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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口試結束，心中頓時輕鬆許多，騎著摩托

車，幻想自己穿上碩士服的畢業場景，一切的一切

都 是 那 麼 的 美 好 。 突 然 間 ， 手 機 來 電 顯 示

0934xxxxxx的電話，狐疑的我，還以為是面試結果

通知，很有禮貌且做作的接通：您好，我是信評。

對方傳來：信評阿，我是琪華姐，我想請你當所上

畢業撥穗典禮的致詞人，因為你最早口試完，比較

有時間準備。不知道是路上聲音太大或是剛口試完

太興奮，我一口就答應了琪華姐，掛掉電話，我的

腦袋開始進行精密的計算：畢業生致詞，不就要代

表全班說話，不就是要在師長、同學及同學家長面

前致詞。想到這裡，我何德何能可以代表這麼多優秀的同學致詞，但似乎來不

及了，我已經答應琪華姐。為了不辜負琪華姐對我的期待以及不愧對同學的愛

戴，我對這次致詞的用心程度與做微結構期末作業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我想

在不失莊重之下，帶給師長、同學及同學家長不一樣的致詞，有歡樂、有衝

突、有感傷、有憧憬的致詞感言。

財子財女，鵬程萬里！－碩士班畢業生致詞

(文/碩士班/王信評)

時間一天天的逼近，致詞的講稿也一改再改，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終

於，在六月十六號上午的十一點二十分三十九秒，主任致詞結束後，司儀大聲

的喊出：歡迎畢業生代表－王信評，在家長的掌聲、同學的歡呼聲及我自己的

顫抖中，手握麥克風，我慢慢的敘述我的感想。拿到麥克風，就像著了魔一

樣，我很雀躍的想把我腦海中的文字化成微風，讓在場的各位都能感受到我的

心意。（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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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同學兩年的陪伴，讓我

碩士生活多采多姿；感謝所上老師的教

導，讓我在論文戰火及作業砲轟之下，

增進可以與它校同學競爭的能力；感謝

家長的包容，讓我們在煩悶中有紓解壓

力的管道。我也與在場的各位分享一個

我在面試時的小經驗，面試官問我：你

覺得中山財管出來的學生與其它學校學

生相比有什麼差異？而我以三點來回覆

面試官，第一點：我們是從一千多位考

生中脫穎而出的優秀學生，所以我們不

論是在課業上或是學習能力上一定有相

當水準的表現。第二點：中山財管所師

資陣容堅強，課業上，師長對待學生就

像打仗一樣嚴格且鐵血的紮實訓練；生

活上，師長適時的導引我們走上正面且

樂觀的人生態度，讓我們可以勇於承擔

責任以及面對失敗，中山財管所畢業的

學生就是探險家，我們有著無比的勇

氣，想要實現自己的夢想並對社會盡一

份貢獻。第三點：中山財管所的學生，

二年間為了完成課堂中的報告與作業，

不知陪伴了多少次的西子灣日出，這也

練就了我們有強健的意志立與優質的肝

功能。（續下頁）



Department of Finance, NSYSU財報 32012.07

最後我也與同學分享了一句話：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們在中山財管所這

棵樹下乘涼著這麼久，也應該要有回饋。這棵樹是老師、學長及學姐所栽種與照

顧，身為即將畢業的中山財管人，我們是否也要為這棵樹盡一份力量，讓它更為

茁壯與茂盛。在未來，不論你我是在哪個產業或是職位，我深信只要我們抱持

著：站出來，你就不是單單代表你自己，而是代表著中山財管所，為了中山財管

所的招牌，你我必須盡全力在任何工作、任何位置上維護中山財管所，現在我們

以中山財管所為榮，以期許自己未來，中山財管所可以以我為榮。（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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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子財女，前程似錦！－大學部畢業生致詞

(文/大學部/鄭安琪)

各位老師、各位貴賓及同學大家好，我是鄭安琪，很榮幸能以畢業生代表

的身分，在財管系畢業典禮上致詞。

今天，站在這裡，看著台下穿著學士服的各位，一張張熟悉的臉孔早已深

深雋刻腦海。四年前，初步入中山時的青澀模樣，班上自我介紹時的害羞靦

腆，都隨著時間的推移，轉變為如今成熟睿智的我們。是什麼，讓曾為陌路的

我們變為相知相惜的摯友？是什麼，讓我們從一盤散沙成為齊心協力共度大學

生涯的知交？

升上大二大三，大家開始忙於課業，此時正是我們大學生活中最充實的一

段時光，身為管院的學生，我們比很多系擁有更多相處討論的機會，這不僅讓

我們獲得許多與別人相處的經驗，也加深與組員間的情誼，藉由成員間的相互

配合，我們完成一份份報告，而且一旦作完，所擁有的成就感將比個人完成還

來的多，因為，與同儕一起達成目標的感動才是最甜美的。（續下頁）

大家還記得自己剛加入財管這個大家庭

時的模樣嗎？那時的我們還擁有稚氣的臉

龐，對大學這個詞語尚且懵懂無知，不知道

未來有什麼在等著我們。期初大會上，是我

們的第一次認識彼此，了解系上活動如何運

作。之後的迎新宿營、迎新舞會、系隊和系

學會等活動使我們變得更加熟稔。大一下，

大家開始忙於財管營，期間雖累，卻也讓我

們產生無與倫比的凝聚力，並在心中留下美

好的回憶。



Department of Finance, NSYSU財報 52012.07

時間縱眼即逝，不自覺地已來到大四，四年級的共同必修只有振聰老師的

財務個案，四下更沒有任何必修課，這讓我們見面的機會少之又少。幸好，送

舊拍片讓我們重新聚在一起，看到大家一起努力完成的作品，心中滿滿的感動

像急著要溢出來般，爭相從我的眼眶中流淌而下，濕了滿襟，猶未止息。

人的一生當中雖然不是只有一個畢業典禮，但這次對很多人來說卻是最後

一次。畢業之後很多人將會步入社會，進入職場，而進入社會後，不會再有朋

友間純真的情誼，不會再有同學間互相打鬧的聲音，也因為有這些一同上山下

海的經歷，更證明了我們堅若磐石的情誼。（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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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如今已成熟穩重的各位，大學生涯有你們相伴，我真的覺得很幸運，

縱然離別在即，曾經一同度過的歡樂歲月，已化為刻骨銘心的記憶，提醒著我

一切並非虛妄。同窗四年，所有歡笑與淚水，如今都成為心中最美好的一頁。

今後，大家將為追逐夢想而各奔前程，但請記得，我們的情誼不會隨畢業而消

散，因為朋友，是一輩子的！大學生涯即將結束，相信我們都有在這四年當中

學到屬於自己的知識、得到將來在社會上能夠學以致用的學問，如此也不枉諸

位教授栽培我們的苦心。謝謝各位師長，四年來給予我們支持和鼓勵，讓我們

成長與茁壯，此後，我們會以財管系為榮，以中山大學為榮。謝謝陪我一起走

到現在的你們，在這鳳凰花開的路口，希望夏天的風，能將我的祝福帶給各

位：祝福各位師長，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也祝福在場的各位夥伴們，前途似

錦、鵬程萬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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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送舊晚會一二事

(文/碩士班/銀瑞春)

送舊活動是所上的傳統，在送舊當天學弟妹載歌載舞，把我們碩一籌備多

日的成果展現出來當作給學長姐送別的祝福。為了送舊活動到底怎麼炒熱氣

氛，並且創造一個可以連結碩一、碩二都有參與感的表演，著實煞費苦心。為

了炒熱現場的氣氛，先以活潑、搞笑兩種截然不同的舞蹈風格開場，然後在舞

蹈的中間穿插我們自導自演的短劇，然而短劇的故事卻是學長姐發生過的小故

事。試圖在活潑的氣氛中，帶起送舊主角們當年碩一共同的回憶，有歡笑有淚

“Be fearless. Have the courage to take
risks. Go where there are no guarantees. Get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even if it means
being uncomfortable. ”

也許是學長言翎一曲”如果還有明

天”預告當學生的日子沒有多少，抑或是

感受到要揮別學生身份的畢業生從老師那

裡承接下來期許，日後將會是社會新鮮人

肩上的擔子，送舊晚會仿佛一場成年禮，

多的是轉為成年人的喜悅，但是也有一份

必須告別稚氣的哀愁。（續下頁）

水，不管是曾經唱KTV唱到沒日沒夜、還是寫作業寫到昏天暗地，我們著實的

感受到，在這兩年之中，沉重的課業壓力之所以沒有擊垮我們，是因為我們身

邊隨時都有一群共進退的同學，可以一起討論作業、互相請益，結伴玩樂；課

業太重，我們反而有更多話題、一起玩樂還可以建立共同的興趣。在這麼多的

回憶裡，除了同學之間的情誼，其中也包含對老師的感謝。之後，在一首首的

抒情歌中，晚會的氣氛慢慢由歡樂轉向感性，最後在馬老師給畢業生的一席話

中表達對畢業生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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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舊的尾聲我們以點蠟來表示新舊傳承，碩一的我們日後會保存學長姐

留給我們的典範，自我期許也能像學長姐一樣，在學業上、生活上留下兢兢業

業、以及互助友愛的典範給學弟妹們。期待從中山財管灑出去的種子們，可以

在社會上開支散葉、綠蔭成蔭，做為一個有用的人改變這個社會可以改善的地

方，庇蔭每個從中山財管出去的後輩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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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四年級─謝師宴

又到了鳳凰花開的季節，在財管系待了四年的寒暑，最感謝的莫過於財

管系的老師群們，財管系的每一位老師，毋論是授於我們專業知識上，抑或在

我們人生道路的選擇上給予建議，老師就像旗津外海的燈塔一樣，引領著迷途

的海外學子們，一步步的由遠至近，駛向光明的彼岸。

(文/大學部/葉澤榆)

而謝師宴的主角當然是老師們，

此次出席的老師有：陳妙玲老師、郭

修仁老師、秦長強老師、鄭義老師、

唐俊華老師、戴妙玲老師，真的很感

謝老師熱情的參與。一開場，老師們

紛紛上台給予學生們祝福與勉勵，也

鼓勵我們在邁向未來任何挑戰時，莫

忘財管系給予我們的教育以及扎實的

財金訓練，不論在職場上的應用或是

待人處事，要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

吃飯的時候，也見老師們一直在細數，

當時教我們的光景及同桌同學們的名

字，還有當時我們學習的模樣以及相

處的時光，回想起來真的是很有趣。

（續下頁）

我們今年謝師宴的地點為大八日式料理的高級宴會廳，財管系的同學們在

今天可是盛裝打扮，男的個個西裝筆挺上陣，帥氣得不得了；女生則是穿上優

雅的小禮服，個個婷婷玉立，充分展現淑女氣息。回首四年大學時光，看著身

邊同學現在的模樣與打扮，發現大家真的都長大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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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師宴上，幾個同學也一一上台謝謝老師，感謝他們這四年來的幫忙與教

導，不論是國科會計畫、推薦信、專業知識、生涯規劃上的建議，老師真的是

竭盡全力地幫學生忙，也把我們原本只是一株小小的樹苗，漸漸地栽培茁壯，

以因應瞬息萬變的就業環境。在這邊替全體零壹級的同學們，再次跟老師說

聲：「起立！敬禮！謝謝老師，你們辛苦了！」謝謝你們給我們勉勵，讓我們

能有能量迎接未來的每一個新挑戰﹔謝謝你給我們充實的知識，讓我們有良好

的財金素養，思考當下的金融大環境﹔謝謝財管系，謝謝每一位曾給予我們指

導的教授們！（完）

我們也特別準備了一些表演給老師們欣賞以及互動，有由小麥帶領的火辣

辣的sexy女舞、子淇一群人精心準備的趣味歌，以及逗趣的瀟灑小姐舞蹈團，老

師們也跟著學生們一起跳起第一之舞、一起唱夏天的風，大大擺脫教授的架子，

老師們私底下都很活潑、很親切。用餐之餘，老師們也一一上台高歌一曲，郭

修仁老師們與陳妙玲老師兩人合唱雙人枕頭，令人印象深刻。另外，郭修仁老

師嗓音渾厚有力，挑戰了超級高音的「你是我的眼」，難怪素有耳聞財管系的

歌神，非修仁老師莫屬！鄭義老師唱歌頗有民歌王子韻味，相當悅耳動聽！強

強老師也唱起了英文歌，實在是有夠可愛！唐俊華老師在熱情邀約下，也開金

口唱歌了，自己覺得唐老詩唱歌，有小生費玉清的感覺，很好聽很特別！有卡

拉ｏｋ跟小表演的助興下，會場真得是頓時倍感溫馨與歡樂，看得出來老師們

也都吃得開心、唱得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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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準備心得分享

(文/大學部/藍晉委)

準備過程：

一、大三暑假到開學：暑假與寒假這兩段時間相當重要，沒有學校事務的煩

擾，可全心準備研究所考試。建議利用暑假先將統計與財管地毯式的讀過一遍

(盡力而為，暑假結束時我只將統計與財管上的一部分讀過一遍)。

統計學：因為我大二統計的底子實在很糟糕，所以我先將統計學重點整理上、

下完整的讀過一遍，並且自己寫了筆記。做筆記一方面是加深自己的印象，另

一方面是最後到處征戰時，帶著參考書實在很累，筆記輕巧許多。筆記的內容

其實就是書裡的內容，只是我將它重抄過一遍，並且用有顏色的筆分出重要的

地方，讓筆記好看點。

財管：不分學校完整的讀過一遍(財務管理上、下)。張永霖的書有個優點就是

他在每章節前都有標出這章節的重要性，還有比較會考的學校有哪些，就可以

自己斟酌花多少時間、精力在上面了。

由於政大財管只考財管與統計(或選考微積

分)，我從一開始就只準備財管與統計兩科，用

書如下：

財務管理上─證券投資(張永霖)

財務管理下─公司理財(張永霖)

財務管理經典題型解析上、下(張永霖)

統計學重點整理上、下(程大器)

統計學經典題型解析上、下(程大器)

二、開學到寒假前：建議這學期的學分不要太多。

財管：開始做經典題型解析，不分學校。開始做題目後一定會發現常常搞混

某個觀念，或者是公式記錯了。就做個整理吧，整理出來的東西是自己的。

統計：開始做題庫，然後發現怎麼暑假讀的東西，當時記得很清楚，現在卻

變成零零碎碎的記憶？這時候我就拿出我的筆記，再把公式推導一遍，觀念再

重新建立一次。（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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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寒假到考試：

將自己較不熟的章節內容再快速掃過一遍，並且再做一次該章節的題庫(目
標學校)，重複的做一直到目標學校考前一週，開始做近五年目標學校考古題。

之後應該會發現，有些觀念一再重複出現，這些就是重點。之前地毯式的讀是

為了考前遇到某個觀念時，不會毫無概念它在說什麼，然後就是拼命的讀熟這

些觀念。要做到什麼地步？做到當你遇到一題敘述很複雜的題目，能夠從所給

的條件中，猜測這題是在考哪個觀念，而之前做考古題時重複出現的觀念，就

變成了你的選擇，這時候計算題就變成了選擇題了。

心得分享：

1. partner：準備研究所真的是很煩悶的一件事，所以最好能找到一、兩個能一

同讀書的戰友們，互相加油打氣，有問題也能一起討論，什麼時候買簡章、

報名什麼的也能互相照應。

2. 讀書環境：找個適合的讀書環境，有人在家讀的下，有人就一定要去圖書館

或雨豆屋，每個人的狀況不同，視情況而定。

3. 讀書進度：由我過往的經驗，我很容易被每日的進度壓的喘不過氣、變得煩

躁，最後變成不想讀書，所以這次我只給自己大的進度，像是一個禮拜或是

一個月要完成什麼，不讓每天的進度表壓死自己。

4. 運動：生活作息要正常，要有固定的運動，千萬不要不小心生病了。運動也

以較不激烈的為主，慢跑、游泳都是不錯的選擇。

5. 舒壓：壓力一定會有的，每當我覺得真的煩到不能再讀下去時，我會暫時停

下腳步，看個銀魂或電影，笑一笑明天重新開始。別太在意自己放鬆時其他

人正拼命的讀書，跟著自己的節奏比較重要。以上的分享希望對學弟、妹們

能夠有所幫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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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法國的日子

在出國前，大家都說出國交換都是去玩而已，

半年根本學不到什麼東西。我當時聽到這些話心裡

暗自決定；我一定要盡我所能學到一些東西，不要

讓別人對交換生有這種刻版印象！但回國後，我還

是只能向現實低頭；我會說；半年真的不夠，學到

的東西真的很有限，而且我也真的花許多時間在玩

樂、旅行上！然而，這只是一部分的答案而已。事

實上，出國這段期間在生活各方面我都有一些很深

(文/碩士班/曾妙蓮)

一、外語能力

我的外語能力真的有進步！我的夢想是當一個會多國語言的人。而這次出

國的目的之一就是學好英文，法文和德文。首先，英文最重要。我不想到了國

外還一直講中文，所以我打定主意，要和外國交換生多相處。我很幸運，我遇

到一個從政大來的女生，Sarah，她和我有一樣的想法，而且她說：想和外國交

換生混熟，第一個禮拜是關鍵！因為外國人對於我們的刻版印象就是：They are
always together and speak Chinese. 於是我們不管時差問題、長途飛行的疲憊，第

一個禮拜積極參加所有交換生的聚會。後來我們成功有了自己的小圈子，走出”
天天說英語”的第一步。而我所就讀的學校，EM Lyon business school，提供許多

英文授課課程，我選了VBA for financial markets、Fixed Income、Introduction to
companies valuation、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這是我第一次上全英

文授課的專業課程，再加上老師的法國口音，對我來說很吃力。另外，當我跟

外國人分組討論時，也對自己無法很順暢的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感到挫折。於是

我跟Sarah決定只用英文和彼此對話，我也嘗試用英文寫日記。令人高興的是，

在學期結束後，我的外國朋友告訴我，他覺得我的英文進步了！！我真的很開

心。現在我會開始注意電影、地名和偉人的英文名字，這樣未來可以更容易和

外國人交談。而法文是我去法國前臨時上了半年的密集班學的，到了法國，我

盡量找機會練習，像是在宿舍廚房和遇到的法國人聊天，或是到學校裡找i-
Link(EM Lyon協助交換生融入法國生活的社團)練習。雖然現在還沒辦法很流利

地說法文，但在學期末時，我很開心我已經可以打電話叫計程車了！最後，德

文其實我出國前學了四、五年，但疏於練習，我幾乎都忘記了文法，甚至現在

我的法文還比德文好。但我還是很慶幸在德國旅行這半個月，回復一些記憶。

（續下頁）

刻感觸，我自己也覺得成長了不少，因此，我還是會建議大家有機會一定要排

除萬難，嘗試一次出國交換的經驗！以下和大家分享我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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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隊合作的意義

我在選擇權這門課裡和一個法國女生一組。她是一個很聰明有邏輯的女

生。選擇權期末作業免不了要用VBA做一個訂價模型，而我有學過VBA，所以

我跟她解釋了大致上的用法後，她很快就以她自己的想法寫出了一套模型。在

討論的過程中，我說話的方式以及思考的速度比較慢，而她個性比較急躁，因

此我常讓她情緒激動。有一天，我跟她道歉，但她卻說我沒有必要因為她的情

緒而道歉，反而是她應該跟我道歉，還告訴我；雖然一個團體中總會有人表現

比較突出，但不代表他永遠是對的，他還是需要別人來幫他重新確認決策。這

就是團體合作的意義。所以，從這門選擇權，我不只學到了Itō's lemma，還學

到了不害怕說對不起的勇氣以及團隊合作的意義。

三、生活理念不同

在台灣，我常常花很多時間龜在家寫作業、忙報告，但其實在寫作業的時

候我又會不專心，到Facebook按讚等等，因此我也很少出去走走放鬆自己、補充

新活力，接著又是下一個作業的來臨，如此惡性循環。但從他們身上我領悟

到”Study hard, Play hard.”的精神。例如：有一次星期五我們花了一整個白天在

做 Companies valuation的期末報告，但他們覺得Friday night是和朋友在一起的時

間，即使隔天星期六我們還是要再繼續做報告，還是要出去放鬆一下。他們認

為在工作和玩樂間應該要取得一個適當的平衡，這樣生活才有品質。所以，我

現在很重視也期待和朋友一起出去的時間，但相對來說，我比較有活力寫論文

也更容易專心。

四、友誼

雖然交換計畫才短短一學期，但是他們大方不扭捏的人格特質讓我交到很

多朋友。例如：我和幾個外國交換生去西班牙旅行，當我們走進Hostel的廚房

時，他們很自然地就和陌生人打招呼、聊天，甚至晚上我們約出去一起玩。或

是我們走在宿舍時，看到認識的人，他們一定會禮貌性停下來想個話題和對方

小聊一下，或是關心對方的近況，像是；How’s your trip? How’s your exam? 絕對

不會默默擦身而過；看到不認識的人，他們也會點頭微笑。我也很喜歡法國人

打招呼的方式。（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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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第一次見面，或是看到許久不見的朋友時，我們會和對方臉頰左右各碰一下表
示問候，我覺得這種肢體接觸又更能加深和朋友或家人之間的感情。

五、旅行方式

一開始我和Sarah兩人自助旅行時，我們會很執著要到很有名的景點，把行

程排得很滿。但是後來我們發現，其實我們只是到了那個地方拍拍照，買紀念

品，和當地人卻沒有交集的機會，住在Hostel我們也不好意思和其他人聊天。於

是，我們改變我們的旅行方式，嘗試Couch surfing。透過Couch surfing我們有了

和當地人認識的機會。也許我到了慕尼黑沒有參觀Deutsches Museum，但是我卻

有機會和我的Host以及他來自巴西的室友一起去賣場採買食物，一起去公園烤

肉！深入當地生活，和當地人想法交流，這又是另一種旅行的體驗！當然，要嘗

試Couch surfing時，還是要注意那個host的評價是否良好，以保護自身安全。

六、增加國際觀

雖然現在網路發達，要看到國外的新聞非常容易，但卻還是有些東西是要到

當地才能體會到的”國際觀”。像是，我們一般都認為國外的人很開放，雖然相

對之下是真的比我們開放，但不是每一個外國人都和Gossip Girl裡的人一樣，他

們也是重視道德的。另外，有一次我們晚餐聊到不同宗教的天堂與地獄觀，從他

們說話的內容，可以發現他們都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勇於表達，思想也相對成

熟。雖然他們的年齡都22~23歲，但說起話來卻一個個比我還像大人。最後一個

例子是，有一次點菜時，點完主菜我很自然就點了咖啡當我的飲料。但店員和一

個義大利朋友卻很納悶的問我，我是要在用餐當下喝咖啡嗎?後來我才知道，他

們在用餐時，只習慣點水、可樂或紅白酒當作飲料，咖啡則是屬於甜點，而且是

用完餐後才需要點的。雖然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但卻讓我感受到每一個國家有

不同的風俗民情，是真的要到當地生活才有辦法體驗的。

現在回國了，畢業了，身邊的人、事、物都和從前一樣。但是我知道自己心

態上有了一些改變，雖然有一些不習慣和需要調適的地方，但我希望可以記住那

些美好的體驗，活出自我，勇敢地往社會新鮮人前進！Cheers！（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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