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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經濟系系友

頤賢館103學年度正式啟用  新大樓新氣象

臺大社會科學院於103年8月26日上午於徐州路院區大禮堂舉行
「遷院惜別會」，緬懷往日的溫馨歲月，並於當日中午於校總區頤賢

館三樓梁國樹國際會議廳舉行「入厝典禮」，楊泮池校長、各界貴賓

與校內師長齊聚一堂，慶祝社科院經濟系和政治系回到校總區。

頤賢館係由著名建築師伊東豊雄設計，自2010年3月動工，工程
經費高達16.1億元。除教育部補助4.7億元、地下停車場貸款4.2億元和
本校自籌外，來自校友、系友和各界人士的捐贈，總額超過8億元；
其中東和鋼鐵董事長侯貞雄系友捐贈8,100噸鋼筋及現金8,000萬(共值
3億3,000萬元)、臺灣水泥辜成允董事長捐贈價值1億元之預拌混凝土
及9,000萬現金、和碩科技童子賢董事長和徐世昌副董事長(校友)捐贈
1億6,000萬現金、國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劉介宙校友捐贈1億1,000萬
現金，再加上無數熱心校友、系友的持續捐款與協助之下，總算克服

重重困難，社會科學院在校總區有了完整的院區，四系三所師生終於

可以齊聚在一起，不但上課方便，亦有助於科際整合，同時，嶄新的

頤賢館也帶來了新氣象與新希望。

建築宏偉 功能皆備
頤賢館位於臺大辛亥路校門西側，主建築教學大樓是一棟長168

公尺，地上8層、地下2層的長形建築物；三樓中央獨特的空中花園會
議廳為「梁國樹國際會議廳」，一樓設計感與現代感十足的圖書館，

為「辜振甫紀念圖書館」。大樓前方有一棟造型如蓮葉的圖書館閱覽

廳，其最大特色是將圖書館閱覽廳獨立於建築物外，室內由八十八根

不規則排列的立柱，連接狀似雲朵、又似蓮葉的橢圓形屋頂，塑造出

在森林蔭下閱讀的意象。

 除了圖書館外，頤賢館一樓還有教師交誼廳、學生社團交誼
廳、可容納300多人的和碩講堂以及100人以上的教室。二樓是學生社
團辦公室與數間大教室。三樓為經濟系與政治系兩系辦公室及其會議

室、梁國樹國際會議廳及教室。四樓有社科院辦公室、會議室與教

室。五樓為社科院各研究中心辦公室和數間教室。六樓為經濟系與政

治系研究生之教室和研究室。七樓、八樓則為經濟系與政治系之教師

研究室。

由於新大樓空間寬敞，並具有新穎設備，自正式啟用後一些學

術性、社團性活動已於本大樓舉行。顯見新大樓不僅提供師生上課空

間，同時還可滿足多元的服務需求。期許學生在這樣宏偉的新建築

中，除能獲得更寬廣的知識，更恢宏的氣度，未來也能為國家發展作

出更大的貢獻。

臺大經濟系已建置F a c e b o o k
網路社群（FB帳號 :Econman 
Ntu）:「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系

友」社團、「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粉絲團。歡迎各位系友

按讚加入，並廣邀各屆系友加入！希望透過此平台，維繫與

凝聚經濟系友的向心力，並提供大家互相交流的環境。



臺大經濟系友會訊2／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　第十五期

◎鄭金蓮／口述　薛翔之／撰文

◎楊雅惠／口述　薛翔之／撰文

憂心臺灣年輕人未來系友專訪

同事們見識到她機智的一面。過去這位「嗆」
她的這名同事，如今成為她旗下公司的高階主
管。

鄭博士和夫婿辛永光博士同在貝爾實驗
室工作，收入優渥。不過，後來公司經營出
現變化，夫婦倆離開公司後，一度考慮回臺
任教，但是在考量待遇，以及兼顧家庭等因
素後，決定和先生留在美國，攜手創業。當
時正值光纖通訊市場的榮景，成立Institutional 
Communications Company（ICC），在設立之
初，股東要求的獲利回報是5年要雙倍，結果
ICC提前達陣，在2年內達到5倍。

學習致勝關鍵「Elevator Speech」
鄭博士過去在貝爾實驗室接受過表達訓

練，學習溝通協調能力和技巧。這項訓練使她
日後面對投資人和大眾媒體時，談話內容總能
令人印象深刻，也因為談吐風趣，鄭博士經常
受邀發表演講，分享心路歷程。

她嚴以律己，也嚴以律人，要求旗下
員工，甚至是自己的兒子，須能夠在2分鐘
內，發表使人記憶深刻的演講或交談，學習
Elevator Speech。因為每個人隨時有可能在電
梯裡、或是咖啡間，遇到一位對你事業具有
關鍵性力量的重要人物。因此在短暫2分鐘談
話，引起對方的興趣，是一項重要的能力。

鄭博士旅居美國多年，每逢重要慶典、活
動，就會抽空回臺；此次接受採訪的過程中，
說起往事，談笑風生；不過，對於近年來臺灣
的變化，難掩對故鄉的憂心，特別是擔憂臺灣
年輕人的未來。她說，年輕人在輿論的催化
下，愈來愈悲觀消極，讓她很心疼。

除此之外，她發現臺灣小孩花了太多的時
間在滑手機；寶貴的生命和時間，都被滑（手
機）掉了！反觀中國大陸的小孩，因為缺乏學
習資源和機會，當遇到有機會時，就充滿打死
不退的拼勁。這群大陸孩子「拼命」的態度，
是現在臺灣年輕人身上，不太容易找到的。臺
灣若再不急起直追，5年之內恐喪失競爭力，
被世界遠遠拋在後頭。

盼集結眾人力量 傳承經驗
她建議，正在求學階段的年輕人，「別讀

死書」、「別一昧地滑手機」。若是對所學沒
有興趣，就尋找自己有興趣的產業打工。除此
之外，即便對課程沒有興趣，也應珍惜教育機
會。若能集結海外留學生的力量，將臺灣的精
神以及國際競爭力的經驗傳承，協助在臺灣各
領域的年輕人，我們其實沒有悲觀的理由。鄭
博士也希望用自己辛苦一輩子賺來的資金、技
術和能力，用於關心家鄉的下一代。

鄭博士說，自己年輕時，很喜歡談生涯
規劃，隨著年紀漸長，發現生涯沒辦法規劃，
因為計劃趕不上變化。她所能做的，是對生命
的期許，以最謙卑的態度，面對未來。既然無
法凡事按計劃走，那就隨波浪而行，每個人站
在浪頭上，確保自己不會被浪沖掉。同時，觀
察其他波浪，隨時做好準備，只要有合適的浪
頭，就踩上新的浪頭，開創下一個巔峰。

鄭博士在美國期間，臨盆時因新手麻醉
醫師打錯針，昏迷了5天，在鬼門關前走一
回；歷經生死交關後，她對死亡無所畏懼，
並相信自己是帶著任務再度回到這個世界。
這一位事業一帆風順、成就非凡的女強人；
她的丈夫，既是工作上的夥伴，也是2個兒子
的父親，夫妻倆相處互動，格外引人好奇。
在採訪途中，鄭博士只要提到丈夫，總是把
「我真的很幸運，有一個這麼好的老公！」
掛在嘴邊；這一句話，已勝過千言萬語。 
（鄭金蓮博士1974年自臺大經濟系畢業、美國
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經濟學碩士、作業研究／
計量經濟學博士，現為Integral Communications
與Linx Global Health的總裁、CEO）

故事是這樣開始的：

一名23歲的女孩，為了一圓出國留學深
造的夢想，帶著僅有的50美元和經濟學原理
中文版課本的帆布袋，獨自一人搭機，飄洋
過海，前往陌生的國度─美國德州。

事業版圖廣闊

這個故事的主人翁－鄭金蓮博士（Dr. 
Alice Hsin），在40年後的今天擁有多家公
司，事業體遍及整合通訊、光纖科技、生醫系
統科技、生藥研發、節能綠建築、房地產和電
影科技等。

鄭博士如今的成就，絕非偶然，她認為對
於任何事情，充滿熱情，至為關鍵。她依循這
個原則，在每一個求學階段，以及工作崗位，
把握所有契機。在她大三時，美國知名藥廠禮
來公司（Eli Lilly）拓展臺灣市場，打算僱用
臺大商學院研究所的畢業生。她得知後便毛遂
自薦，主動聯繫藥廠，表現出強烈企圖心。
後來她成功獲得這項職務，也因為工作之故，
須以英語和美國藥廠直接聯繫，因而練就流利
的英語能力。在本系畢業後，前往工研院面試
時，其他應徵的求職者，清一色都是男性，且
幾乎都是喝過洋墨水的佼佼者；因此，面試官
與她面試時，原本不抱太大期待，想以英文考
試，讓她打退堂鼓；但她中英文翻譯迅速，且
英語對談流利順暢，因此順利進入工研院任
職。

鄭博士取得博士學位後，曾在州長辦公
室擔任經濟企劃；1979年進入美國名列前茅的
企業─貝爾實驗室（Bell Laboratories），和她
同期的同事個個出身名校，鄭博士是唯一的華
人女性。她記得初到公司報到時，一名盛氣凌
人的新同事用瞧不起的言語對她下馬威。鄭博
士說，當時眼淚就要掉下來了，但是想起父親
曾說過的話：「掉眼淚就輸了！當你想哭的時
候，吸一口氣，數10下，把眼淚壓下來，智慧
就來了！」鄭博士隨即也嗆辣回應，讓在場的

鄭金蓮

甫卸下金管
會委員職務，楊
雅惠今  (2014年) 
年 9月接下新職
─考試院考試委
員；肩負健全文
官法制，激勵公
務人員士氣的重
責大任。

面 對 新 任
務，楊雅惠委員

一方面持續為國家擇取優秀的人才，另一方
面，隨著全民對公僕的期待與日俱增，她也
期許為公務體系注入更多人文關懷的元素，
開啟另一股新風氣。

楊雅惠委員畢業於本校商學系工商管理
組。在修習經濟學理論時，發現相較於企管課
程，經濟學科範圍更廣泛，擴大到國家管理層
面，與社會動態息息相關，而且經濟行為或
政府決策在經由經濟模型的邏輯性分析後，有
更清晰的認識，因此加深了她日後深入研究經
濟學的動力。楊委員在臺大經研所先後取得碩

結合經濟和藝術 打造高人文素養的公務體系
士、博士學位，投入貨幣銀行、金融制度，以
及產業金融的研究領域。她說，之所以專攻金
融貨幣做為研究範疇，是因為所有經濟活動都
涉及貨幣金融交易，有其重要性。

教學、研究　一生不放棄的事

對教學和研究情有獨鍾的她，曾在中華經
濟研究院任職，以及在臺北大學經濟系、政治
大學金融系，與臺大財金系任教；即使轉任公
職，對研究工作不曾有一絲懈怠，如今在考試
院任職，持續關注財經議題；她說，「教學、
研究是一生都不願意放棄的事情！」

細數任職單位，中經院、金管會，以及考
試院，職掌不盡相同；楊委員說，中經院擔任
國家政策智庫，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言，屬於制
度的間接影響者；金管會是直接決策的單位，
參與政策的研擬、制定。考試院涉及國內主要
考試、銓敘法規，各個委員另有專長分工，因
此，以經濟見長的楊委員，即使擔任考試委
員，和金融市場仍然關係密切；例如：培育、
拔擢優秀金融人才。

看問題 避免流於見樹不見林
行政部門的政策方向，難免引起外界議論

批評，楊委員長期參與政府決策，她說，很多

政策的形成，不能只從一個角度評估，必須多
方反覆思索衡量，找出最適切的方式。除此之
外，監理機關必須在除弊和興利之間，找出均
衡點，並引導業者走出紅海競爭，跟上國際化
的腳步。

楊委員在學校授課時，內容除了融入實際
案例，更重要的是要傳達正確的觀念給學生。
臺大學生未來勢必是社會的菁英，可望佔有一
席之地，因此在課堂上，楊委員不時傳達看問
題避免「見樹不見林」、「以偏概全」的錯
誤，才能有全面性且公正客觀的看法；畢竟評
論一件事情，比決策一件事情，容易得多。

從經濟學的觀點，市場由每個參與者共同
決定，每個參與者有其立場，在商品市場裡，
消費者和廠商對價格的看法，立場完全不同，
因此行政部門若只站在其中一方，另一方就會
被忽略，例如在勞動市場裡，在國內引起不少
討論的最低工資問題，勞工團體和資方看法，
便呈現對立。

考試委員的任期，為期6年，楊委員說，
工作任務之一是為國內發掘更多人才，另外她
也訂下目標，期許能為公務體系注入更多的人
文關懷。過去一連串的事件，往往讓公務員成
為眾矢之的，成為抒發不滿的對象。楊委員認
為，社會各界對公務員的期待，日益增加，不
過公務員之所以被稱為「公僕」，除了具備基
本的專業能力，更應該多關心社會。

（下接第三版）

鄭金蓮博士和

夫婿辛永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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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穎、朱建達／口述　◎ 薛翔之／撰文

李宗穎 老師
熱中學習 交換學生豐富閱歷

進入臺大財
金系後，我一直
熱中學業、用功
學習，以全系第2
名畢業，曾拿過
6次書卷獎。但
臺灣的環境似乎
很難滿足我，因
為同學同質性太
高；相較之下，
美國大學入學著

重社會服務和特殊才能表現，學生來源多元，
校園充滿各式怪咖，是很有魅力的學習環境。
我一直想出國看看不同的世界，尤其是美國大
學校園文化、學術環境，還有美式的課堂討論
等，軟硬體都令我憧憬。因此我選擇以交換
學生的方式在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完成最後一年的大學學業。這段經歷
激起我攻讀博士的念頭。

財金轉經濟 探討問題更廣泛
在賓州大學時，我發現美國給予博士生

的訓練與資源十分豐富；因此我開始思考：

新進教師

應該要到業界迅速累積財富？還是在人生的
黃金10年，追求自己真正興趣？美國學習的
歷練讓我看見更多可能，也讓我敢於follow 
my heart。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先攻讀經濟碩
士，一邊念碩士班，也一邊思考日後博士班
攻讀的領域。

經濟和財務的基礎訓練很類似，都是個
體、總體和計量經濟學為主；但財務專注於
資產定價和公司理財。相對而言，經濟學研
究範圍更廣泛，投入經濟領域，除了可延續
財務方面的研究，也有機會探索其他領域。
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是我很喜歡的
環境，學校有不少優秀的教授，且提供給學
生的資源豐富，這是我在杜克取得碩士學位
後，繼續留在杜克攻讀博士的主因。　

我的研究領域是實證產業組織，特別是
定價策略和醫療產業的相關議題。我的博士
論文，主要研究美國製藥業近來盛行的「自
負額折價券」，對消費者（病人）、保險公
司，和藥廠三方的影響，進而探討這種代理
問題下衍生的定價策略，對社會整體是否有
利。

登「陸」或上「臺」的單選題

求職最後階段，我拿到了臺大經濟系、
中國上海財經大學與復旦大學的錄取通知，
這讓我陷入兩難。對岸待遇優渥，本薪約為

臺灣的兩倍，還有提供房屋補貼和各種研究獎
勵，非常有吸引力；同時，上海兩間學校展現
十足誠意，兩校的院長每週多次致電關切，讓
我受寵若驚。但幾經評估，考量到家人都在臺
灣；且臺大經濟系的老師們十分提拔後進。在
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如果能從最熟悉的地方起
步，將能更專注研究和教學。另外，臺大經濟
系近年的學術成就，傲視亞洲，能夠加入這個
學術團隊，除了倍感榮耀，我也看到更多的研
究契機。

熟悉「加法」 更要學習「減法」
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這

句話是我對自己的期許，也是給學生的忠告。
在臺灣的教育體系之下，我們從小到大求學，
都是向外求知，練就一身「加法」工夫；但
是普遍缺少向內求的「減法」工夫。在臺大，
我完全不擔心學生的學習能力和企圖心；但是
在積極吸收知識的同時，更應該思考自己做的
事情，是對社會有利，還是只對自己有利？唯
有反求諸己，好好鍛鍊減少自私自利、名聞
利養的「減法」，才能讓所學圓滿，利益眾
生。身為經濟學者，如果沒有一顆真誠善良的
心，經濟模型再美麗，不過是禍害社會的工
具。經濟模型可以是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但
是，為善為惡，存乎一心。我以此時時刻刻
自我惕勵，也期許學生能朝這個方向邁進。 
（李宗穎老師為美國杜克大學經濟學博士、杜
克大學經濟學碩士、臺大財金系學士；現為臺
大經濟系助理教授。）

返母校任教 貢獻所學

音樂如同第二生命

楊委員多數時間奉獻給教學研究，學術成
就有目共睹；工作之餘的調劑，非音樂莫屬。
楊委員談起音樂的啟蒙老師，是父親大人。父
母先是帶她向彰化地區的劉老師學習鋼琴，並
因緣際會和日本知名鋼琴家藤田梓認識；家人
為了讓她接受一流的鋼琴教育，向藤田梓拜師
學藝，每月定期1-2次專程北上學習，自此和鋼
琴結下不解之緣。

其後，楊委員拓展對音樂領域的熱愛，
陸續接觸指揮、聲樂、作曲。在中經院、金管
會任職期間，楊委員集合志同道合的音樂愛好
者，籌組合唱團，彼此切磋技藝。2009年8月

因莫拉克颱風引發的八八風災，導致逾600
人死亡的悲劇，楊委員有感於此，親自作詞
作曲，譜出《希望》一曲，盼藉由音樂發揮
撫慰人心的作用，鼓勵災民重建家園；今年
高雄不幸發生氣爆意外，該首歌曲再度被引
用傳誦。音樂和經濟看似兩個截然不同的領
域，不過，楊委員把這兩項專業連結，出版
《經濟的創意樂章: 一位經濟學者的人文視
野》一書，以文藝筆觸，闡釋經濟觀念，讓
經濟不只是嚴肅的數字，而是轉化為生動的
人文對話。

楊委員說，在教書過程中，部份主修
經濟或金融相關的學生，對財經領域興趣

濃厚；但是，也有部分學生志不在此，只是
礙於長遠的生涯規劃，或是長輩的期待，才
選修財經科系。她認為，每個人都有夢想，
只要時間安排得宜，事（學）業和興趣兩
者可相互兼顧；以其自身經驗，在求學路
上，一路唸到博士，卻從未放棄對鋼琴的
愛好，甚至舉辦一般職業音樂家才會舉辦
的獨奏會。她期勉，年輕學子應勇於追求
自己的夢想，多方涉獵，生活更添色彩。 
（楊雅惠委員1978年自臺灣大學商學系工商管
理組畢業、1980年臺大經濟所碩士班畢業、
1983年臺大經濟所博士班畢業，美國哈佛大學
博士後進修。現為考試院考試委員、臺灣大學
財金系兼任教授）

朱建達 老師
數學轉經濟 誤打誤撞 發現興趣

升大三之前，開始思考選修一些非數學系
的課程，因為母親是會計背景，姐姐是企管背
景，家裡有現成書籍，所以決定從經濟和會計
著手；修了一些經濟學課程後，發現經濟學跟
我想的不太一樣。大三修課後，覺得經濟學很
有趣，於是調整修課重心，也在那時興起了報
考臺大經研所碩士班的想法。

在臺大經研所畢業後，曾擔任老師的助理
與系辦的助教，主要負責大學部學生的相關事
務。雖然我學士班並非經濟系的學生，但經過
1年的助教歷練，對大學部相關事務有較完整
的瞭解，彷彿自己也經歷過經濟系的大學部。

國外求學 研究能力很重要
德州農工大學是個大學城，擁有完善的公

車系統，生活機能十分健全，是很適合唸書的
地方。博士班一二年級的課程還算容易，但開
始做研究以後，就不那麼順利，外國學生的研
究能力普遍比亞洲學生表現好。在亞洲，學生
依照指示做好老師交代的作業，可能會有很出

色的表現。但在美國，老師希望學生可以提
出問題和做法，而且不到最後關頭，老師通
常不會指派任務。在不同的教育環境中成長
的學生，研究表現高下立判。

從棒球賽事 切入產業組織研究
我的研究領域是產業組織、應用個體經

濟學、計量經濟學等；大約是在博士班二年
級開始思考研究題目，看球賽是我在美國生
活的駐要娛樂，因此我選擇自己最有興趣的
球賽作為研究主題的開始。在臺灣，一場統
一獅和兄弟象的比賽，票價固定；但是，在
美國，一場球賽的票價決定因素有相當多，
不同的時間、場次、天氣、溫度、座位，都
會有不同價格；加上又有二手市場的存在，
提供消費者交換或買賣球票的平台，因此動
態定價 (dynamic pricing) 便很廣泛地被使用於
該產業。至於未來的研究，我對臺灣很多產
業都感興趣，例如外界有不少看法認為臺灣
的音樂產業經營困難，歸究原因大多指向網
路崛起；但網路是否為經營慘澹的主因，或
者另有其他因素造成。在電影產業方面，前
陣子曾引起討論「電影扶植稅」的議題，藉

課徵電影票5 %
的稅金來成立電
影基金，是否能
進一步扶植電影
創作；這些都很
值得深入探討的
主題。

回臺就業為主
要考量

我 在 碩 二
決定出國攻讀博
士時，就希望將來可以回臺任教，因為把別人
「不會」的事情，告訴他、傳授給他，讓對方
從「不會」到「會」之間的過程是件有趣又有
意義的事。另外，在做研究、發現事實真相的
過程，也讓我覺得充滿趣味。我是今（2014）
年8月畢業，我一心要回臺灣就業，因此投
遞履歷大都鎖定臺灣的學校和研究機構，能
夠回到母系執教對我來說是很幸運的事。 
（朱建達老師為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經濟學博
士、臺大經研所碩士、臺大數學系學士，現為
臺大經濟系助理教授）



臺大經濟系友會訊4／中華民國103年11月25日　第十五期

磊承設計印刷  http://www.lcprint.com.tw

近年臺大各系所近年招收外籍學生的
規模持續增加，本系為推動國際化，使教學
和研究與世界接軌，陸續延聘了幾位優秀的
外籍教師，希望藉由觀摩學習，促進交流，
有助於提升學校和系所的國際化以及學術地
位；另外，為強化學生的英文素質，也逐步
增加英語專業課程的數量。從最早的應聘至
本系的美國籍魏凱立（Kelly Barton Olds）老
師，之後的日本籍柏木昌成老師（Masanori 
Kashiwagi）、宮崎浩一（Koichi Miyazaki）
老師與韓國籍的金善鐸（Suntak Kim）老
師，使得本系外籍教師的人數居社科院之
冠。

金世旻老師

本系這學期增聘一位韓國籍教師-金世
旻（Semin Kim），是本系的第二位韓籍教
師，金老師畢業於韓國的延世大學（Yonsei 

◎金世旻／提供資料　 吳孟珊／整理

新進教師 外籍教師新血加入 教學國際化

＊雙聯學位＊

1 香港城市大學

　 本系已與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簽訂雙聯學位計畫。參加
此計畫之學生須在對方學校修業2學年，畢業時可取得臺灣大學
授予之經濟學學士以及香港城市大學授予之工商管理學(商業經
濟)學士之學位。

2 日本早稻田大學

　 本系正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協商簽訂雙聯學位協議，雙方學生須
在對方學校修業3個學期並修畢64學分，即可取得臺灣大學經濟
系與日本早稻田經濟系之雙聯學位。預計104年4月本系學生將
可赴日就讀，105年 9月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生將來本系就讀。

＊在學生獎學金＊

　　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創辦人陳朝亨系友提供日本東京大學交

換學生獎學金。獎助臺大社科院學生2名（其中保留一名為經濟系
學生優先考量)赴日本東京大學交換，獎助期限為12個月，共計新

海
外 教育資訊與獎學金

臺大經濟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簡　　章
104年1月09日(五)上午9:00公告於本校研教組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services.htm)

報名日期
1 0 4 . 0 2 . 2 5（三）起上網登錄，印出報名表及繳費單，繳費
後請於1 0 4 . 0 3 . 0 6（五）下午5時前郵寄 (送 )至本系所辦公室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p/)

考試科目
資料審查(占25%)、104年3月14日筆試-經濟學(占40%)、104年3月
21日口試(占35%)

名　　額 28名

本系在職專班相關資訊：(02)3366-8440 張嘉凌助教

University），並於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取得經濟學博
士。

韓美兩地求學經驗大不同

金世旻老師自幼在韓國成長與求學，其

母校延世大學-是一所位於韓國首爾西大門區
的基督教私立研究型綜合大學，是韓國第一

流的高等學府，與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和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
並稱為韓國三大名校。大學畢業之後金老師負

笈前往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留學，留美求學

期間雖然課業辛苦但覺得值得，因為在此期間

他確立了自己的研究興趣與未來就業的方向。

金老師接受韓國與美國兩種差異頗大的教育方

式，並選擇在臺灣從事教學工作。他觀察到，

韓、美兩地學生的學習文化頗有不同：韓國的

大學生普遍認為大學教育是為了訓練未來就業

的技能，未必對

「學習」真有興

趣；但美國學生

在課堂中，發問

相當踴躍，對於

「學習」很有熱

誠，兩者學習態

度相當不同。

來臺任教 臺
大優秀夥伴具
吸引力

金老師提到選擇在臺灣任教的原因，除

了臺大經濟系擁有新穎且進步的研究環境、

充足的研究經費外，更重要的是本系有許多

傑出的同仁可以擔任良師以及共同作者的角

色。金老師主要的研究專長是「個體經濟

理論」與「實驗經濟學」。他認為身為一個

學者，遇到志趣相投的同仁與學生是很重要

的，因此對於在本系展開的教學工作非常期

待也覺得興奮！

台幣40萬元。歡迎本系已獲東京大學交換資格的同學申請。其他
相關獎學金請詳見經濟系網頁(http://www.econ.ntu.edu.tw)公告。

＊畢業系友獎學金＊

1 思鴻獎學金－獎助本系所畢業生赴美日等多所知名大學攻讀
碩、博士班。

　•  本系所畢業生赴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院碩士班深造之所有學雜
費、生活費以及機票費用，申請者必須是30歲以內，獎助期間
兩年，名額2名。

　•  本系所畢業生赴美國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麻省理工學院、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以及史丹福等五大知名大學之經濟學系博

士班深造之所有學雜費、生活費以及機票費用，申請者必須是

35歲以內，獎助期間兩年，名額2名。

　  歡迎本系系友向臺大提出申請，詳情請上
http://www.econ.ntu.edu.tw/news/pdf/scholarship_tokyo.pdf查詢。

2 中華民國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選送優秀人才赴美國哈佛大學、麻

省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等合作學校修讀博士學位獎學金。歡

迎本系系友向臺大提出申請，由校方統一甄選。詳情請上頂大

策略聯盟資訊網

http://nccu100.nccu.edu.tw/topleague/index.php/home 查詢。

1 教育部103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吳聰敏(30

年)、許振明(30年)、陳旭昇(10年)老師。

2 102學年度教學傑出獎：毛慶生老師。

3  102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李怡庭、林明仁、

蔡崇聖、王道一老師。

4  駱明慶老師榮獲本校103學年度「連震東先

生紀念講座」經社講座。

教 師 獲 獎 情 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