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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碩103級劉普清同學參加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運動之選
拔，榮獲熱愛生命獎學金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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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臺青少年強化連結計畫訪日團/ 碩士班102級  曾聖蒲 

  這次備感榮幸能夠入選為本次日台青少年強化

連結計畫訪日團(日本研究)之成員之一，雖然過去

有過幾次訪日的經驗，但是在這次14天的行程中，

無論是深度亦或是廣度來說，都算是最有層次深度

及意義的一次體驗。從學習日本的防災意識、災害

體驗、實際訪視311受災現況、協助重建活動到最

後安排之寄宿家庭文化體驗，這些種種的過程都讓

我們對於日本現況及其歷史文化有了更新一層的認

識，然而在精采的14天後，我們也迫不急待想與週

遭的親朋好友更或是世界的朋友一起，分享我們這

次訪日的心得。 

續下頁 

 

一、鳴子地區－深度溫泉之鄉文化體驗 

  在311大地震的摧毀之後，由於不實的報導及媒體的炒作，讓許多人的內心

存在著，日本災區更甚至整個東北地區都籠罩在民不聊生的情況之下，並且有

著幅射汙染的印象在，因此不會去消費當地所生產的食物或產品，更別說是踏

入東北災區去觀光消費，這對於要使勁重新站起來的災民們是一大的打擊，由

於需要龐大的重建經費，而災民們也有心去努力，但此刻就像世界在他們身上

貼上了標籤，若站在同理的立場下，我們還會這麼做嗎？第一次踏入位於災區

宮城縣大崎市的鳴子地區，這裡包含著日本多數種的溫泉，從日本平安時代開

始，開湯有千年的歷史，有著美膚之湯的美譽，若鳴子溫泉被稱做為溫泉之鄉

可說是當之無愧，再加上美景以及文化歷史背景條件之下，絕對會是大家趨之

若鶩的觀光勝地，相較如今的情況，我們很難想像此時此刻的鳴子地區，由於

負面風評影響，讓觀光遊客銳減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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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很老實地說，我們的確在鳴子地區有了許多美好的回憶，而這些也是

要告訴大家的重點，雖然311摧毀了許多居民的家園，但事實上東北地區還有非

常多值得我們去珍藏的美景。就像我們非常興奮地穿著浴衣體驗著日本的溫泉

文化，泡完湯穿著木屐走在零下的溫泉街上，對我們這些來自亞熱帶的國家的

人來說是新鮮不已。隔日我們在當地嚮導的帶領下，遊覽了鳴子當地的名勝地

區，例如「下地獄足湯」，當然大家不用害怕會下地獄，只是深地底溫泉的意

思囉。另外，除了細嚼美景、美食及歷史的韻味之外，最美麗的事物莫過於

人，離開了都市的塵囂與科技感，人與人的距離反而愈來越近，我們能與當地

店家談天說地，並且表達我們對於他們的支持，並且一遍又一遍的說著一起說

著「がんばれ！」(加油)，縱使世界對他們有太多的誤解、遊客銳減，但他們仍

持續努力地經營著，盼求未來鳴子能夠回到過去的榮景，他們還能夠繼續為這

些遊客們服務，然而他們堅持的精神對於我們來說，絕對也是另一番正面的鼓

舞，再努力也要走下去，在台灣的我們當然也要為他們加油！ 

二、災區實地訪視－重建的勇敢鬥士 

  儘管現在科技媒體有多發達，雖然我們可以從電視、網路上看到災區的照

片或資訊，但若不親身踏上災區的土地，實在無法體會災民們的心情。在當地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位於南三陸町被海嘯摧殘後的家園，幾乎是一片荒蕪，很

難想像這邊過去是居民的生活圈。聽著災民們述說著當時災害發生時的情況，

說著他們自己的親朋好友被海嘯捲走，點點滴滴再次觸動到他們的傷心處，但

他們認為唯有一再的提醒大家防災的重要性，才能避免如此慘痛事情再次發

生，而他們親人也才不算是白白犧牲了。 

 

 

 

   

南三陸町被海嘯侵襲後的家園 樂觀的三浦女士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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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說在苦難中，越能看出人的韌性，的確在我的眼中，這群人不是災民，

而是勇敢的鬥士。或許我們認為重建之路還看不到終點，但能從他們的話語中

聽出，他們有走下去的信心，需要的是大家對於他們的鼓勵與支持。其中一位

三浦女士向我們述說著當時她牽著老媽媽往高處避難的情形，也看到自己的孫

子在漂流的瓦礫上掙扎，真的驚心動魄，最後當然回到家園時，只剩平地與石

堆，過去經營的小店也給沖走了，這些種種災害能夠摧毀他們的家園，但不能

消滅他們的心，三浦女士：「我會努力把我的店重新再開起來，大家以後要來

光顧我的店喔！」不禁讓我覺得很感動，因為他們沒有哭哭啼啼、怨天尤人，

反而是很堅強地繼續走下去。 

  這次我們也參訪了當地的美味農場，由於位於較內陸，無受到海嘯侵襲，

但停電讓溫室門無法關閉，蔬果被凍傷，造成損失。這農場主要生產番茄，當

然還有很多蔬果就如其名，非常美味，有機會一定要來本地嘗嘗。 

 

 

 

 

 

三、防災意識－自助、互助、公助 

 

 

 

  在這次訪日的行程中，除了造訪災區之外，也接受了不少日方的防災逃難

的措施，了解日本家家幾乎都有防災意識，並且深入到學校的教育即是如此，

反觀台灣如此未雨綢繆的概念不是大家都能夠接受，就連最簡單的地震逃難

包、手電筒或收音機都未必有準備在身邊，因此這也是我們必須要學習到的地

方，由於天災何時來襲無法預知，只有提高警覺才是第一要務。另外，還需要

配政府的措施，在日本，家家都配有一個留言密碼，一旦地震發生時，家人彼

此可能分散各個避難所，此時只要透過各地的公用電話即可用密碼進入留言系

統，讓一家人能夠迅速知道彼此平安無事，也減少民眾惶恐的氛圍，如此簡單

但卻重要、貼心的服務讓我非常感嘆，同樣在地震帶的台灣居然沒有如此配套

措施，這也是我們所需要改進的地方。 

   

 

續下頁 

 

大崎市的美味農場 農場老闆介紹番茄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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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災難發生時，很重要的三個概念「自助、互助、公助」，必須先

從保護自己生命為先，保存自己才有能夠再去幫助更多的人，再來就是互助，

從過去經驗及數據可以看到，在災害發生時，往往大多數是藉由災民們互助而

避免受傷或死亡，最後才是公助，由於公部門的資源不可能即時就到任何需要

協助的地方，因此彼此互助才是最能夠搶在黃金救援時間的方式，讓傷害降到

最低。 

 

續下頁 

 

四、重建活動－海之手山之手 

  在這次的行程當中，還安排體驗NPO法

人「海之手山之手」的活動，我們利用廢棄

的報紙去做成可用的提袋，材料相當簡單，

只需要幾張報紙加上漿糊就可以完成了一個

紙袋，這樣的活動持續在南三陸町舉辦著，

藉由大家之手及手工藝就可以把廢棄物變成

有用的東西，而這些作品的販售所得都會用

來幫助災區的重建工作，聽說這種袋子有特

別的人物或圖樣在上面，可是能賣到非常高

價的哦。這次我們大家把台灣的報紙帶到了

日本，製作了台味的報紙袋，活動會後也將

成品贈與南三陸町，希望能為該地區重建盡

我們的一份心力。 

 

 

台灣報紙與日本報紙完成之新聞紙袋 

寄宿在木村家庭中 與木村家人合照 



Department of Finance, NSYSU 6   2013.03 財報 

四、寄宿家庭活動－永遠的絆 

  日本是我很喜歡的國家，過去曾經探訪過兩次，每每都讓人有很耐人尋味

的地方，而這次很難得有機會能夠真正踏入日本人的家庭中，跟媽媽學習做

飯，與全家共同享用晚餐，飯後還能在榻榻米的客廳與大家談天說地，在睡前

還能跟爸爸一同高歌幾曲，真是太愉快不過了。在本次的拜訪，他們真的就如

同我在日本的家人一樣，彼此分享我們在生活上的瑣碎事，偶而也能開幾個玩

笑，逗得大家樂不可支。雖然只有兩天一夜的寄宿行程，但也已經讓我們與木

村家庭之間建立起心中的羈絆，記得在送別會上要分別之時，寄宿家庭的小妹

妹Sophie還忍不住地哭了起來，讓我們都不禁紅了眼眶，但我想這會是我們緣份

的開始，並期待再與他們見面，感謝現代通訊科技的進步，我們能夠隨時聯

絡，能夠常常看到他們的生活照片與近況，而我也能與他們分享我的生活點

滴，跨越了國界、種族，在這裡的點點滴滴是終生難以忘懷的美好記憶。 

六、結論 

  誠如我們所感受到的災區，311大地震不可能將東北地區摧毀為萬劫不復之

地，只要在地人有心重建，有一天我們將看到重新美好的面貌，我們當給予滿

滿的信心與祝福，在每當聽到他們對於台灣滿滿的感謝，就很以身為台灣人而

驕傲，因為懂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同理心，不需要有任何芥蒂，我們能伸

出援手互相幫助，才讓這世界更加祥和，我期待有天能夠帶著家人、朋友，一

起再回到鳴子泡溫泉、吃美味農場的番茄、住南三陸町的海景飯店，並順道到

歧阜看我那可愛的日本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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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風險概念的資產配置－聽講心得/ 學分班 林肅梅 

  這次的當前財金演講課程請到了新光金控和新

光人壽的儲蓉風控長，聽學長姐說，風控長幾乎每

個學期都會在百忙之中撥空回來跟我們分享一些她

在職場上的經驗，這次她是跟我們分享資產配置的

探討，以及這些年來全球經濟情勢的變化和其背後

所代表的涵義。 

  儲蓉博士提到人壽公司最不缺的就是錢！其實

在投資市場也有相同的情形。在各國量化寛鬆之

後，市場充斥著許多流動性現金。然而現金是不生

利息的東西，放著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它被通膨侵

蝕，實質購買力逐漸減少。在歷經2008年金融海嘯 

續下頁 

 

的洗禮後，想投資卻又極為擔心風險再度的發生。有些投資人完全不敢投資，

當看著股票市場不斷向上，懊惱不已，心想早知道多少佈局一點。但，漲到這

個點位，現在進場安全嗎？然而，進場投資的投資人真的有賺到嗎？這幾年市

場輪動極為快速，一下大膁、轉眼間又慘賠，白忙一場。 

  有一句話很直接！「市場誰是老大？一個大浪打過來，永不翻身！」過去

永遠在找哪個市場績效好，能賺最多錢，殊不知追逐高績效的結果，伴隨著相

對的代價，也就是高風險。投資市場的策略應是比氣長，而不是比氣旺。人生

的每個時期都有財務的需求，所以投資不是一陣子的事，而是一輩子的事！ 

  另外，投資除了靠努力還要有一點點的運氣。我很認同這樣的說法。投資

市場需要努力長期觀察才會產生出心得並解析出數字背後的意義。卻不代表勝

率就能是百分百，畢竟市場還是存在著無法預測的系統性風險。若單純只用挑

市場來投資，賭的成份就比較大。有一個統計資料顯示投資賺錢與否有90%的因

子是來自於是否有做好資產配置，僅10%來自挑對標的。 

  經歷2008年雷曼事件之後，資金應該怎麼配置才好？在聽完儲蓉博士的分

享後，讓我很有心得。她把「長期核心」與「重點衛星」分別比喻為「好學

生」與「壞學生」的論點非常有趣。讓我聯想到以債券為主軸、股票策略佈局

的配置。債券波動低，不需常操作，大部位的資金放在債券安全度高，同時可

以享有固定的配息，本利穩穩的增長。股票波動高，有大賺的潛力卻也有大賠

的壓力，因此部位不宜太大。當然還是要避開債券股票化的商品，及找出股票

債券化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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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課堂上另一個收穫是對國際經濟情勢及台灣的狀況更為了解。台灣是個

韌性很強的社會，過去單一重點是IT產業，但現在似乎仍在尋覓產業定位。台

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給現在年輕人的建言是多一點理想、抱負、希望，少一點

Cynical(憤世妒俗)。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挑戰，過去物資缺乏、社會封閉，人

們唯一的信念就是敢做夢、努力打拚。現今物資無虞，世界是平的，社會完全

的開放，人們不斷的比較，越比較越沒自信，反而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儲蓉博

士提到「開放對有能力的人來說是好的，因為顯得他(她)更棒！」期許大家都能

找到值得熱情的方向，勇敢的去做夢、去挑戰。愛台灣不是流於口號，而是從

自身做起，讓自己對這個社會能增加一些價值。每個人願意正面去看待挑戰，

貢獻一點點自己。我相信台灣會像歐洲的瑞士，國家雖小卻充滿著有形與無形

的價值且令人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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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計畫編列：汽車連鎖服務店實例－聽講心得/  

碩士班103級 蘇彥璋 

  本次演講是新焦點「戰略投資部」王雯韻總經

理來系上演講，雯韻學姐非常有心，每次來替學弟

妹們演講的題目都不盡相同，自然也吸引了許多非

財管系所的學生甚至上班族來校聆聽學姐的經驗

談，從聽眾的多角化身分可以證明雯韻學姐帶來的

一場不只是經驗的傳承，更是心靈的饗宴。 

  王總經理提出管理非常重要的概念－量化目標

數字及具體而為。公司管理多為分層管理制度，常

常會出現上下溝通或是傳達不當，無法上下目標一

致，造成資訊傳遞的代溝，所以上層決策者定下了

一個概念化或是大方向的目標時，應該再針對基層 

續下頁 

 

的員工做一些更明確、更詳細的目標確認，而有效的方法就包含量化目標數

字，王總經理非常重視以數字來管理，透過將目標數量化，可以分析哪些部門

或哪些分公司未達到目標，再來進行差異分析以及例外管理，透過數量化目標

也可讓員工更了解自己的目標為何。 

  王總經理對於「新分店開業無法立即獲利」抱持著樂觀態度，因為新分店

本來就無法立即打入市場，短期虧損是常發生的事。然而，企業的經營可以虧

損，但現金不能短缺，因為經營的維持需要現金的支出，若無法有持續的現金

流入，資產再大的公司也會周轉不靈。這個情況，與財務報表分析時，重視現

金流量相印證。 

     另外，若想在大陸經商，許多觀念都需要改變，如果我們仍用台灣觀念看

世界，必定一敗塗地。我們認為職業階級較低的機器洗車，換到中國就令人趨

之若鶩。中國幅員遼闊，南北之隔便能產生極大差異，如北方需裝雪胎、加熱

器，由當地風俗民情著手，小地方也能成為大商機。 

     多數公司經營者的目標皆是將公司上市，但經由王總經理這麼一說明，上

市似乎不是那麼的美好，表面上上市公司很風光，但實際上維持上市的成本、

股價的壓力，大得令人無法想像，尤其中國資本市場公司何其多，投資人選擇

標的時不免有所疏漏，而導致股價低估。而王總經理巧妙的把握上市的缺點，

成為屢屢達成併購的籌碼。令對手覺得目標遙不可及、並誘之以利，我想這就

是王總經理的談判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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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王總經理提到這幾年中國的崛起已有目共睹，台灣唯一仍佔有優勢

的地方在於服務。服務態度是人文素養的表現，中國過去歷經文化大革命，抑

制、甚至摧毀人文發展。台灣是否能運用這項優勢，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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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研習營/大學部104級  陳妤甄 

續下頁 

 

 

  第一天晚上我們去看了西湖的水舞，並找

了兩位復旦大學的同學一起同行─外文系大一

的洪洋與中文系大二的羅依頔。也因為第一天

晚上就找兩位復旦同學而且相處得不錯之後幾

天自由行時便常與我們一起行動。一樣都是大

學生的我們，同樣的對許多新鮮的事物感到好

奇，同樣的喜歡聊著生活上的小事喜歡聊著八

卦，但是不同的是他們身上散發出著一種隨時

準備好了應戰的氣息。 

  雖然洪洋與依頔都才是大一大二的同學，

但他們的台風自信或是說氣場(大陸的講法)都

比我們大部分的台灣學生強很多。我想在中國

幾億人口的環境下，要脫穎而出勢必要付出相

當多的努力，也許他們從小就習慣了面對來自

四面八方的競爭壓力，所以他們擁有的競爭力

也一定多了我們許多，這會是我們需要向其學

習並加強的地方。 

  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所以對於要到上海和當地的學生交流及旅遊，我是既

期待又害怕，期待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民俗風情、體驗不同於台灣的文化以及

參訪許多只有在教科書上面才曾經讀過的景點；但也害怕因為人生地不熟、人

民文化或是語言的差異所帶來的不方便及各種問題。 

  原本以為中國會像我們既有的印象那樣，不文明、不先進、衛生習慣較不

良好等等，但其實並不然，杭州、蘇州的鬧區人來人往熙熙攘攘，觀光區不像

普遍對觀光區印象那樣總是人擠人又髒亂，而是為了維護環境而設置了許多便

民的垃圾桶，也時常看見有清潔工人在打掃，更別說是國際性大都市的上海，

繁華的程度令我驚豔，光禿禿的梧桐樹隨處可見，在冬天的太陽裡呈現著一種

蕭瑟的美，想必在夏季的茂密一定又是另一番風情，建築古色古香，縱使古典

建築相依著現代化建築也一點也不衝突，融合得恰到好處，即便是外灘那樣競

爭激烈的金融區，也打造的美輪美奐，讓人無不嚮往置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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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復旦上了三堂課《詩情畫意說

江南》、《上海：一座大都市的形

成》、《中國海權的發展》這三堂我

都很認真聽也覺得收穫良多，雖然大

部分的同學也對於上課內容涉及政治

意識而有所意見，但我是覺得還好畢

竟大家都是台灣人也大都知道我們與

中國大陸為妙的關係，所以我覺得身

為大學生已經該有思辨能力聽聽對岸

的政治思維也未嘗不是件壞事。   

   

  一趟旅程盡興與否，最重要的還是擁有一群好的旅遊夥伴，感謝學會安排

了這麼豐富的行程，有老師的協助還有風趣又經驗十足的導遊帶領我們，還有

每一個友善的組員，才能讓我對中國有更深的了解，不僅顛覆了我對這塊土地

既有的印象，也讓我喜歡上這些城市美好的地方，期待下次還有機會能來拜訪

中國，發掘更多文化之美。 

  這九天的旅程很高興也很驚奇、江南

的菜很甜很鹹。我還記得在蘇州聽評彈表

演餐廳老闆娘的一段話：「人在夢中、夢

在酒中、酒在腹中、一切盡在不言中。」

這是老闆娘在我們聽完評彈表演後的一段

答謝我們到訪的詞。 

  我覺得很有趣也很有詩意所以就一直

記得。這九天經歷了很多奇特的經驗，特

別是與復旦大學的學生交流。在自由活動

時我特別喜歡與復旦大學的學生聊天，雖

然美景也讓人印象深刻但人才是讓活動變

成深刻記憶的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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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嶼慢活/大學部102級  湯鈞雅 

  去年暑假，我給了自己很不一樣的一個星期－到蘭嶼打工換宿。打工換

宿，顧名思義就是以工作換取食宿，通常是觀光區的飲料店、民宿、餐廳等等

較常提供這類的機會。當初會想要去蘭嶼，多少受到社團服務隊的影響，大學

參加了不少服務隊，深刻讓我體驗到「去旅行」跟「去住一星期」是很大的不

同。另一個想去蘭嶼的原因，其實也就是單純的想去玩，又不想要花太多錢。 

   

續下頁 

 

  清晨六點半從台東搭船，近四小時

的航行讓我就像坐上無限循環的自由落

體，拼命睡覺才能壓抑想吐的衝動，直

到踏上蘭嶼的土地，才感到興奮。下了

船，就直奔約好的民宿，老闆娘熟悉的

叫另一個工讀生帶我認識環境，不過，

看著柏油路坑坑巴巴、凹凸不平，環島

一圈之後發現島上除了山就是海，沒有

小七，也沒有任何現代化建設，當下心

中還覺得「我幹麻來這邊這麼久？」。 

  我在一間小民宿打工，每天打掃裡

外以及幫忙準備午晚餐。其實也就是去

當勞工，但是個幸福的勞工。每天只要

工作四個小時，其他時間還可以參加民

宿客人的活動，例如：浮潛、爬大天

池、夜觀、環島解說等等。到了晚上，

我們會跟隔壁民宿的工讀生一起去附近

的酒吧，彼此交流及認識討論各家的打

工換宿內容，順便喝點調酒，看看星

空，享受夜晚的美麗。 

     蘭嶼是個很純樸的小島，馬路長年失修，各個觀光景點也都沒有明確的告

示牌，以及完善的步道，島上最現代化的建築，莫過於核廢料場了吧！除了柏

油路之外，任何看的到的觀光設施（爬山步道等等），都是由當地人一起慢慢

興建起來的，卻依然保持它該有的傳統面貌，採用木頭而非鋼筋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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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暑假旅遊旺季，帶給當地豐厚的收入，但除此之外，蘭嶼人的生活用

品緊倚靠貨輪運送，沒有小七，只有兩間超市、一間加油站，如果天氣不好，

貨輪則不會開，生活用品及加油站也會馬上就貨物短缺！在我去民宿打工的時

候，民宿夫妻的小兒子也剛好5歲生日，她媽媽就從台東特地訂了一個蛋糕，冷

藏運送到蘭嶼，看著那個大概八吋的、沒有任何精細裝飾的小蛋糕，想著必須

付出700塊錢代價，真的覺得住在這邊也是非常辛苦的！ 

   

  當然，蘭嶼人也有他們厲害的生活方

式。在民宿幫忙的期間，我跟著老闆娘到田

裡採收新鮮地瓜葉被螞蟻咬的滿腳包；親眼

看著長輩怎樣處理剛捕到、活跳跳的章魚，

品嚐最鮮的海味；還吃了好多剛抓到的鮪魚

生魚片。民宿有一個眼睛看不見的婆婆，據

說她是因為以前蘭嶼各部落不能通婚，近親

結婚的結果就是他的兄弟姊妹都年紀輕輕失

明，但婆婆依舊會自己煮飯洗衣，甚至還可

以處理飛魚。每天看著大海日出日落，聽著

部落一些滄桑淒美的故事，感受到了無比的

放鬆與身處此地的感動。 

  我很慶幸，在大學階段可以給自己這樣一個機會，一個人「出走」一星

期，體驗外面不同的世界，認識可能一輩子都不太可能遇見的一些人。建議大

家趁著年輕，也可以為自己規劃一些不同以往的寒暑假，鍛鍊自己，卻也是放

鬆自己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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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倒〝財〞爽/大學部104級 林弋硯 

  接下體育部長之後，就非常期待舉辦一個娛樂性的活動讓系上一起同樂，

這個活動就是保齡球大賽。其實一開始有點手足無措，因為這個活動在系上是

第一次舉辦，我自己對於保齡球的規則也是一竅不通，只能和另外一位部長─林

克帆，還有會長一起討論、一起規劃。值得慶幸的是，我的夥伴對於保齡球這

項活動頗有了解，對於賽制的制定以及比賽的進行都有很大的幫助。另外，我

們有一個相當可靠的小部員，交代給他的事情都不用擔心，也因此幫我們省掉

許多時間。 

  這一次的經驗也讓我覺得當體育部長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此外也要感謝活

動部的小部員們，有了他們的幫忙這個保齡球大賽才能順利完成。希望這樣歡

樂的活動可以一直持續下去，期待明年保齡球大賽再相見！ 

  隨著離活動當天的日期越來越近，我們也越來越擔心整個活動是否能順利

進行，但當看到報名情況越來越好，加上碩班學長姐也一同參賽與我們同樂，

真的感受到系上一家人的感情。一直到當天接過大聲公之後，便把一切擔心拋

諸腦後，全心全力的當一個主持人，希望讓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比賽開始後，參賽者都以「磨刀霍霍向豬羊」地心態展開一場又一場的激

戰。當然不外乎有人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洗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最後，

「薑還是老的辣」，碩班學長姐贏得團體組的第一名，著實讓我們甘拜下風。

在後方看著大家進行賽事，看到大家認真的模樣、開心笑著隊友的表情、奮不

顧身吃著餐點的樣子，我就知道準備期間的努力付出都有了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