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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話 

黃鴻禧（特聘教授兼系主任）                             

    首先恭喜與歡迎各位同學，融入嘉大財金系這個大家庭。

金融相關產業一直都是「 含金量」特高的熱門行業，故本系

自 97 學年度獲准成立後，著眼於培養學生具有金融產業需求

之財金專業知識，以「證券投資」、「公司理財」與「金融市場

與機構」為三大課程主軸，並強調金融資訊訓練，配合當前「

金融科技 FinTech」的發展趨勢。 

    本系現有專任師資皆擁有國內外知名大學的財務金融相關領域博士學位，師

資團隊中擁有會計師、精算師、金融證照、高階英文檢定證書與國外教學資歷。

除專任師資外，另聘金融實務界的高階主管擔任本系兼任教師，教授學生最新的

金融實務課程。因此，本系可以提供學生專業金融學術與實務的學習，以及財金

外文的訓練。本系擁有設備完善的財金實驗室，以及相關的金融演算軟體與模擬

交易系統，可以提供學生良好的金融資訊訓練；另兼顧學生日後進修與就業需求

，本系教學內容強調財金理論與實務並重。 

    由於金融商品與金融科技的日益創新，故以金融專業為職志的我們，應當隨

時進修最新金融知識。因此，在同學的寶貴大學四年生涯中，我們希望大家很努

力的學習財金專業知識。此外，希望大家能夠把握時間積極考取「金融證照」與

「英語檢定」。本系擁有金融證照的模擬考照系統與相關的考試書籍（CFA 等）

，輔導學生考取金融相關證照，以提升學生專業技能與核心能力；此外，本系訂

有金融證照與外語檢定獎勵辦法，獎勵學生考取金融與語文相關證照。 

    為加強學生學以致用與厚實專業技能，縮短學用落差，本系在大四下有九學

分的「校外實習」課程，輔導學生整學期至金融相關產業實習，畢業後立即可在

同一金融機構擔任要職，以達「畢業即就業」的無縫接軌。除輔導學生金融實務

專業技能外，本系師資有良好的學術研究成果，可積極培養學生進修研究能力，

並輔導學生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與進修國內外知名大學研究所；此外

，本系鼓勵學生申請國外大學交換學生，相關進修費用由校方資助。 

    雖然本系成立迄今不到十年，但在幾屆畢業系友的努力下，早已在各界嶄露

頭角。在學術表現上，我們有系友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等歐美知名研究所，以及台

灣大學與政治大學等國內知名研究所。在工作表現上，我們有系友任職於中央銀

行、花旗銀行、台灣銀行與稅捐處等公民營機構。最後，希望大家在大學四年學

習過程中，都能夠學成出師，滿載而歸；更期勉大家以「奮鬥不懈、永不放棄」

的 KANO 精神，不斷精進財金專業智能，並貢獻金融長才於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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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教師簡介 

  
 

 

李鴻文教授 

兼管理學院院長 

張立言教授 

兼管理學院副院長 

黃鴻禧特聘教授 

兼系主任 

蔡柳卿教授 

    

 

 

   

張瑞娟教授 黃子庭副教授 許明峰副教授 

   

 

 

 

    

李永琮副教授 吳宗哲助理教授 王温淨助理教授 鍾暳陵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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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學會幹部介紹 

                         

   會長：陳乃僡  副會長：張家榜   公關：羅鈺潔    公關：許恩綺              

                 

   活動：王毓蓁    活動：黃郁惠     美宣:曾韻霖      美宣：劉昀晴 

          
  財務：蕭賀元    財務：林晉宇     資訊：吳芷萱   資訊：魏吟芸      

        

  體育：陳嵩峻     體育：陳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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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校外參訪

活動時間: 106年 12月 25日(一)早上 9:00~下午 6:00 
活動地點: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活動宗旨: 為加深學生對財金相關機構之認知，配合課程   
          內容，特安排本【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校外     
          參訪。除了藉此增加教學素材，並透過就地教學、意見交流，提升教學樂    
          趣，加深對進出口與海關業務的了解，拉近學生與財金產業之距離。 

活動心得 
這次到高雄關小港分關參觀，首先我們先觀賞了介紹海關的影片，從裡面可以

得知海關的工作內容以及相關業務，像是進出口的貨物需要經過報關的程序，

海關對於連線通關之報單實施電腦審核及抽驗，其通關方式分為下列三種，(1)

免審免驗通關（C1）：免審書面文件免驗貨物放行。(2)文件審核通關（C2）：審

核書面文件免驗貨物放行。(3)貨物查驗通關

（C3）：查驗貨物及審核書面文件放行。以及在檢

查貨櫃裡的貨物時是使用機動式貨櫃檢查儀，這個

檢查儀可藉由輻射源高穿透力，對不同貨物的不同

密度，產生深淺畫面區隔，再配合各項先進影像解

析軟體功能，對貨櫃內容物做初步快速的影像研

判，用這樣方式可對貨櫃進行快速、有效的檢查，避免造成通關障礙，尤其是

非破壞性檢查，可提升業者的進出口競爭力，並減少人力作業量。隨後，我們

便參觀了他們處理業務的區域，以及幫我們介紹

了查詢貨物編號的網站，這些網站的資訊都是很

透明化的，讓民眾都能輕易地查詢，並且能清楚

知道自己問題的答案和權益。 

在這次參訪海關的過程中，我們除了深入的了解

到了海關作業，更重要的是我們也可以從中學

習。身為財金系的學生，除了本身專業領域外，我們也要多看,多學一些有關管

理的學問。像是這次的海關參訪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如何有效運用人力。每天

要處理上百上千件的文件，但是人力卻相對不充

裕時，如何跟相關的單位協調合作，如何將自己

僅有的人員作最適當的分配，把珍貴的資源放在

正確的地方，發揮出最大的經濟效益，並做出理

智的抉擇。上述都是讀管理學院的我們最該學習

的，如何讓資源做最適當的安排，如何讓行政效

率提高，如何讓企業到最大效益，如何以最低成本達到最高收益，都是專業管

理人才該學會的。這次活動的最大收穫，就是讓熟讀課本的學生，能夠透過實

際參訪，增加實務經驗外，也是對自己所學的一個反饋，讓我們知道自己的不

足，增加學習的動力，以及能多一個目標能夠追求。期許將來能夠學以致用，

把自己所學到的東西，放在實務上，真正對社會貢獻出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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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單公告-書卷獎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書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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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單公告-升學榜單 

 

 
 

107 學年度碩士班推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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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榜單公告-校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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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週會講座心得 
(財金系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106/12/20 第二次系週會) 

 
本次講座的講者是 WFLY CO FOUNDER 創

辦人蔡宜哲，同時也是 FINTECHBASE 第三

梯 次 金 融 科 技 專 家 培 訓 營 成 員 。

FINTECHBASE 的中文名稱是金融科技創新

基地，這是國內第一個由產、官、研共同孕育

與投入所成立的垂直領域專屬創新生態圈，期

待整合各界資源，尤其是金融、科技兩大產業

跨領域各項資源交流與整合下，盼能成為推動

台灣金融科技人才、新創事業、金融事業轉型的重要推手。蔡宜哲先生在講座的

開始先以最早期、最簡單的交易方式-以物易物，接著一一介紹隨著時代的演進

慢慢發展的各種金融活動。之後介紹到六百年前首度出現的融資機構-銀行的出

現，以及隨著金融活動逐漸興盛而出現的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保險這個名詞的出現

。而伴隨著科技的發展，各種金融機構，像是銀行，也逐漸朝著數位化、網路化

的方向前進，在演講內容中有提到 Bill Gatesg 說過的一句話  “Banking is 

necessary,banks are not”這意味著隨著科技的發展，一些金融業的工作將可能會被

取代掉。蔡宜哲先生也提到一個現代融資活動的問題，根據世界經濟論壇(ＷＥ

Ｆ)的調查資料顯示，全球 7 兆多人口中，竟有 2.5 兆的人無法取得金融服務。這

起因於有些融資活動的門檻過高，使得沒有錢的人只能被迫選擇尋找高利貸才能

取得資金，這也導致許多金融問題的產生，使得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沒錢的人

則越來越窮。而近代為了解決此一問題，也出現許多解決方法，其中一個很成功

的例子就是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

·尤努斯所提出的小額貸款的發想與實踐，他讓

那些因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

也能取得貸款，他首創的小額信貸制度已廣及全

球數十個國家，改善成千上萬窮人的生活。 

蔡宜哲先生在講座中也提了需多科技應用在市

場活動的例子，像是英國的支付科技公司

Global Processing Services (GPS)，結合大數據驅

動的線上保險公司 Oscar Heaith，應用在理財方面的 Wealthfront，以學生借貸起

家的 P2P 借貸平台 SoFi，大眾募集資的房地產投資平台 Property Partner。最後

再以自身的創業故事作總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3%B6%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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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益金鼎證券實習心得 
撰稿 / 財金四甲詹書昀 

以往的暑假，我總是睡到自然醒，每天

中午甚至是下午才是一天的開始。但是今年

的暑假很不一樣，因為我到了群益金鼎證券

實習。還記得實習的第一天，我帶著忐忑不

安的心情，來到公司，這個陌生的環境及對

未來的不確定讓我心生了些許的不安，但其

實更多的是期待，我期待在這裡遇見更多的

人，了解更多的事，讓自己獲得更多的成長

。星期一和二，我必須得搭著很早的火車，到台南分公司，因為群益

金鼎證券為實習生們找來了很多的講師，準備了相當豐富的課程。包

括了開戶、策略王及超級贏家的使用、股票、權證、信託…。 

    在開戶這堂課：我們每個實習生都必須得親自完成自己的開戶流

程，包括安裝群益 GO+、掌中財神、集保 E 存摺的 app 等等。而策

略王及超級贏家的使用，讓我們了解如何使用電腦下單、看股票的基

本面、技術面…、個人化的面板設置及超光速下單的功能。講師還教

了我們許多跟權證有關的專業知識，包括價內、價平、價外時如何操

作，什麼時候認購權證，除了課本上的內容外，還有很多是學校所學

不到的。在信託方面:無論是金錢信託、有價證券信託甚至是尚未開放

的不動產信託，講師們都介紹的鉅細靡遺。 

    而星期三到五，我會待在嘉義分公司裡，雖然不用搭很早的火車

，但我會和公司的其他哥哥姐姐們一起參加晨會，無論是聽當天的股

票分析，期貨、選擇權分析，都讓我聽得嘖嘖稱奇。每天都可以學到

新的東西。其實目前的證券業都有再慢慢的轉型，不再只是單純的買

賣股票而已，基金、保險，甚至是結構型金融商品，如：ELN、PGN
，都有在操作，專業知識是我們所急迫需要的。而如果要販賣一些保

險，如產險、壽險、投資型保單，都要相關證照，否則是無法幫客戶

進行交易的。所以建議:很多證照其實不難考，如果已經決定畢業要就

業了，或者是暑假想要去相關行業實習的話，趕快去把金融相關的證

照考一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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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暑期實習心得－深圳分行 

                         撰稿 / 財金四甲黃子桓 

前言 

在此特別感謝鴻禧主任、永琮老師為我撰寫推薦信，

讓中國銀行台北分行於本人人生正準備跨入下一個階段之

夕，在數百名競爭者中選擇了我，讓我在其中脫穎而出，獲得前往中國銀行暑期

實習的機會。在這將近一個月的實習時間裡，充分地體驗到大陸的經濟情勢及銀

行系統，也讓自己提早感受職場與在學時截然不同的氛圍，了解自己的優勢與不

足，期望自己成為更好更強的金融從業人員。 

赴深圳實習前-北京金融研訓院 

    在各自前往分行實習前，大家齊聚北京金融研訓院集體受訓。在北京的這段

日子裡，學習到了許多關於銀行等綜合課程(如:中國銀行組織架構與人力資源管

理、高效能溝通、中國銀行發展戰略、中國銀行歷史沿革、中國大陸宏觀經濟)。

了解到中國銀行的百年歷史，從起初的央行→外貿專業化銀行→外匯專業化銀行

→全功能商業銀行→國際化上市商業銀行集團，是中國唯一一家富有歷史經營百

年的銀行。中國銀行近年來更被選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憑藉著中國銀行在世

界的影響力，使自我成長茁壯、走向國際的最佳舞台，是許多名流大學金融專業

學生嚮往工作的地方。 

    其中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劉玲玲教授所主講的中國大陸宏觀經濟最令

我印象深刻，劉教授教授是我第一位所接觸到的大陸學者，一場思想的激烈碰撞

就此展開。經濟體質、政策導向、資本市場開放與國際關係等等，一個十三億人

口的經濟體的發展與變革牽一髮而動

全身。同時作為全球經濟成長的引擎，

又同時觀察周圍國家的發展經驗作為

借鏡，彼此互相交流觀望，使中國的產

業供需結構逐漸改變，進而影響全球

金融市場走向。聽完劉玲玲教授的課

程後，有了兩岸有著相同的經濟理論

卻有不同的思想論點的體悟，進而使

自己反思，培養出獨立思考的批判能

力。 ↑ 北京國際金融研訓院- 2017年 
大學生參加中國銀行暑期實習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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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期間中國銀行了安排參觀北京總行的行程，一踏入大廳便被浩大的氣

場所震懾，華麗氣派的大廳有山明水秀，由國際建築大師貝聿銘所設計乃中西合

璧的最佳示範，總行也時常接待各國政要，是個菁英雲集的人文薈萃的地方。隨

後也參觀了保險庫與投資交易室，其中投資交易室最令我驚訝，每個交易員必須

監控五至六台電腦，時時掌控基金、匯率與黃金貴重金屬、期貨選擇權的價格浮

動。再加上一帶一路，中國銀行提供沿線國家的匯率報價，投入的新放貸總量達

594兆美元，為推動巨型政策的重要工

程。交易室一天的交易額乃天文數字，

儘管價格僅微幅波動 0.01 個百分點，

其影響的資產金額仍達上億，令人大開

眼見。隨後也參訪了相當著名的圓明園

與頤和園，在殘破的大水法面前不禁感

慨:戰爭無情且可怕，曾經的花好月圓，如今去成了殘破不堪的磚瓦散落在眼前，

像是最強烈地無聲抗議戰爭的無情與百姓付出的慘痛代價。深刻地告誡我們和平

與自我圖強的重要。 

 

          ↑古蹟圓明園大法水 

→中國銀行北京總行大堂         

           

↓北京金融研訓院培訓課程 

 

 

 

 

 

 

Week1營業部 

    深圳分行將實習生散佈至各個支行，而我

被分配至東門支行，東門支行坐落於深圳最熱

鬧的老街區，其底下管轄九個網點。第一週我

被分派至大堂與個人理財室之間實習，大堂裡充人潮，身為實習生的我相當緊張，

因為隨時都有可能被客戶要求提供服務。在大堂的學習過程中，大致理解了大陸

民眾赴銀行所承辦的業務，大部分是申辦社保卡、公積金業務、開卡、辦理手機

銀行與網路銀行、購買外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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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小恰巧為新北市的大小，然而人口卻有

2500萬人，故深圳的人口密度相當地高，就算有許多

支行來服務客戶，其每間客流量仍相當大。此時，智

能櫃台就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智能櫃檯上能夠

轉帳、購買理財商品、保險、打印流水、開通手機銀

行、開卡及更換動態安全憑證(E-token)等等，所以

為櫃台業務疏通了一定的人潮，操作智能櫃台僅需幾

位人員輔導操作與介紹項目的差異，即可辦理許多台

灣必須臨櫃才能辦理的業務，為中國銀行節省了不

少人力成本。在大堂實習的期間也充分體驗到金融

服務業的辛苦，對於每位辦理業務的客戶都必須謙

遜有禮且很有耐心地解釋客戶所提出的問題。所幸大堂經理總是在大堂穿梭處理

大小事，並提供顧客專業的諮詢服務，也讓在一旁的我邊觀摩邊實作，快速地熟

悉上手許多業務。在台灣的銀行，經理較不常與客戶做第一線的接觸，然而在中

國銀行我看到作為服務業的可貴精神，對於每個層級的客戶都能享受到大堂經理

的最用心、最專業的服務。 

                                       

←教導客戶操作智能櫃台 

                

部門合照→ 

 

 

 

 

 

Week2公司金融部 

一.企業網銀 

    這週在人事部安排下來到了公司金融部裡實習，公司金融部裡客戶資料都要

與客戶簽署保密協議，從這點可以看出公司的授信業務流程都相當地安全嚴謹。

本次我主要學習的內容項目為企業辦理網路銀行所需要的授信過程，企業辦理網

銀可以發放工資、理財、轉帳、換匯和商業匯票，節省臨櫃辦理業務的時間成本

與鎖住優惠匯率價格就是企業辦理網路銀行最大的好處。例如:以往發放工資都

↑大堂引導員協客戶分流 



 
 

- 13 - 
 

必須攜帶許多文件到櫃檯才能進行辦理，過程中還要排隊等冗長手續，但網路銀

行只需要通過三位負責人的審核，即可將帳款匯入員工戶頭。企業辦理網銀需要

有重要的三個內部負責人: 經辦人、複核人、授權人有點類似於擔保人內部控制

的概念，三者互相制衡以避免一人獨攬大權將資金中飽私囊。 

    企業申請網路銀行必須填寫申請開戶表單並且提供營業執照、開戶許可證、

擔保人身分證件正反影本，經審核過關後企業即可開通網路銀行。而本次我在公

金主要在檢查企業辦理網銀的表單與資料是否有缺漏，若有資料有不全將其註記

並退還給結算部，由結算部通知企業進行補繳、繳齊相關資料文件。(企業申辦

網銀的情況) 

二.公司授信借貸 

    銀行放貸給企業必須評估企業的還款能力，這時客戶經理必須評估企業的

現金流量、有無擔保品抵押、生產產品的屬性內容、存貨管理情況等

等......。授信是一項必須嚴謹小心的業務流程，倘若授信給綜合能力不佳的

企業，銀行將承受莫大的風險，往往投放出去的資金將全部石沉大海。授信需

要注意很多面向包括公司的融資需求、經營情況、擔保條件、監控帳戶、財務

報表和貸款種類。儘管許多財務指標能夠看出公司大致營運的情況，但時常會

有造假或美化窗飾的情況，這時就需要搭配銀行流水、納稅收入資料、與公司

財務人員訪談、實際到公司調查等等。 

Week3個人金融部 

    東門支行為八家網點的管轄行，而我在個人金融部裡主要資料處理每位理

財經理的績效指標再彙報給上級，如:理財經理所管理的金融資產、大存款的

日、月變動數與排名與製作圖表等等......，並由報告數據中推測可能影響績

效的原因，如同行競爭激烈或是大環境影響等等......。除個人借貸款之外，

對於營業部的業務管理也是個金部的重要課題，我

在實習期間也撰寫了相關文案與基層員工對於風控

的反饋，也感受到中國銀行個金部對於員工管理相

當的有系統化、高效率。 

 

←與個人金融部長官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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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實習心得  

                      撰稿/ 財金四甲陳昱儒 

    在實習的這段期間，雖然只有短短兩個月的時

間，但是在保險商品方面得到了非常大的收穫，這

裡的課程都很扎實，對於商品都會給予我們詳細的

介紹，與教導我們銷售的技巧，我覺得這在未來有

很大的助力，若不是有經過相關的課程，繁複的保

單條款與文謅謅的內容其實不容易去理解，這讓以

後若自身有需要購買保險商品實不會這麼的茫然，也能保障自己。在

這段期間改變了很多懶散的態度，變得積極自律。透過走入市場，與

客戶溝通的實務經驗，在人際方面的處事也變得更加圓滑，學習應對

進退的能力是相當中要有幫助的。在這個階段裡，也打破了以往對於

保險業的刻板印象，了解到這個行業的價值，保險業在市場環境了擔

任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它所含有的意義與功能值得被推廣。 

最後想建議學弟妹，在即將畢業前夕，我覺得參與實習瞭解職場

文化是必要的，必須提前為未來做準備。系上有給予我們去了解每個

相關行業的機會，要親身體會才會知道自己到底適合哪個、喜歡哪個

職業，這樣才不會畢業後像無頭蒼蠅一樣茫然無目的。找工作最怕找

到自己不喜歡，卻得屈就的工作環境，所以請把握這次的機會多去認

識、了解。我覺得南山的工作環境與氛圍很讓人舒服，而且會給人一

種永無止盡的衝進與動力去完成工作，他們的獎勵與教育制度非常的

扎實，推薦大家可以好好的來了解這個產業與南山這間公司，就算畢

業後不打算走入這行，我相信在這邊學到的東西一定會受用無窮，業

務能力是誰也帶不走，我們自身的寶貴資產。而且多了解保險，對於

往後自己的保單規劃等等也不會不知所措，培養自己對於保險的識讀

能力，就是為自己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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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實習心得  
                 撰稿 / 財金四甲李展青 

 

我的個人實習目標： 

一、讓付出的時間不會白白浪費，最低的門檻

就是拿到這 3 學分。 

二、在實習期間考取人身保險業務員證照、產

險證照、外幣證照、以及投資型保單證照。  

三、面對來自各學校同學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為未來建立人脈。 

四、徹底了解保險業的工作型態，以及在市場上的定位和未來發展。 

五、實習期間學習學校課本外的商品知識，看懂保單條款。 

六、深入體會保險業務工作，走入市場進行職場體驗。 

七、利用業務工作特質，彌補實習沒有薪水的缺點。 

 

    建議學弟妹明年在選擇實習機構前，不要把選擇實習跟選擇未來

工作混為一談，我認為實習最主要的目的是了解一項產業的環境、工

作內容、市場定位、最重要的是認識新的朋友增加人脈，實習機構這

麼多，不能期許自己第一次就挑到適合自己的，所以應該要用選擇題

刪去法的心態，多一次實習為未來的抉擇多一個刪去的選項。在面試

期間，多上網了解可以更自己讓瞭解每一家企業的背景，更確定自己

的選擇，面試也更容易上榜。然後既然選擇了這個實習的企業，就要

愛己所擇，全力以赴，讓已經付出的時間得到最大的效益。當然在實

習過程中，難免覺得疲憊，在學校上課都沒有那麼早起，現在每天跟

高中一樣都要七點起床，但是來到公司基本的禮貌還有認真的態度還

是不能鬆懈。 
 

 



 
 

- 16 - 
 

 

 

迎新茶會 
                                                    

 
北區茶會 

總召：王毓蓁 

時間：2017 年 8月 24日  

地點：Mita義式廚房(凱薩店)

參加人數：16人 
 
 

 

 

 
中區茶會 

總召：張家榜  

時間：2017 年 8月 25日  

地點：Hun混(一中店)  

參加人數：16人 

 

 

南區茶會 

總召：吳芷萱  

時間：2017 年 8月 27日  

地點：235巷 Pasta  

參加人數：27人 
 

 

系學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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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大學財金系 110級迎新宿營 
 「金靈寶可夢 就決定是你了」 
時間 : 2017/9/23 ~ 2017/9/24 

地點 : 台南走馬瀨農場 

目的 : 藉由為期兩天一夜的活動,使新生對於

新的學習環境能快速適應,並與舊生有一良性

互動。用一輕鬆的活動方式,求能讓新生不恐

懼新的學校生活,與其同學及學長姊相互認識,

融洽相處。  
 
←這此活動的主題,結合近年來時下相當流
行的精靈寶可夢來發想而圖片中的六隻神
奇寶貝也分別代表六個小隊。 
 

Day1 
 

一早大家在草地上集合完所進行的宣誓時間,透
過宣誓,凝聚彼此間的向心力,讓大家能在這兩天

內彼此互相扶持並盡情享受活動。→ 
 

    
 
←第一天下午 
隊輔與小隊員手牽著手專注於其中 
                

 

 

六個小隊在走馬瀨會館外拍溫馨大合照→ 

Day2 水大地 
↓有別於以往,今年我們結合與水有關的活

動,讓大家消消暑氣。 

 

 

 

 

 

 

 

 

  

 

↑閉幕寫烏龜板時熱烈討論的照片, 
回想這兩天活動的點點滴滴,並寫下對於彼此想說的話。 

←為期兩天一夜的活動 
就在歡笑聲中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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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直屬 
「直想屬於你」 

     大學曾經對你我來說都是一個新的環境，剛步入校園都會害怕
去適應害怕去摸索，但藉由系上抽直屬的活動，讓每個大一新生擁
有一位屬於自己的學長姐，熟悉大學中的生活。 
 

                  

 

 

                   大三大四學長姐→   

 

←操盤家合照 

 

                                              

                                   

↑銀行家合照 

活動結束後，每位大一新生都配有屬

於自己的直屬也被分進各個家，使每

個家庭都注入新生命，成為財金這個

大家庭的一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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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服日 

「我的制由年代」 

用三年憧憬那四年，卻用四年想念那三年 
          財金系的傳統-制服日。 
為了讓剛升大學的小大一重拾脫下不久的
制服，想想這說長不長說短不短的三年，
也讓大二到大四的學長姐們回味高中曾經
美好的日子，請大家穿著制服一起玩遊戲。 

 
 

 

 

 

↑主持人的造型是參考電影 

《我的少女時代》男女主角讓大家參與

活動的時候更有高中的感覺。 

                                                                    

                                              

↑潛力股遊戲獲獎合照   

 

                      

 

←遊戲中喝飲料的環節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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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系 K  
「金聲尖叫」 

時間 : 2017/12/6 

地點 : A棟 107階梯教室 

目的 : 有一副好歌喉卻沒地方也沒機會展現 ? 系 K舉辦了一個大舞台讓大家

展現自己的好聲音，並讓大家在平時認真閱讀之中休閒一下。 

 

得獎者名單 :  

 

個人第一名 吳緯塵 

個人第二名 林思函 

個人第三名 廖家曼 

      

 

 

 

 

      

 

 

 

                                                 

                                        

 

 
        

 

 
 

 

←大合照 

 

 

團體第一名 廖家曼&沈渝蓉 

團體第二名 吳緯塵&薛博瀚 

團體第三名 張友竹&張毓宗&張愷益 

明日之星 程奕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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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不剩單 

「金晚一企嗨」 

活動時間：12/20（三）18:30 

活動地點：圓形廣場 

活動宗旨：財金系系學會及企管系系學會希望藉由聯合聖誕晚會促進

兩系的感情,讓大家彼此認識更深,增進交際能力,並由此活動提供兩

系上同學一個能盡情表現的舞台。 

 

活動過程：夜幕降臨,財金以及企管系的

同學每人帶著交換禮物前來報到,不畏

戶外的低溫前來參加第一次的兩系合辦

活動,首先兩系學會帶來精彩的舞蹈表

演,為活

動展開序幕,緊接著財金大一白旭恆

同學帶來兩首歌的吉他演奏,以及財

金大四李明恩同學的韓舞獨秀,毫無

冷場的表演結束後,為大家準備團康

遊戲,透過分組遊戲來認識其他新朋

友,同學們都熱情參與,玩的不亦樂乎,再冷的天氣都因為熱情而溫暖

起來。說到聖誕節一定不能沒有交換禮物的活動!交換禮物還不過癮

嗎?系學會還準備了許多禮物給大家抽獎!盡興的玩樂後,活動於兩系

學會的歡樂大排結束了。 
 

大家盡情投入於遊戲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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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完遊戲後享用美味的 buffet 

 

 

 

 

享用完美食後的交換禮物.抽獎活動及

遊戲第一名組別的頒獎 
 

                                      

                                            

                 ▲交換禮物時間 

 

 

                       ▼全體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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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活動預告… 
 

 

   3月份 
   財金大主廚 

 

 

 

4 月份體育週 

          ▲籃球               ▲羽球                 ▲保齡球                               

           ▲排球                            ▲躲避球 

 

 

 
5 月份 

娛樂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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