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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One Step Ahead.－事務所經驗談 / 大學部校友 林美伶 

  即將到鳳凰花開的季節，想必應屆畢業的學

弟妹們應該在想未來的路要怎麼走出屬於自己的

色彩。很榮幸能有這個機會分享一些職場心得及

經驗給學弟妹們參考，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時間推移到了三年前，甫升上大四生的我同

大部分的應屆畢業生一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開始抉擇要就讀研究所、準備國家考試還是

直接就業，當時我選擇先專心準備研究所考試再

來做決定。後來過了半年，順利考上了中正財金 

   

續下頁 

 

所，但因為本身家庭因素讓我決定先休學進入職場工作再重回校園，當時聽從了

碩士班朱祐瑱學姊的建議應徵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擔任初級審計人員，順

利通過面試後，到目前為止工作也即將屆滿兩年，以下淺談這兩年在事務所工作

的心得。 

第一眼O.o印象 

  大家對事務所這份工作普遍的印象通常是「沒日沒夜地加班，工作到昏天黑

地。真的有那麼多事可以做嗎？」無可否認這份工作的確有週期性的忙季又有時

間壓力(尤其是每年一月份的查核委託公司年度財務報表的編製到五月份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的這段期間)，故偶爾會犧牲掉自己的假日，所以如何從工作

與生活間取得平衡點在這個行業非常重要。 

職務介紹 

  審計人員(意即：查帳員)負責的內容簡言之是到受查公司查帳，再白話一點

就是檢查會計帳是否正確，並教導客戶合理的節稅，讓他們編製出可靠的財務報

表。試想，若上市公司的財務沒有經過公司以外公正客觀的第三者來審視，又如

何確保投資大眾的股票交易安全呢？會計師簽證的公司越多，底下團隊的查帳團

隊也就會越忙碌。要了解一個企業，不只需善用觀察、詢問以了解經營是否正

常，在抽查傳票等具體文件上都有非常嚴謹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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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團隊中，每位成員會負責查一部分會計循環，例如固定資產、長期

負債等，而科目間有一定比例的關係。例如從負債的金額就能試算利息支出合

理的金額為何。因為這種環環相扣的關係，每位查帳員需在有限的時間內把自

己查核的部份做到最正確，否則即會影響到整個團隊的進度。稍微介紹後，大

概了解這個工作所需具備的能力有三，審計及會計相關知識、工作效率及人際

溝通。  

「非會計本科出身的我專業度夠嗎？專業能力的不足會成為我的絆腳石嗎？」 

  二○一一年甫進事務所時正值七月查核半年報的忙季且對審計相關的查核

程序一知半解，再加上本身不是會計本科系畢業等因素，致使我前兩個月都工

作到很晚，當時真正體會到「工作到昏天黑地」的感覺。後來我的Incharge(主要

受查公司的主辦查帳員)曾對我說過：「妳的加入並沒有為這個團隊帶來助益，

一加一不等於二，反而小於二。」，聽了很沮喪，慶幸當下有同事的鼓勵才得

以熬過那段日子，後來對受查客戶產業特性、帳務處理及本身的工作內容有一

定的了解後，一回生二回熟，便逐漸上手。我後來發現其實這份工作最難的關

卡不是在專業度夠不夠，而是在著重於與同事與客戶間應對進退及抗壓性高低

與否，畢竟這份工作極需「團隊合作」，這也是讓人成長得最為快速的一種模

式，所以大家都說會計師事務所是未來就業的跳板，因為你必須學習負責獨立

完成手上的工作，也必須學習和團隊一同解決問題，過程中免不了在紛爭中尋

求妥協，在混亂中依循秩序，在嘈雜中依然能平心靜氣地工作，我想團隊合作

除了有同儕壓力的競爭外，也有前輩們的督促和砥礪。從做中學後，會發現自

己從原本不敢跟受查公司的會計人員面對面接觸，到後來能自己獨當一面Hold

住全場並適時給予專業的協助，我在工作中獲得極大的成就感。 

 

 

續下頁 

 

勤業眾信每年提供課程給審計人員上課 我與其他同事們@勤業眾信高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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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事務所高壓的工作環境和專業學術需求，使得未來在就業上具一定的競爭

優勢，然而，因為大環境的不景氣使得就業市場如同洶湧的大海，可能投出去

的履歷如同瓶中信一般，在大海中浮沉，不知哪一天有機會能夠靠岸，並能獲

得伯樂賞識。在此期許各位學弟妹無時無刻都要讓身心靈保持在最佳狀態，時

時刻刻勉勵自己，不論之後要踏進哪個領域工作，每個行業都有其困難的地

方，所以遇到任何氣餒的事情都要莫忘初衷堅持下去，不要輕易被社會的現實

浪潮擊倒，Always One Step Ahead. 凡事做好規劃，從做中學，努力培養自己的

專業能力外，更應該因應國際化的局勢，努力加強自己的語言能力，培養自己

與國際接軌的素養，自然是你選擇工作，而不是工作來選你，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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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family!－中信MA計劃 / 碩士班校友  許淑君 

  歡迎加入We are family! 

  許多人也許對於「儲備幹部」這個名詞感

到很陌生，或雖常在報章雜誌上聽聞，卻總對

它的「職務內容」一知半解，究竟「儲備幹

部」在做些什麼事呢？ 

  以目前中信法金單位的MA為例，儲備幹

部的訓練大致上為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著重

在「廣度」的基礎培養，MA會在各個不同

function的單位輪調，輪調時間兩~四個月不

等，每個輪調過程皆會被指派任務必須完成，

所以必須快速的適應環境、學習相關知識，藉 

由做中學的方式培養自己的能力，並對部門做出貢獻，此階段能全面地了解各

業務端、規劃端、產品端…等如何運作業務，學習諸如徵信風險的辨識、產業

分析、產品銷售技巧、業務流程的規劃、產品的專案發想…等等，明白各部門

間如何分工，進一步了解整個銀行體系運行的邏輯與全貌，並且，能夠認識各

個領域的專業人才，累積人脈，亦是十分難得的機會與經驗。在第一階段輪調

過程結束後，有兩項考驗必須通過，一是內部證照的考取，二是指定專題執行

並通過考核，若兩者都通過了，便會進入第二階段的訓練。第二階段的訓練著

重在「深度」的學習，此階段MA會被分發至一部門，實際地參與運作，另外可

能會有臨時性的專題或是指派任務要完成。在通過兩階段的考驗之後，在第三

年通常會有外派到海外分行的機會，通常擔任高階主管特助，能夠以更全面與

國際化的角度參與銀行的運作。 

  以上說明的是「法金」事業群的儲備幹部栽培規劃，另外有資本市場、投

資、經營管理、保險及個人金融等等不同事業群的儲備幹部，因性質不同，整

個規劃流程也會不同，但通常都是先藉由不同部門的輪調來做廣度的扎根，再

做知識深度的培養，而不同事業群所需要的人格特質與能力也不盡相同，因此

奉勸學弟妹們在做事業群志願選填之前要多加詢問，詳細的了解各事業群的職

務內容後再下決定。 

  最後，儲備幹部雖是個快速升遷與學習成長的管道，但這也意味著當你必

須具備高度抗壓性、適應力及學習能力以因應這快速的成長軌道，若你是個喜

好挑戰與充滿企圖心的人，歡迎你／妳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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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西亞之冬 －海外志工計畫 / 碩士班102級  黃齊翰 

  碩二寒假，幾乎是最後一次的長假，不少同學

已經開始為了畢業努力，而開始著手撰寫論文。對

我而言，準時完成論文固然相當重要，但由於從來

沒有當過志工的經驗，且有個讓自己磨練心志及探

索自我的機會也是很吸引人的，因此就有點不合時

宜地參加了AIESEC的海外志工計畫。這個計畫是

提供申請者平台，讓申請者依自己喜好選擇參與國

家及志工專案內容，讓申請者主動並進行配對，配

對成功就可以出去了。 

  突尼西亞，位於北非，語言為阿拉伯語及法

語，英文在當地用處不大，居民幾乎都信奉伊斯蘭

教，兩年前在此有過宗教自由化的茉莉花革命而造 

續下頁 

 

成了「阿拉伯之春」運動，也是非洲數一數二先進的國家。之所以選擇突尼西

亞的原因是我體驗與臺灣完全不同文化的環境，藉由主動適應當地環境而讓自

己更圓融且獨立，而華人寥寥無幾的阿拉伯國家正好符合我的需求，且該國家

是相對自由、平等的，因此就與當地組織配對。 

  雖然也有過幾次出國的經驗，但自己搭飛

機出國還是頭一遭，從志工專案配對、線上面

試、寄護照至國外辦理簽證、買機票、保險、

行程規劃都是自己研究，雖然過程繁複但處理

完成後相當有成就感，也增加了些自信心。 

經過了35個小時的搭機與轉機，終於抵達突尼

西亞。機場內所有標示都是三行－阿拉伯語、

法語、英語，心裡剛要鬆了一口氣：「原來英

語這麼普及」，就被來接機的當地人給打破了

這幻想－只有機場才有英語。但幸虧當地

AIESEC組織算是「相對」比較會英語的年輕

人，有問題時可以直接連絡他們，減少了很多

語言障礙。 

   



Department of Finance, NSYSU 6   2013.04  財報 

  在突尼西亞的專案工作內容是在一個殘障育幼院非營利組織中工作，與三

到七歲的一群小朋友唱歌跳舞做勞作等等能讓他們開心的事務。由於我是亞洲

臉孔，起初許多育幼院的小孩因為較不熟悉、語言不通比較害怕與我互動，但

在一個多月的相處中漸漸對我越來越認識，不會講阿拉伯文的我也能玩在一

塊，讓對小朋友很沒耐心的我很有成就感，且越來越喜歡小孩子。專案工作結

束時，不知道我隔天就不會出現的孩子們還是一如往常「Jason~Jason~」的叫

著，雖然不捨但還是得離開。希望我在育幼院的幫忙對他們的人生中有那麼一

丁點的影響，這就是我最大的滿足啦！ 

  除了在育幼院工作外，我也必須與各國海外志工以及突尼西亞當地AIESEC

成員互動，如一起舉辦地球村活動、規劃出遊、辦Party，由於各國的文化差異甚

大，每天都有許多溝通協調的挑戰。在這當中我發現英文的重要，若彼此沒有共

同的語言，甚至是溝通時有一方英文不夠好，十分容易產生誤解而不歡而散。當

然，即使有共同語言也很可能產生誤解，在這次計畫中遇到不少中國大陸人，雖

然都說中文，但許多用詞遣字和我已經差太多了，不過母語相同算起來還是比較

好溝通解釋的。舉例而言，有次在當地家樂福買東西遇到一位在那工作的中國員

工，劈頭就說：「嘿，小伙子！」，在我想法中這是有點不客氣的稱呼，於是我

馬上露出了不悅之臉色，但經過解釋後才知道這是中國大陸對年輕男子的說法，

令我有些不好意思，也很快就釋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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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末的自助旅遊也是這次計畫很重要的自我安排之一！看著寂寞星球旅遊

書(Lonely planet)上面所刊載的美景、美食，被連七賢路都忘記在哪的路癡如我

給一一探索出來，那成就感實在難以言喻。在這短短的兩個月中，我做了許多

在臺灣很少做的事，自己出去旅遊、不斷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及想法、和許

多當地小販殺價、和企圖敲詐的計程車司機討價還價、為了準時到家搭上陌生

人的機車飆車回家、為了爭取自己的權利和當地人大吵、在當地寄宿家庭住了

兩個月、自己做飯。回國後，發現自己很樂於分享許多東西，就像在國外時習

慣分享自己臺灣文化一樣自然；溝通時比較有耐心聽對方的意見（畢竟不同口

音及文化外國人都能耐著性子溝通了）；也越來越常注意國際上發生的事情，

原本只是地圖上與我毫不相干的某個國家，在這次計畫中認識了許多國家的文

化讓我好像跟這些地方產生了連結，而想進一步關心，這是以前打開報紙只想

先翻到娛樂版的我所想像不到的。 

  "Learning by doing"是我這次出國的座右銘。不試一下怎麼知道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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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智的選擇，「典」綴了人生！/大學部102級  王昶淵 

  來到瑞典交換算是一個不錯的經驗，因為很少人會到北歐來的，我交換的

這間學校Jönköping University，它分成四個學院，而我所就讀的是Jönköp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JIBS)。據當地的學生說，這間學校是瑞典排名第三

的商學院，更於近期將要追過第二名的學校，是一間蠻不錯的學校。這所學校

有名的地方在於國際交換學生非常的多，是那種多到沒辦法全部都能認識的

多，而且每個學院都有交換學生，所以各國的文化充斥其中，也帶給這個城市

很不一樣的色彩。 

續下頁 

 

  JIBS算是一所由企業挹注很多資金

的學校，所以有關企業方面的課程都非

常的扎實，而之後工作的出路都蠻好找

的。更因為它是一所交換非常頻繁的學

校，所以這裡的每個學生幾乎都會有出

國交換的機會，以增廣對這個世界的見

聞。這裡是三年學士，一或二年碩士。

學校的設備都非常的完善，他們的學生

證功能非常多，可以開門、影印等…另

外，他們的學生組織非常重要，舉凡在

課業上的所有東西幾乎都跟學生會有關

係，比較特別的是要加入學生會需繳會

費才能考試，等於說加入學生會是必須

的！ 

  由於這間學校的交換學生和國際學生非常多，所以這座城市擁有很多不同

的樣貌，這樣對於來交換的學生是很好的，可以認識很多不同國家的人，經由

和他們的對話了解他們國家的事情，了解什麼東西在他們國家是禁忌，並且互

相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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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的地方是國際學生的集散地，幾乎大部分的交換生都住在這裡，所以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認識外國朋友的機會。好處就是很多活動都會在你家樓下

的交誼廳舉辦，想要參加只要下樓，隨時都可以一起參與。雖然說很方便，但

是相處到最後，還是會覺得東方人和西方人會有一層隔閡，好像會比較沒有話

題，然後我們也不太懂他們聊的東西，所以最後話題都是走向日、韓路線，先

對他們有一些基本的了解，然後相處後會更深地了解。另外一個原因是我的室

友一個韓國、一個日本、一個中國，加上我台灣，儼然是個小型的亞洲集中

營。 

  這次的交換真的認識了很多的朋友，也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文化，這次交換

出去的學生，全校只有我一個來瑞典，或許聽起來很恐怖，需要自己來面對這

一切，但是我覺得這是另一個機會，可以重新作一次自己，放下自己去認識更

多的人。我覺得這次的交換讓我終身難忘，也讓我獲益良多！出來交換真的要

放寬心胸，只要你放寬心胸，大家都會願意和你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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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攝影世界/大學部105級 王柏霖 

續下頁 

 

歷程 

  一開始步入攝影的領域，對於琳瑯滿目的小撇步，如：使用淺景深來突顯

主題、動態追焦，以及三分構圖等基本技巧驚嘆不已，因此，我用了大量的時

間，去醞釀自己照相手法的濃度，所等待的，只是拍攝當下那一刻的傾注。 

   

接觸 

  十多年來，壓抑心靈的陳年冰封，在踏

進攝影社的那一剎那，瞬間融化……。高

一，偶然成了捕捉光與影的一分子，身兼導

遊的韓偉成老師，是開啟我「攝影眼」的重

要人物。擁有廣闊的人脈﹔走過無數的地

域﹔經歷人世的百態，老師授予我們的，是

如何用「心」去探索這幻化多姿的神秘世

界，而非僅僅是侷限在攝影技巧的運用上。

課堂上，老師使用幻燈片和社員們分享旅遊

的經驗，並且引導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去挖掘

日常瑣碎的奧妙﹔領略生活中容易被遺忘的

美好。逐漸地，我慢慢學會使用自己的語

言，與大自然進行一場靜謐的對談。 

  上左照拍攝手法是將光圈縮小，逼出星芒，再以慢速快門來捕捉流動的

車身。眼前的事物總是倏地飛逝，空留七彩奪目的場景，營造出物是人非的

感慨。上右照，一望無際的油菜花田，慢條斯理地，敘述春天的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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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直到高三時期的某天，我的隨身硬碟莫名地損壞，多數相片瞬時灰飛煙

滅，不復存，手足無措的我，心情跌到了谷底，原以為過不久，便會感受到陣

陣撕心裂肺的痛楚。不料此時，腦海中浮現的，是那曾經與家人、朋友，和寵

物所經歷的點點滴滴，意象朦朧，情景交融，歷時雖短，印象卻很深刻。  

這時，我領悟了，幸福往往是由過去零碎的美好片段所拼湊而成，不需要任何

理由，如此刻骨銘心，即使沒有相片存證，亦不會失真。攝影成了我紀錄的輔

助工具，不再是生活主要的重心，直到現今亦是如此。 

 與蛙大有約 

  還記得大一上學期，學校請了

蛙大先生到校演講，讓我印象非常

深刻。他說的每一字、每一句，無

不催化我的心靈悸動、高潮我的知

覺神經。身為名望崇高的網路作家

兼設計師，蛙大在北部開了數家咖

啡廳，從事與設計、創作，以及攝

影相關的工作，並且提供免費的腳

踏車給想要環島，卻缺乏合適配備

的熱血尋夢者使用。除此之外，咖

啡廳亦作為鐵馬休憩交流站，讓碰

巧路過的旅人，彼此加油、打氣，

分享途中所遭遇的瓶頸及趣事。 

 

  現今，面對現實壓力的撻伐，許多

人終究選擇輕生。圖中的老夫老妻望向

同一方，輔以右半邊的警世標語，傳達

出別輕言放棄、請愛惜生命的強烈訊

息。 

  蛙大教導我的事情有兩點－勇氣

和手段。 

  一、他鼓勵年輕人，要趁身體還

走得動，多出去闖闖，或是騎車環

島，一來不但能增廣自己的見聞，還

能透過與路人的互動，來培養寬闊的

胸襟。蛙大本身也環島過無數次，拍

攝了不少動人心魄的相片，旨在告訴

青年人：「我都這把年紀了還這麼有

活力，那你們呢？」 

 

 

  互助的舉動，在相片裡顯得更

為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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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頁 

 

  二、此外，他亦點出了現代攝影師共通易犯的盲點－太過專注在拍好相片

上。還記得零四級的蕭淯中學長曾說過：「無論是在打球，或是辦活動，最重

要的都是當下和大家一起玩樂、討論的感覺，照片是留給往後來回味，也因為

曾經歷過，感觸才真正深刻。」拍好相片固然重要，但其最終也只是個手段罷

了，假設當下的情景是負面、哀傷的，那要一張完美無瑕的相片做甚麼呢？ 

  上左照在豔陽高照的花海裡，向日葵毫不保留地綻放最耀眼的光芒。此

圖是使用望遠鏡頭於數公尺外拍攝，呈現出曼妙、柔和的散景。上右照，滿

樹的櫻花亂中有序，暗藏著寧靜、莊重的闊氣。 

環島攝影札記 

  在2013年的寒假，受到秦長強老師的鼓舞，便毅然決然與系上同學展開為

期十一天的環島旅行。攝影，是記憶碎片的實體，是時與空的鏡子。透過鏡頭

看世界，大腦便多加思維，而不會只是像陳綺貞「旅行的意義」歌詞裡一段寫

道：「你看過了許多美景，你看過了許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圖上每一道短暫的

光陰……」那樣單純。 

一、該衝的時候要衝，該慢的時候要慢。 

  因為蘇花公路當時管制的時段是上午五點到九點才能通行，因此，在蘇花

前的道路，機車速度可以稍微加快一些，上了蘇花由於道路蜿蜒曲折、砂石車

眾多，宜放慢速度。拿日常作息來當舉例，研究顯示，人體工作最有效率的時

段，是起床那一剎那到吃晚餐前的這個期間，若能在時效內妥當運用，相信將

會省下不少時間來從事更多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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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上甚麼人都有，不要太意外。 

  蘇花的寬度已經很狹窄，加上又有施工路段，行駛必須更加專注，偏偏就

有小型貨車在下雨天超我們車。相反的，曾經在普通道路上，誤闖入汽車道

內，好心的駕駛等到我們四台機車慢慢騎走後才加速行駛。在我們身旁不乏多

種性格的人，也許有些和我們情投意合，無話不談﹔抑或是水火不相容，令人

感到不自在。俗語說：「一枝草，一點露。」不管接觸的是何者，一定都會有

值得學習的長處，和引以為戒的短缺，就像國文老師林照蘭所說的：「當遭遇

錯愕時不妨先想想，它們想要教會我甚麼？」也許如此，心境的起伏才不會過

於強烈，坦然舒適會因此找上門。 

三、驟雨後，可以期待有彩虹。 

  在屏東關山等待日落時分，下

了毛毛細雨，卻也因而為天空，抹

上一弧聖而不潔的七彩曲線。只為

一次燦爛，蝴蝶願意忍受漫漫黑

暗。在歷史上，亦有不少努力打

拼，最後成就一番霸業的真實案

例。舉個生活上的例子來說，許多

男性渴望擁有一身結實的肌肉，但

有過這種經驗的人曉得，過程並非

想像中的容易。除了飲食控制妥當

外，還需輔以留意每次重訓的組

數，以及等待肌肉修復的時間。在

黑燈瞎火的恐怖中，獨自行走在伸

手不見五指的小徑裡，我們能持續

多久？但從事實上可以很清楚地得

知，唯有在肌肉成長茁壯到容易察

覺時，所付出的汗水及心血才真正

兌現。堅持、不放棄，成了那關鍵

的重要因素。 

 

  晨曦的月亮，既朦朧又深邃；

失焦的枝頭，烘托出月的遙不可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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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過程有時候會比結果來得重要。 

  在通往阿里山鹿林神木的路上，有許多平時很少看見的景色如：高山植

物、櫻花，和幽靜小道等等，它們所帶給我的驚奇，絕不亞於看到神木當下，

那內心的怦然蕩漾。相同地，當我們行進在追求目標的道路上，有許多沿途的

事物，是值得賞玩和珍惜的，可能是曾和我們互動過的人；抑或遭遇當下的心

情寫真；甚至對特定事件所做出的行為反應等。這感覺，就好像玩神奇寶貝遊

戲，玩家享受的絕不只是最後挑戰四大天王的樂趣，而是看著神奇寶貝由青澀

到脫殼進化的心路歷程。 

  日落逝於，用冷豔白平衡所拍攝的蒼穹，一艘駛進港灣的小船，有種回

家的氛圍，訴說著今日的舞台劇，即將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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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不住的紅帽/大學部104級  王郁雯 

續下頁 

 

 

   

  因為要符合這次的主題─管不住的「紅」帽，每一個人入場都需穿著紅色的

服裝，引起大家爭相討論的話題，促進彼此之間的交流。當晚在入口即拍下大

家紅吱吱的模樣以做紀念。看到大家開心表情，真是令人緊張又期待！ 

  一開場就來一段男生帥氣的舞蹈炒熱氣氛，完全看不出是短短一個禮拜鍊

出來的成果。就在這樣熱情的帶動下，開始管院之夜的序曲，隨即一連串的表

演，有性感的女舞、令人害羞的男女合舞，最後則是最新最流行的江南style，更

是把大家的情緒帶到最高點。接下來的調酒大賽也很逗趣，不僅僅只是比喝的

速度，其中穿插的「比手劃腳」更是笑破大家的肚子。 

   

  這次的活動對於三個系而言，其中的意義非常重要也非常特別。為了要增

加系與系之間的認識和交流，管院第一次攜手合辦這麼大規模的活動，我覺得

能跟這麼多厲害的人一起籌備、一起討論、一起解決問題對我而言真的是很寶

貴的經驗，籌備時每個人的付出及努力與感動是呈正比的，準備時有多辛苦，

看到成果時的感動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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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場佈、入場到接下來一個又一

個的表演與遊戲，一環扣一環，能順

利跑完流程代表的是充足的事前準

備。我覺得管院之夜辦得很成功，它

讓三個系的人從陌生到共事再凝聚向

心力成為不可或缺的夥伴，也讓每個

從不同系不同背景的人在同一個時間

相遇，在短暫的時間內累積這些難得

的快樂回億。其實，看到被我拉來參

加的朋友們都玩得很開心的時候，除

了很開心之外，從心裡湧現的是一股

驕傲，從無到有、就像從平地建起高

樓，汗水造就了驕傲，還有最辛苦的

總召們，一直默默的幫我們解決很多

麻煩的事，也給我們很多想法跟支

持，我們才能辦起管院之夜！ 

  在DJ的引領之下，看到大家紛紛衝上舞台展現自己最熱情的一面，也讓台

下舞池中的同學擺動起身軀享受在音樂中。也因在這樣歡愉的氛圍之下，讓大

家卸下平時的課業壓力，陶醉在其中。並且讓財管、企管及資管的同學互相認

識，更是達到這次活動的主要目的。最後，在大家要離場的時候，每一個人也

都依依不捨地不想離開，只能不斷的透過相機捕捉住今晚剎那的回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