰兩門鄭義老師的課，而我則是參加了第六

屆CFA全球投資分析競賽，過程中充滿酸甜苦辣，也為我的碩士生涯增添無限色

彩。 

        時間拉回去年10月中，上屆參賽的學長姐特地辦了徵選會，最後有幸與班

上同學羅欽源、曾聖蒲、張振翔，與一位大三學妹謝舒婷代表中山出賽。由於

比賽日是在2月初，中間夾雜著期中期末考、跨年與農曆過年，所以我們必須在

有限的時間內搜集產業資訊、分拆產品線營收、評估成長率、預測獲利、計算

現值…等等，除了這些前置作業，我們還得在1月份生出書面報告，而書面繳交

截止日前正好是期末考大爆炸！所以當協會公布本次目標公司是華碩時，我們

便全力投入，想快速了解電腦產業，接著才能分析華碩股價。 

        忙完了書面，事情可還沒結束，緊接著要準備2月初的口頭報告，重點是全

程必須用英文報告成果與回答評審的犀利提問，時間各為10分鐘。我們得把18

頁的書面濃縮成10分鐘的演說，還得正確的表達出我們想傳遞的訊息。即使講

稿討論出來，還得順稿、背稿、準備PPT、潤飾肢體動作，最重要的是整個過程

是否順暢，邏輯是否能夠說服評審。口頭報告的準備時間緊迫到我們連除夕都

在視訊討論，當大家還在開心過寒假，我們則是初五就回學校開工，那幾天我

們麻煩了英文老師Chris與鄭義老師展開魔鬼訓練，每天花兩個小時不停的排練

口頭報告，剩下時間則是準備Q&A的回答，一直堅持到決賽前一天。 （續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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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CFA全球投資分析競賽 

(文/碩士班/簡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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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賽地點跟以往不同，今年辦在義大利餐廳「隨意鳥地方」，比賽前大夥

享用了美味的餐點，再配上餐廳的舒適環境，心情放鬆了不少，也慶幸我們是

第一組上台，才能聽到每一組的報告。這次評審邀請了花旗環球證券台灣區研

究部主管谷月涵先生等三位擔任，而正式的口頭報告，我們出乎意料的完美演

出，其他隊的表現也都各有優點，雖然最後是台灣大學隊雀屏中選，但我們也

非常享受這場比賽。  

  

  我們到Bloomberg辦公室接受訓練，還有華碩為我們而辦的法說會。

Bloomberg的辦公室令我們大開眼界，工作空間明亮有朝氣，每個人的電腦至少

是三螢幕，才能跟得上資訊更新的腳步。此次Bloomberg也大方提供我們市價六

萬的資料庫試用版，裡面的資訊豐富又完整，幫我們省下了不少搜尋成本。而

我們也藉由華碩法說會來深入了解目標公司的情況，並見到了赫赫有名的曾省

吾先生。除此之外，協會分派給每隊一位Mentor協助我們解決難題，讓我們看

到了更多實務面的東西。（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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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比賽前幾天的就寢時間不只能看見月光海，還能順便看看日出，但感

謝隊員們沒有喊過一聲累，過程中更要感謝許多人，感謝鄭義老師百忙之中聆

聽我們口頭練習並給予我們寶貴意見，還特地北上陪伴我們出席決賽；感謝英

文老師Chris為我們加強英文寫作及口說能力，並不厭其煩的幫我們修改書面報

告；感謝來自RBS的Mentor-Andre為我們排除難題，親切和藹的相處就像朋友一

般；感謝第六位隱藏隊員謝孟達，自身的付出不輸給正式隊員，也陪伴我們渡

過好幾個漫漫長夜，最後要感謝的是隊員們，這幾個月的相處建立了深厚的革

命情感，雖然當時難熬，現在想想也是難忘的回憶。這次比賽讓我自己有更進

一步的成長，希望學弟妹們有機會也可以多參加類似比賽，一定會讓你(妳)收穫

良多！（完） 



  這次很榮幸的參與證券投資智慧王的比賽，從初賽、複賽到最終的總決

賽，一路的過關斬將。很開心的有兩位優秀的隊友陳永捷與簡岑庭，在百忙之

中也能抽空來參加比賽，基於證券智慧王給予我們一個那麼棒的舞台，加上隊

友強而有力的演出，使我們在這次比賽中脫穎而出。 

        在一開始的電腦應試初賽比賽過程中，表現並不理想，原本以為不能晉

級，一度想要放棄。幸好，在隊友們的堅持之下，我們將三天的比賽完成，雖

然沒有得名，但得到了南區複賽的門票，跨出了優勝的第一步。 

        在南區複賽中，就不像電腦應試那樣單純，有筆試和選擇題，而題目的難

易度也增加了不少。幸運的是，我們在準備的過程中，有閱讀一些高業相關的

叢書，使我們在南區複賽中得到了第三名的名次。而在比賽之前還有財務報表

以XBRL格式編製及其應用、防制內線交易、認購(售)權證【牛熊證】、臺灣存

託憑證(TDR)之介紹，很感謝主辦單位讓比賽變的更豐富更多元。（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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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知識競賽─冠軍心得 

(文/碩士班/張孜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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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北的總決賽，難度又更上層樓，比賽重點在於速度與反應，而比賽對

手則是許多國立大學的高手，幸好我們有上過馬黛老師的證券市場微結構，對

於證券市場的規則有ㄧ定程度的了解，平常扎實的訓練就能夠在比賽時展現出

來。當然，自己的努力也是很重要，很幸運的，讓我們得到了總決賽的冠軍。 

 

  

    其實，我們其實原本不清楚證券投資智慧王的比賽規則，感謝達叔認真的替

我們解除迷惑，也再次感謝隊友們永捷、岑庭努力不懈的精神以及無懈可擊的

頭腦。最重要的是感謝證券智慧王的主辦單位給予我們這麼好的舞台，還有主

辦人員極具親和力的對待我們這些晚輩，讓我們在證券市場又有更深的了解，

當然還有優渥的獎金。這一路的過程中，缺一不可，從原本的想放棄到最後得

到優勝，讓我們這群迷失在大草原的小小綿羊有更深層的體悟。最後，再次感

謝有參與到這次活動的所有人，謝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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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RL競賽冠軍心得 

(文/大學部/張庭鈞) 

  在三天的學習營裡，我慢慢了解到什麼是XBRL格式報表，而當我覺得好像

了解時，開發的過程卻不是這麼的順利。雖然我們有了明確的方向、完整的架

構，但空口說白話是誰都會的伎倆，要實做出來則是需要一步步地腳踏實地寫

出來。 （續下頁） 

  這次報名共有42隊，主辦委員會選了其中30

隊參加研習營，再由我們送件去比賽，最後共有

19隊參予競賽。一開始去台北參加研習營，我便

帶著期待的心情想要一探究竟XBRL是不是跟我

所學到的財務領域課程相關，而當聽到秘書長和

經理說希望我們能開發出一種實用性的軟體，我

便知道這次的研習營主要重點將會放在如何將

XBRL格式帶入程式應用。 

  XBRL檔案格式對於公司申報的影響與變革

成為帶我進入這次競賽的序章，從了解分類標準

的連結到實際用軟體讀出XBRL報表，歷歷總是

令我覺得視野為之一開：原來公司申報早就已經

有了統一的方法阿！在學習的過程也了解到國外

使用XBRL格式報表製作的一些實務應用。 

  XBRL基本上就是一種電腦語言格式，可以讓電腦幫助使用者分析報表資

訊，且可通過其中的語言轉換以達到多國適用，以及IFRS的推出讓未來的報表

可在世界各國流通，因此由證交所協辦的這項比賽因應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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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訓前，我們便開始構思這次的作品形式，並且草擬出大綱，而在回家後

就是真正開始動工的時候了。上網參照所需要的程式功能，翻一下書，以確定

哪些比率該是如何使用，如此忙碌了約兩周後，我們開會將後須需要完善的部

分做了結，測試程式是否可以如期運作，當下，是覺得相當興奮，畢竟是花費

許多時間做出的半成品。一個月後，再次北上參賽，呈現出我們這個月的成

果。在觀摩不同組別的作品時，也了解到XBRL的實用性與多方發展的潛力：列

出公司關係圖、分析財報資訊、對公司的評價、甚至也可以開發成APP，用手機

也可以操作，在眾多作品中，最常被使用到的技術便是財務比率分析，我們的

作品裡也有使用。 

  能否獲得名次，其實在開始比賽前不是那麼關心，因為學到了新知識最實

在。但真正進入會場後，卻會被緊張的氣氛所感染，看著一組又一組的作品呈

現，心中暗自比較，不知不覺中優劣的比較心態就顯現了。最後，我在期待的

心情下聽到隊伍獲得優勝，感動之餘，也非常感謝兩位隊友一個月的支持，沒

有他們，作品不可能呈現如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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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Student Life in Ghent, Belgium 

  若有人問我願不願意再當交換

生？ 我想我的答案絕對是非常大聲地

說「我願意」。當然，事情不可能一

帆風順，許多酸甜苦辣只有親自走過

一遭，才會感觸深刻。身為第一批交

換生，沒有前面學長姐的經驗傳承，

必須當作先鋒部隊，一路走來跌跌撞

撞，光是學生簽證這道關卡，就差點

跨不過去。  

(文/大學部/周宜君) 

1. 簽證： 

  比利時簽證可以說是這次交換中最挫敗的經驗。事前準備之多到讓人耗盡

耐心，除了對方學校的入學許可書外，必須到警察總局申請良民證、到高雄法

院公證良民證、父母財力證明，還要特地到比利時辦事處唯一指定的一家台北

醫院做體檢。等全部資料備妥到台北中山南路上的比利時辦事處申辦，卻因為

對方學校右上角的入學許書日期打錯被退回。中間經歷對方學校郵件莫名寄

丟，電子許可書不被允許，財力證明被要求改成國稅局英文報稅單等等一連串

的考驗，說是種身心折磨一點也不為過。 

  而拿到學生簽證只是前半段的試煉，到了比利時必須馬上到警察局網站填

線上申請單，填完寄出後就慢慢等警察局的預約面試郵件。由於有了學生宿舍

其他交換生的面試經驗和技巧，才能在面試時順利過關。而等我拿到正式居留

證，已經11月底了；離開比利時也申請註銷居留證才算正式離開，會不喜歡比

利時政府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2. 學校：     

  當初選比利時，最主要的原因是她是歐洲非英語系國家中對英語友善的國

家之一；而也如同當初所蒐集的資料一樣，在比利時的荷語區，英文是很通

行。根特大學學院位於比利時的根特市（GHENT），是一座擁有六萬大學生的

大學城。總共有五間大學，以根特大學為首，組成教學聯盟，整座城市相對環

境單純。（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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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第一道關卡就馬上要面對了。相較其他國家的學校只要求修三四門

學科，我們被要求要修21學分以上，相當七門主修（有些國家的學生甚至要30

學分以上，因此一月考試月的宿舍是一片死寂）。乍看之下確實會讓人卻步，

但與其他交換生一起上課，讓每天行程滿滿也是另一種充實的學生生活。  

  有一堂課程「國際企業關係」與200多位比利時學生研修，而期末報告是每

一位外國學生被老師隨機分配到比利時的學生組別；也就是說一組是五位比利

時學生加一位外籍生，必須完成四個國家的全方位投資比較報告。期間會有兩

次Meeting,老師會一一檢討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期末考試則根據所完成的報告

內容面談，不論那部分是不是你所負責的部分，都必須回答解釋。 

  這堂課一開始算是吃盡苦頭；第一，老師把資料和組別分配的檔案上傳到

類似中山大學的「網路大學」，但是交換生很晚才有權限登錄而且系統全是荷

文。第二，比較不幸地我這組不像其他組很積極的運作，到面試時所要承受的

心理壓力自然比較大。 

  另一堂「B2B行銷」就全為交換生一起上課，當然因應老師的要求同國家不

可以同組，就與荷蘭、匈牙利、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的學生一起合作。同樣都

是母語非英語，在統合意見時須要許多的耐心和時間，以及強大的溝通能力。  

這次分組經驗相對愉快，除了荷蘭組員一直消失外，最後被我們一致認同下踢

出組別。最後的上台作品呈現，被其他國外學生們的幽默、穩健台風著實驚艷

到。同樣都是非英語國家的學生，為什麼同年紀的他們可以如此在台上暢所欲

言？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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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愉快的課程算是「低地三國文化史」。上課內容主要是講解比利時目前

的政治現況，和三次戶外教學。前兩次是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參觀「國立美

術館」、「現代建築」、「歐盟總部」、「歐洲議會」，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

參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NATO）」，進去時必須將包包（相機、手機）

留在警衛室，嚴禁任何拍照；第三次則是參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遺跡和紀念墓

地。期末報告則是寫一份介紹交換生本國的各級政府行政單位，必須有詳細的

權限區分、預算來源、優缺點，和另外還要選擇一個當前的國家問題進一步探

討；此外，最後一堂課要針對所選的問題做10分鐘的口頭報告。這份大報告寫

了十八頁，有可能是大學四年來獨自完成的最大份報告；而口頭報告的部分，

能短時間吸收到各國的當前問題真是大開眼界。  

  有最愉快當然也有最痛苦的課程，而就非「初級荷語」莫屬。當初抱著多

一種語言是增進實力的觀點，殊不知卻是一段噩夢的開始。若是英語授課也許

災難會小一點，偏偏是荷語授課，這讓一個禮拜兩晚三小時的課程充滿著心靈

上的刺激。當下想問詢問不懂的地方都是挑戰，因為老師只肯用荷語回答，而

相較其他學生都是各國成群結伴上課，只有我一位亞洲人更顯得淒風苦雨。期

末考更是精采絕倫「聽說讀寫」四種能力鑑定樣樣不缺。只能說，除非你是語

言天才或是有荷語的底子，不然最後就是祈禱考試時鄭成功附身！（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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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 

  雖然比利時以啤酒、鬆餅、巧克力、薯條、淡菜聞名，但這絕對不是每天

可以裹腹的食物。由於外食費用相當可觀，絕大部分的三餐都是自行料理。交

換生們都會到宿舍附近便宜的超市購買食材，每到用餐時間，廚房總是擠滿著

各國的人在做菜。有時會一下子大爆滿，這時只能乖乖回房間泡泡麵，有時可

以悠哉燉香菇雞湯。 

  至於吃的最開心的經驗是在「國際晚餐」，由當地專門照顧交換生的社團

ESN所舉辦。各國準備各國的拿手好菜，只要負責一道菜便可以嘗遍各國美食。

讓我吃到最難以忘懷是德國的蘋果派，堪比米琪林餐廳的水準。 

4. 住： 

  根特大學學院每學期的交換生大約250位，而學校僅提供50位床；學校宿舍

一個月250歐元，在外面租屋一個月350歐元起跳，能不搶嗎？因此在三月時，

就十萬火急將線上申請表格填妥寄出去，唯恐要流浪在街頭。在積極搶攻下，

順利的住入學生宿舍，然而這同樣開啟另一個有趣體驗之門。 

  宿舍的配備是單人房，內有書桌、檯燈、床、衣櫃和洗手台。衛浴設備、

廚房、洗衣機則是一層樓共用。最大的爆點應該是採男女混住的方式！一開始

超級不習慣，出門撞見男女外籍生只圍著圍巾在走廊上走動真的會很害羞。 

  整體而言，雖然少了點隱私，但多了很多和其他國家學生的互動。因為住

在一起，我們這一層50多位的同期交換生感情相對比在外面各別租屋的交換生

感情更為溫馨。（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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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 

  比利時政府唯一讓人比較開心的政策就是他的交通費便宜。學生可以買一

張十格50歐元的GOPASS，此票可以在比利時境內任意搭行，不論距離一格卡就

是單趟5歐元的價格；周末也有發行周末來回票以鼓勵當地人周末旅遊。 

  平時的上下學的交通工具則是腳踏車，租六個月35歐元和60歐元的押金，

相當非常划算；只要沒有損傷到時會退押金，但通常是會被東扣西扣，而我的

經驗就是腳踏車燈被撞壞罰了10歐元。 

6. 樂：    

  到歐美留學大家第一想到一定是有無止盡的Party，不否認確實是這樣的情

況。只是所謂的Party就是喝酒聊天，等喝到有感覺時才會前往酒吧街跳舞（因

為在酒吧點酒很貴，因此外籍生會先在交誼廳喝醉才出發，被稱為Pre-Party）。

但也不要小觑在交誼廳喝酒聊天這門課外學分，無論跟男生女生都必須主動找

話題切入，不但要談話內容有趣，也要懂西方人的幽默，這需要點心理上安全

區域的突破，有時也會想關在房間不肯出門呢！ 

7. 遊： 

  選歐洲留學最大的目的當然是可以到處

遊歷不同的國家，在五個月內造訪的九個國

家（捷克、荷蘭、盧森堡、法、德、奧、丹

麥、西班牙和比利時本身）。利用開學前

後、中間的聖誕假期以及學期間的兩次小連

假達成流浪歐洲的夢想。妥善安排行程，作

足了功課，例如提早預定青年旅館、火車或

客運，到同期中山交換生的宿舍借宿也是一

種省錢的方式，有專業地陪，也可以花較少

的旅費遊玩！何樂而不為？ 

8. 結語： 

  這將近半年的歐洲闖蕩，如幻似夢，幸福的讓人不想醒來。除了學校提供

交換的機會，更感謝家裡的無條件支持，才能夠幸運地結識各國朋友、開拓視

野、到處旅遊！從九月到二月的交換生涯在此劃別，而這段回憶絕對永生難

忘！若有機會，一定要走出台灣來看一看世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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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加拿大的故事 

  這次出國交換，我來到的是位於加拿大亞

伯達省南部靠近美加邊界的一個小城市萊斯

橋，雖看似有點荒涼，對外交通比較沒那麼方

便，但生活機能其實都還算OK，像Costco、

Walmart等大型賣場還有Shopping Mall都還是

有，這次出國交換，還蠻多感觸的，以下分成

食衣住行育樂七點來說。 

一、食： 

先來為我這次出國所吃到的所有美食來做排名吧!! 

  第一名：維利炸醬炒飯／自己煮 

  第二名：奶昔&培根堡／Shake Shack in NYC 

  第三名：麻辣鍋&湯餃／自己煮 

  第四名：波士頓龍蝦／波士頓 

  這次出國真的證明了一件事，其實我廚藝還不錯，不是啦！是台灣東西實

在便宜又太好吃了！。準備出國卻不想煮飯的同學們，其實也不用太掙扎，到

了那邊自然就會迫於現實，自己嘗試下廚了。一跟三名是真的很好吃啦，想吃

的如果答應幫我洗碗我是可以考慮做給你吃。除了自己煮的菜，最推的應該就

波士頓龍蝦了，有去波士頓或緬因州那附近的一定要去嚐嚐；另外紐約時代廣

場附近，第八大道跟44街，有一間很有名的店叫Shake Shack，除了招牌的奶昔

好喝到不用說外，漢堡更是我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漢堡。（續下頁）  

(文/大學部/林佳緯) 



Department of Finance, NSYSU 財報 14 2012.04 

  

二、衣： 

  到美加的話，冬天當然比台灣冷，所以衣服穿著要特別注意的是「好多牌

子都比台灣買還便宜！」，像是Hollister、Abercrombia&fitch、Coach…等等，

但別太衝動，每年都會有兩次的超級折扣日，而且幾乎都下殺五折起，分別是

Black Friday（感恩節前那禮拜五）跟Boxing Day（12/26），但缺點是通常各大

shopping mall都會爆滿，尤其在大城市。回歸正題，冬天怎麼穿呢？衛生衣、衛

生褲真的很有用，怕冷的同學出國前記得買幾件，加上一件毛衣一件大衣、手

套、毛帽，其實到零下十幾度都還頂得住。 

三、住： 

  其實大部分都看學校安排。這次學校把我跟其他交換學生安排住在校外，

五個人住一間房子。難免會遇到比較不討喜的室友，但只要能跟大部分是有保

持良好關係，你日子其實也不會太無聊。像常常夜深人靜時，當我正拿起課

本，準備好好溫習一下今天老師上課上教的東西時，手機突然傳來訊息：

「Chia-wei, play cards」，儘管委婉的拒絕了，他們還是會來瘋狂敲你的門，讓

我不得不屈服，所以之後幾乎每個夜晚都這樣度過的。 

四、行： 

  加拿大說真的占地超大，不過交通沒有很方便，要去的人還是建議趕快考

張駕照吧！（已經有駕照的記得換國際駕照唷），然後辦張信用卡（不一定要

正卡），想出去玩會方便很多，因為在那邊租車一定要同時擁有駕照跟信用

卡，而且要同一個人的名字。然後市區內交通方式主要是公車加步行，在高雄

生活久了，連從管院到海C都要騎機車的人一定會很不適應吧！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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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 

  其實上課方式沒有差太多，只是那邊同學比較喜歡在課堂上和教授互動，

不像在台灣上課教授都沒什麼人會回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分組報告，幸運

的我各種組合都被我試過：「有跟三個加拿大女生一組過，但我真的很難插進

去她們的對話讓我有點挫折；也試過和其他交換生一組，也許比較熟，她們英

文也沒多流利，討論氣氛真的就輕鬆許多，可以暢所欲言。甚至有些課上會要

求兩個人一組的報告，那一次我跟一位看起來有點嚴肅的加拿大同學一組，一

開始真的超緊張，但到後來溝通、意見交換一直都出乎意料的順利，最後竟然

還拿到滿分，讓我信心增加不少。」 

六、樂： 

  平常休閒育樂，除了陪我那群瘋子室友玩牌外，可能就是逛逛賣場、健

身、打球等等，在那邊我也蠻常跑電影院的，因為那邊每週二看電影半價，大

約只要新台幣150元，超划算！此外，交換學生們幾乎每週都會固定辦PARTY，

就看你要不要去而已。 

  周末比較閒的話，可以考慮租個車出去玩，離萊斯橋最近的兩個國家公園

都蠻漂亮的，Banff真的是加拿大必去景點之一！從萊斯橋往南開個兩小時越過

邊境在美國有個冰河國家公園，也很漂亮。接著從冰河國家公園往南在開個四

五個小時就可以到達舉世聞名的黃石國家公園，時間夠多的話一定要去看看。  

  學期結束後，當然，都去了加拿大不去美國怎麼行，美國撇開紐約洛杉磯

兩大城不說，許多小城市真的讓我蠻驚豔的，推薦大家去。拉斯維加斯原本就

知道是一個很糜爛的城市了，但去來才發現比我想得更糜爛；芝加哥是個充滿

文化氣息的城市；華盛頓是我去過最舒服最乾淨的一個城市；尼加拉瀑布城，

瀑布是真的值得一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旁邊竟然被規劃成像座小拉斯維加

斯，就算聖誕節也是燈火通明。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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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北美四大職業運動是一定必看的，最推的就是最貴的美式足球NFL，現

場幾萬人那氣氛真的超棒，又剛好遇到瘋狂的底特律球迷在賽後開心的慶祝他

們第一次打進季後賽，真的會被他們歡樂的氣氛所感染！職業冰球也一定要

看，雖然看電視看不太懂，但近距離看他們激烈衝撞真的很刺激，戴著厚重的

護具打架也是職業冰球的一大賣點，很多雖然外行人其實都是為了看打架而去

的。NBA雖然我坐很後面，但隨著戰況的起伏，看著旁邊球迷緊張個不知所措

還蠻有趣的，現場體驗還是有差別的，可惜的是這次去正值MLB休賽季，沒能

如願看到，不然就四大運動全部集滿了。 

  這次總體來說算是非常值得！所有花費比我自己預估還低，而我體驗了各

種文化，也認識了來自各個國家的人，更沒想到能突破語言的隔閡交到幾個還

不錯的朋友，回來台灣之後有人定期陪我練英文了！去日本、香港、歐洲也有

朋友可以招待我、陪我玩透透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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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台東─碩一班遊 

   2月13日，天氣晴，是個適合出遊的日子，因此為了不浪費這樣的天意，

101級財碩一四天三夜的班遊就在早上七點半正式出發，前往台灣後山。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大家太久沒有出去遊玩，抑或是大家是純粹的喜歡唱歌，整路上卡

拉OK的歌聲不斷，陪伴著我們整個車程。 

        在經過四個小時後的的顛簸，第一站我們來到了台東森林公園騎腳踏車，

景色優美、綠樹繚繞，我們就這樣在台東森林公園騎了三個多小時的腳踏車，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真正的完全放鬆，從這裡開始我們將享受四天的優閒時

光，沒有任何困擾，只有歡樂的快樂時光。一想起來大家就更開心，腳下的腳

踏車也跟著輕快了起來。下午四點，我們就前往下榻的飯店，由於是輕鬆愉快

的旅程，因此主辦人並沒有將行程排得太過於緊湊，目的是希望我們可以好好

的放鬆。 

 

        接著下來的幾天，我們將台東整個繞了一圈。是的，我們只有在台東遊

玩，因此沒有排太過長的車程，讓我們好好充分地欣賞這個台灣後山的美。原

諒我無法一一介紹每個景點、每個細節，並不是不好玩，而是回想起來歡樂的

事物太多，難以全部說明。 （續下頁）  

(文/碩士班/許婷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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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關山的GO-KART競賽，本班柯丁福與林宇聲讓我們看到神一般的開車

技巧、池上的小花海是適合拍攝許多版本"那些年"系列的好地方、牧野度假村的

神奇蒙古包就是給人一種說不出來的神奇感覺、鹿野溫泉讓大家第一次坦誠相

見(羞)、晚會的交換禮物讓送禮物的人發揮創意，也讓收禮物的人不知所措、龍

田村的導遊雖然很吵，但是也讓我們知道了在台東連躺在馬路上都不會有事

情、鹿野愛嬌姨茶餐廳的每道菜都讓人家口水直流，想要一吃再吃、主辦人的

帶動唱"內山姑娘要出嫁"，也讓大家歡笑不斷、卑南包子真的要排隊，但是好像

沒有想像中好吃...等等的事情，說也說不完。只知道這四天，大家真的很快樂、

很放鬆。（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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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朋友跟我說他們的碩班感情不像我們班這麼好，當然也有質疑過我們

是不是太過於輕鬆。的確，碩班的作業與事務真的不像我想像的那麼輕鬆。大

家每天熬夜做報告、寫程式、整理資料...等，讓剛來到中山財管所的我們有點喘

不過氣來，就連寒假都還有同學留在高雄趕專案。研究室似乎已經變成了所有

生活的重心，而宿舍只是個洗澡的地方，每天半夜回家是常態。我們都知道，

這些是為了成就未來更好的自己。是不是比較輕鬆，我並不知道其他的所如

何，因此無從比較，但是在中山財管所，我學到了許多以前從來不知道的東

西。  

         但是，結束了上學期，大家總是需要放鬆，無法一直緊繃下去。也許是成

天待在研究室的關係，大家的感情其實很緊密、很要好，所以有了這次的出

遊。讓我們在繁忙的碩班生活中，有的回憶不僅僅只是一堆財報數字與程式

碼，而更多的生活點滴與共同到不同地方的足跡。利用這次的旅遊來宣告下學

期的開始，對於我們而言真是再適合不過了。雖然結束要回高雄面對現實，大

家都很不捨，但是「痛苦會過去，美會留下」，而我們也帶著滿滿的回憶，回

到高雄迎接下學期的開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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