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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XBRL學術研習營與軟體設計競賽」優勝 

指導教授：陳月霞教授 

財102級 張庭鈞、李妍蓉、江培新 

100學年度第1學期 書香獎 

財104：鍾奇恩、李珀元、陳彥蓉、陳梓浩 

財103：林比莉、陳世杰、謝佩穎 

財102：黃柏崴、林昆輝、張庭鈞、柯舜寶、吳亭儀 

財101：翁子淇、伍彥慈、蔡佩熙、蔡欣宜 

2011台灣證券交易所舉辦之「證券智慧王」競賽 

碩士班陳永捷、簡岑庭與張孜暐同學，榮獲南區複賽第三名及總決賽冠軍 

碩士班王竼勛、賴柏成、劉邦嘉榮獲總決賽亞軍 

100學年度第1學期優良課程獎勵名單 

徐守德老師-國際財務管理 

廖源星老師-金融市場 

張靜琪老師-企業概論 

秦長強老師-經濟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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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考試錄取名單 

李宗諺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林玲儀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翁子淇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張哲維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張積育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 

梁呈彰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 

陳伶禹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碩士班 

黃泓霖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葉澤榆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蔡萍倚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鄭佩菱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班 

鄭佩菱國立交通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鄭佩菱國立成功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藍晉委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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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雲端體驗營 – 前進百大幸福企業Google Taiwan總部五天 

(文/大學部/葉澤榆) 

  像是：體驗了Google Taiwan的企業文化，了解Google所提供之網路資訊服

務的消費性產品範疇有哪些，以及他們廣告產品…相關收入的來源，也了解到

何為雲端服務。就讓我好好分享，在五天裡見識到哪些新奇有趣的Googleplex新

體驗給大家吧！ 

  Google官方的公司使命為「整合全球範圍的信息，使人人皆可訪問並從中

受益」（to 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而非正式的口號則為：Do the right thing, Don't be evil。這兩句slogan為

Google宗旨，充分貫徹在所有Google所提供的網路服務內容，及Googler工作上

所展現出來open-minded 的工作方式。 

  舉一個例子讓大家了解，大家可能都擁有智慧型手機，現在Mobile作業系統

市占率，世界第二大即是搭載Android系統，像是HTC、Samsung、 Sony 

Ericsson…皆是。當初Google致力於開發Android系統，秉持概念的便是 - 系統依

廠商來客制化，創造出一個很open的環境，希望世界上優秀的工程人才，都能

一起來共同開發、良性競爭地發展Android平臺，不只是Google的專業人才能寫

出優秀的Apps，大家都match自己手機品牌的特色與性格來做研發。有別於

Apple一支獨秀，以產品Iphone (ios作業系統)為消費主軸作為延伸的方向。 

  再來，大家有使用Google Chrome來做搜尋引擎的就知道，介面乾淨俐落、

沒什麼廣告內容，強大的搜尋結果，以及讓你能用最少的秒數click到你想要找

尋的資訊，這就是Google產品發展的特色。此外，Google在於廣告收費方面，若

是消費者沒有去點擊到廣告，是不會跟廠商收費的，非常應證了Don't be evil的

口號。至於Google廣告刊登Targeting的方式，像是Remarking、Contextual 、

Targeting、Placement target…等策略，都搭配著Google相關經營理念，都不會讓

你有很明顯的感覺到，廣告置入性的強烈感。（續下頁） 

  外商公司一直是許多畢業求職者，嚮往進

入的工作的企業，在這次的春假裡，我很幸運

的徵選上Google雲端體驗營，在為期五天的營

隊裡，我在Google Taiwan位於臺北101七十七

樓的雲端辦公室，見識到很多很酷炫的人事

物，也學習到許多外商人的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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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特別的就是在Youtube上多元打廣告的手法，這是消費者比較能感受到

的，然而透過多媒體影音互動的方式，包含經營企業的Brand Page，對於企業與

客戶都是很能接受的，像是大家可以再Youtube搜尋「打開海尼根 精采你的世

界」或是「搜尋語愛情」體驗一下，在Brand Page上你明明知道他是廣告，可是

透過互動式的影音，可是會讓你意猶未盡的繼續觀看下去呢。 

  再來我想介紹的Google的繽紛多元的工作環境，就如同Chrome瀏覽器，要

有乾淨俐落的卻又點子繽紛的思緒，與良好的工作環境脫不了關係，Google有

一句話叫:「working Google is fun！」。從他提供給員工滿滿無限暢飲的飲料，

以及滿滿的零食bar就可以知道，營隊期間我們也都是隨便拿、隨便吃，have fun 

working到一個極致。腸枯思竭時，也有手足球機、XBOX 360可以玩，更有員工

馬殺雞房、書房…提供你上班時的好去處。 

  他們辦公室的名稱都是臺灣地名，非常有創意的辦公環境，讓他們在產品

服務上也非常有創意，像是有名的Google Doodles便是一個Google很有創意的發

想，有一次在全球Google的搜尋首頁上的圖騰，變成了小精靈遊戲！那天不知

道有多少人，開啟了Google首頁玩的不亦樂乎，全世界的生產力，在那一天頓

時不知道消失了多少，連Google創辦人Larry Page都說那一天，他也浪費了很多

時間在工程師有趣的創意上，也接到很多知名企業的來電抗議呢！（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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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邊我可以分享給財管學弟

妹 ， 一 些 業 界 重 視 的 事 情 ─ 在

Marketing campaign的財務層面上，我

看到了業界非常重視 :「在效益評估

上，speak on data的原則」，也就是你

適性式地選擇了哪些參考依據，來評

估專案的成效，選擇哪些data base? 怎

麼推估成效? 效度及可信度為? 邏輯要

非常清楚才行。 

  這幾天豐富的課程與Google員工的經驗分享裡，我體驗了外商公司的氛

圍，也認知到一間好的公司在永續經營上，靠得不僅僅是公司的典章制度，員

工、技術、產品、創新研發、企業文化…更是甚為重要的東西；此外在我們在

大學期間，因好好培養自身企劃的能力、團隊合作精神、人際關係、樂觀進取

的心，了解自我潛能，在加上有責任感，才能因應就業的挑戰，最後分享一句

我在Google聽到最喜歡的名言:「To do the right 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o do 

thing right」。（完） 

  

  在營隊最後一天，我們有一個Google+的行銷競賽，很榮幸的是，我跟一群

來自其他大學的精英學生一起共事，在這裡大家不管在獨立思考、口語表達、

邏輯推理等…的能力上都非常強，在幾天的brain-stroming time裡，我們互相學

習、互相創意思考，把團隊精神發揚至最大，我們H group在最後獲得了「最佳

執行獎」，  Google人員認為我們的年度行銷推廣計畫，雖不是最有創意跟

Googlistic，但是提案最有實行價值與潛在效益。每個組別在提案上都非常有創

意，有些提案些讓你眼睛為之一亮、行銷手法與理念環環相扣，每個組別的表

現都令人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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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臺灣─陸生來台就讀心得 

(文/碩士班/張振翔) 

         財管的老師對同學很細心很盡責，他們會鼓勵和幫助你去嘗試自己的想

法，這種支持和鼓勵可以激發你的思考和嘗試的勇氣，在這個過程中和老師的

交流和所有的嘗試才是我最寶貴的經驗。財管的同學也非常的nice，不管是哪

位同學生日，大家都會很用心的製作卡片，那些小小的感動讓我覺得財管真的

是一個很溫馨的大家庭。 

  導生聚上，馬老師問我覺得臺灣和大陸最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我覺得應

該是生活的態度，不管是老師、同學、學校裡做垃圾分類的清潔工，還是小店

的老闆，每個人都很用心，你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他們在很認真地對待所做的事

情，而不只是在完成它，是想要盡己所能把它做好，這種認真是我欣賞和為之

感動的。 

        在此特別感謝馬黛老師、黃振聰老師、呂桔誠老師、琪華姐對我們的關心

和幫助。（完） 

  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這半年多來臺灣的學習生活，我想用那句我放在中山

陸生招生宣傳影片裡的話最適合不過了，new beginning in NSYSU, with sunshine 

and dream，在這裡開始我新的征程，伴隨著高雄的陽光，追逐自己心中的夢

想。 

        相較於大陸的學習，臺灣的學習模式

更加的開放，成績的評價更加多樣化，選

課的自由度也更高，財管所38個畢業學分

中只有17個學分是系裡指定要修的，大於

一半的課程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所選，而

這個選擇的空間會讓我們變得更主動，而

興趣所導向的課程也更能激發我們真正的

潛能。在課程設置上，財管的課程和大陸

所設的金融學專業相仿（在大陸，財管和

金融是兩個不一樣的專業，財管偏向會計

方向，金融則是一個涵蓋投資、金融工

程、金融市場等多方向的專業）。當然，

最最特別的是這裡的人，這裡的老師和同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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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準備心得 

  很榮幸有機會跟學弟妹分享我的準備心

得。我想很多人一定認為，研究所考試只有

在校成績好的同學才有機會上榜，但事實並

非如此。就以我個人為例，大一大二班排名

都是三位數，四年總排名60％左右，會計還

被當過。連我這種成績爛到不行的同學都可

以考上了，憑什麼你不行！？希望各位學弟

妹不要因在校成績而妄自菲薄，上榜與否，

全看「心態」二字而已。 

  在準備研究所考試之前，我認為應該先問自己「為什麼考？」。為了學術

研究？為了工作？為了興趣？為了家人的期望？必須先找到自己的原因，並且

有了明確的目標後才能在在漫長的準備過程中堅持到底！常常提醒自己：「五

年後的我想成為怎樣的人？」甚至是「十年後的我想過怎樣的生活？」讓自己

有更多的動力去面對挑戰。 

  至於筆試的準備方法，在PTT的graduate板上有很多神人都有分享，因此我

就不在這方面多作著墨，但我有以下幾個建議想給各位學弟妹參考，是我個人

在準備過程中發現有所缺失或是可以讓學習更輕鬆的地方。 

1.課後複習： 

  雖然一般都說課前預習、課後複習。不過這麼多科複習都來不及了，就先

別提預習了吧。我個人的習慣是，如果補習班當天是六點以前下課，那麼最好

是當天晚上就能找個安靜的地方將當天的課程內容作第一次複習。因為一次準

備三科的時候你會發現時間相當的不夠用，如果能在記憶猶新的時刻再加深一

次印象，絕對可以事半功倍！除非當天真的很累，最晚在隔天也至少複習過一

次，如果心想著等我有空再來唸，那我想你應該會一直很沒空吧！ 

2.組讀書會： 

  讀書會一定要找幾個用功的同學組成！遇到不懂的問題時互相提問，可以

節省很多時間，也可以幫助釐清自己的觀念。不過讀書會裡的成員一定不能有

所保留，否則就失去戰友的意義了！畢竟最後也不會因為讀書會的人考上你就

考不上，通常不是一起考上就是一起落榜，所以大家一起相扶相持才是上上

策。（續下頁）  

(文/大學部/梁呈彰) 錄取校系：台灣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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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訂定時間表： 

  自己訂定目標很重要，因為目標會引導行為！每天的進度乃至每週的進

度，都應該給自己一個目標，才能讓自己更清楚的知道自己還有哪些地方不

足。到了秋季班時，也更容易讓自己讀完應該要唸的書。 

4.複習曲線： 

  這很重要！當初沒有做到這一點，一直覺得很懊悔。以我個人的經驗是，

準備到後期的時候會發現前面的都忘了，但要從頭開始再唸一次真的是一件很

令人洩氣的事情，也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實力。因此我後來在其它的書上看到複

習曲線一說時，深深地覺得如果重來一次，我一定會好好奉行這項原則！簡單

的說，就是今天看的內容，一週後一定要花些時間複習第一次，然後一個月後

要複習第二次，以此類推。這樣才不會讓前面辛苦打下的基礎到後來忘光光，

尤其是經濟這科，千萬不要不信邪，當秋季班四本經濟課本外加十本題庫擺在

你面前時，就能恍然大悟了。 

5. 心態：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健全的心態真的很重要！研究所考試就像是

一場馬拉松比賽，越有毅力就越有機會勝出。從春季班開始就下定決心，只要

好好跟著補習班模考的進度，考了好成績後不只自己自信心大增，也能進入一

個正向的loop，不斷地進步。套一句張翔老師的話：「不是想上，是一定要

上！」當然準備過程中也難免會遇到低潮，千萬不要因此喪志。要相信自己的

實力，你很強！一定要堅持到底！ 

  最後想跟各位學弟妹說，夢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學長姐們既然做得

到，你們一定也可以！從現在開始下定決心，一定來得及。期盼明年春暖花開

時，各位學弟妹都能嚐到金榜題名時的喜悅，加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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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法律專題－重大企業弊案之探討與分析－聽講心得 

  近十年來國內接二連三

發生的博達、陞技、銳普及

訊碟等地雷股事件，是濫用

資本市場及金融工具等財務

操作，將風險移轉於一般投

資人，到中信金紅火事件、

力霸集團、元大金控等案，

同時是利用誇大的財務資訊

誤導投資人，或是不斷掏空

公司衝擊投資大眾對於資本

市場的信心。 

          

(文/碩專班/李麗君) 

        然而儘管五鬼搬運掏空公司資產、政商勾結之事在國內層出不窮，但少有

涉案主謀被判刑確定並入監服刑，更別提追回贓款，還諸投資人公道。   

        弊案發生從利益歸屬來看動機是什麼?利用什麼手段? 獨立董事對交易背景

的不甚了解，專業經理人無作為等，都是縱容弊案的發生，而弊案的發生可說

是公司法理失敗。 

        從林檢察官演講內容可歸納出，企業弊案類型有銀行超貸案、直接挪用公

司資金、以假交易挪用資金、利益輸送（關係人交易）、高額採購套取不法佣

金、大股東將損失轉嫁予公司發行公司、專業經理人自肥案等類型，從中興銀

的銀行超貸案中我們看到的是自已開銀行，需要錢從銀行拿，像是自已家的金

庫，至幾乎掏空整座銀行，但一方面打官司，一方面在大陸投資，這樣的社會

價值觀實令人懷疑。不論是銀行超貸或是利用不實的交易挪用公司資金，如太

電、博達，甚至是損失轉嫁，套取利益等，這些企業弊案，都有著白領犯罪、

企業犯罪、集團犯罪等特性，企業的白領犯罪因為是高知識份子因此專業性、

智慧性相對較高，愈大的弊案隱密性、複雜性愈高，因為公司對弊案的授權只

會讓少數人知道。而要如何落實舞弊案件防範，應該強化董事會職能發揮審計

委員會功能、尊重利害關係人權益、提昇資訊透明度等。 

        公司治理與經濟成長有密切關係，而公司治理的好壞影響公司營運和資本

市場運作，也影響國家總體競爭力。法令規章僅是指導原則，企業才是推動公

司治理的核心，正確的企業價值觀、公司高階管理層級的道德操守，都是影響

公司治理推動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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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何建置良好的公司治理？一、資訊充分揭露及透明度：公司資訊揭露

愈透明，除了愈能減少弊端的產生外，也可進而維護投資大眾知的權利，進一

步提高投資人對公司的投資意願。二、公司自律：強化企業內部稽核、內部控

制及風險管理等機制的加強與落實。三、會計師、律師與證券承銷商等專業人

士，應善盡職責，尤其是會計師本於專業、應忠實反映並要求公司必須公開相

關公司資訊，增加其透明度利於外部監控，以減少經營團隊內部胡作非為，且

應提高會計師之簽證責任。四、主管機關的監理加強各項法規的訂定、執行：

今年1月大幅修改公司法及證交法等法規，就是防範弊案很好的作為。五、內線

交易之防範：防範公司內部人（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大股東）藉由

轉讓持股炒作股票或進行內線交易而損及投資人權益，因內部人為公司之經營

者或控制者，因為身分特殊，對公司財務業務資訊之取得掌握絕對優勢，其利

用未發布之內部消息從事交易，致不知情之另一方受有損害，已顯失公平；再

者，內部人大多數持有公司相當數量之股份，於轉讓持股時，對公司穩定經營

及證券市場之交易均生一定影響。因此內部人之持股轉讓，須先向主管機關申

報、上市櫃公司必須按月彙總內部人持有股數變動之情形向主管機關申報；內

部人於獲悉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時，在該消息未公開時，不得對

該公司之股票買進或賣出。 

         透過今天林檢察官的演講，更清楚了解重大企業弊案手法、檢方偵查方式

及如何突破相關人員等，也使我對前一陣子新聞媒體報導之司法恐龍的印象改

觀，希望林檢察官在其工作崗位能繼續發掘重大弊案，掃蕩不法情事，也期許

這些弊案讓公司管理階層有所警惕。 

        公司落實公司治理將可有效避免公司管理層峰舞弊，並提升投資者的信

心，保障股東權益，這對公司的長遠發展、以及投資者利益的保護，都有正面

的助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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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的契機與挑戰 ─聽講心得 

  此次演講主要探討兩岸經貿的議

題，由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歷史糾

葛，使得兩岸經貿的問題一直是備受

關注且敏感的焦點。此次很有榮幸能

夠聽到林武郎教授的演講，林教授資

歷豐富，除了是中山經濟的教授外，

其亦曾經在聯合國服務二十年的資

歷，及擔任東亞金融風暴研究小組負

責人，林教授資深的經歷，提供了我

許多對於兩岸經貿的不同見解。 

(文/碩士班/林孟函) 

        此外，林教授分享了近期大家關注的

ECFA議題，ECFA可謂是近年兩岸經貿關

係的一大躍進。ECFA與FTA(Free Trade 

Agreement)不同，FTA強調貿易雙方互

利，且簽訂後通常政策會一次到位；但

ECFA卻是對台灣較有利，而且採取分段

談判和執行的方式。ECFA的簽訂，台灣

可免稅出口商品大中國，提升我國競爭

力，降低台灣被如東協加三等經濟同盟邊

緣化的危機。然而在台灣仍有許多反對

ECFA的聲浪，認為此舉會使得台灣的經

濟又更加依賴中國，有可能又進一步造成

產業空洞化。（續下頁）   

  首先，在台灣早期兩岸關係的建立主要是在蔣經國先生時期，爾後在李登

輝先生時期執行，那時兩岸採取間接貿易的方式，亦即透過第三地進行貿易，

如：香港。在那時候，由於台灣大量出口到中國，但卻嚴格管制中國的進口商

品，因而產生極大的貿易順差。然而，後來台灣工資日益昂貴，使得許多以勞

力密集產業致富的台灣中小企業，轉而前往中國等工資相對便宜的國家，換言

之，台灣的生產線不斷地向外出走，而留在台灣的公司就像一座空殼，這也是

為什麼林教授所說的，台灣陷入產業空洞化的現象。一般而言，產業空洞化可

透過三個指標觀察：經濟成長率、國內投資指標及失業率指標。在那時，由於

產業不斷外移，使得國內投資不斷萎縮，大幅降低就業機會，失業問題也日益

嚴重。在那時也有台灣經濟太過依賴中國經濟的疑慮，因此李前總統曾提出過

「戒急用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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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這之中最令人擔憂的，莫過於在中國轉投資的台灣中小企業。近年來

在中國工資上漲，人民幣升值的情形下，台商的競爭力越來越低。且近年來中

國不斷栽培科技領域的人才，未來中國在這批人才的帶領下，台灣的科技技術

在中國已不再具有優勢。進行產業升級應是台商的應對措施，然而科技產業耗

資龐大，中小企業往往不具充足的資本額，使台商中小企業的未來值得憂慮。

在此方面，林教授建議政府可以對中小企業進行補助，例如稅額減免、補償

金…等方法。 

        在演講最後段，教授和我們分享了歷史上著名的金融危機，不論是亞洲風

暴或近期的金融海嘯，其影響的不只是事件該國，亦對世界經濟造成了不小的

傷害。金融海嘯的導因亦不是突然發生的，台灣也有可能發生金融風暴，但若

我們能以歷史上的事件作為借鏡，對於可能發生的危機事先防範，做好對策，

就算不能避免危機的發生，至少能將對台灣的傷害降到最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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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不登對之─系Buffet 

  今年的期中活動是「冤家不登對之

系Buffet」，在活動正式開始之前，為

了先讓不同級學長姐、學弟妹的感情能

更加溫，我們決定加入Buffet作晚餐，

讓大家既能夠吃飽飽，迎接接下來的行

程，又能使財管這個大家庭更熱絡。這

次美味的Buffet提供者是雄中對面的

「小佳人」餐廳，美麗的老闆娘（小惠

姊姊）一聽說是與中山財管的合作，儘

管當天工作已經很多，她還是排除萬

難、不畏艱辛的接下了這個活動。 

(文/大學部/黃珮鈴、吳姿穎、李蓓妍) 

  在享用晚餐過程中，安排了飯中娛樂，由陣容堅強的「最適合組」（文

民、小龜）與「最反差組」（阿雞、舫怡）四位主持人拉開序幕，接著就是一

連串精采的表演啦！由04級的凱盛搭上奕翔的吉他歌唱表演「愛我別走」、

「情非得已」做為先鋒，接著來是由小幽、序昭、培甫、益全、雪伶領銜主演

的「三個願望，零次滿足」幽默短劇，不停的穿越時空，用了許多經典人物，

觀眾皆打從心底笑了出來。最後再由凱盛與原來也太厲害的連達組合，為大家

帶來「Yellow」及「Creep」等專業級的兩首英文歌曲作為最後一波攻勢，絕對

攻陷你的心。（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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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連串精彩絕倫的表演之後，緊接著進行的是好玩又刺激的小遊戲。透

過PK的方式，讓學長姐與學弟妹們，打破年級的隔閡、關關較勁。遊戲過程

中，大家的感情也不知不覺的變得更深厚了，在一關又一關的比拚之下，毎一

隊都有了生死與共的革命情感，而最後的遊戲「步步驚心」也將氣氛帶入了最

高潮，大家都玩的意猶未盡、不亦樂乎。而頒發獎品也將整個活動作了一個完

美的收尾，為這次的期中活動劃下了句點。 

  這次的期中活動之所以可以順利進行，要感謝許多人的幫忙，包括陳佑昇

學長和廖翊君學姐在背後的鼓勵和支持，不停的在旁提醒我們、協助我們，讓

活動可以進行得更順利。還有辛苦的活動部部員、場器人員、主持人和表演

者，如果少了大家幕後幕前的準備和規劃，期中活動就像是缺了一角一樣，不

會圓滿、不會完美。最後，也要感謝各位參加的學長姐和同學們，因為有你們

熱烈的參與和歡樂的笑聲，這次期中活動才能夠辦得這麼成功。希望大家都能

夠在這次的活動中擁有美好的回憶，感情也可以持續加溫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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