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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經濟系系友

為了彰顯施老師對臺灣經濟教育現代化

的貢獻，臺大社會科學院於去年10月26日主辦
「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台灣經濟教育現代化
的推手－施建生教授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當日，施建生教授的學生包括孫

震、邱正雄、黃金茂、于宗先、侯金英、李庸

三、成嘉玲、林大侯、侯貞雄、胡勝正、林振

國、陳正澄、許士軍、吳榮義、劉泰英、張

哲琛、麥朝成、林華德、彭信坤、洪德生、許

嘉棟、張清溪、梁啟源、葉日崧、黃文治、陳

博志、阮登發、張秀蓮、陳正倉、吳惠林、林

全、何志欽、林惠玲、胡春田、李顯峰、鄭家

鐘、蔡宗榮、謝德宗、朱雲鵬、陳明郎、鄭秀

玲、吳中書、王健全、黃春興、周麗芳等共約

200人出席了研討會（請恕無法一一列名）。
施老師許多學生曾任或現任政府財經部會首

長、政務官、或為企業家、銀行家、教授、財

經研究機構董事長、院長、報社總編輯等等。

施老師可說桃李滿天下，作育英才無數。

研討會在施老師的致詞中揭開序幕，出

席者彷彿又回到課堂，再次聆聽施老師精彩的

演講，回憶學生時代老師上課的風采。不同的

是，這次老師講的不是「經濟學原理」，也不

是「經濟政策」，而是我們從未聽聞的施老師

精彩的過往：學術生涯的回顧。

施老師說：「他的生命分為兩個階段，

1950年以前和1950年以後，他永遠記得太平
洋戰爭結束次日，當時還在哈佛大學攻讀學

位的他，看到New York Times的標題：「Civil 
War in China」「unhappy people in an unhappy 
land」，默默的感嘆，苦難的祖國同胞啊!到底
哪一天可以過正常的生活呢？政壇上的英雄好

漢們，你們之間難道有這麼大的深仇大恨，不

斷以干戈相對，以老百姓為犧牲嗎？他覺得年

輕人要有所為，因此縮短在美求學時間，儘早

趕回祖國，以報效國家。

施老師回國後先後擔任臺大經濟系教授及

法學院院長，文化大學經濟系教授及法學院院

長、臺灣經濟研究院、中華經濟研究院顧問等

職務，一生都在推動經濟學教育，除出版「經

濟學原理」與「經濟政策」兩本最重要的教科

書外，並參與各種重要的經濟發展會議，提供

臺灣經濟發展的建議。

春風化雨作育英才～

施建生教授

學術研討會圓滿完成

◎臺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　執行長　陳正倉

施老師退休後，著述從未間斷，於各個期

刊、報章、雜誌發表無數文章，單在台經院季

刊就發表了326篇文章。於90高齡迄今，陸續
撰寫世界上重要的經濟學家：熊彼得、亞當斯

密、凱恩斯、費利曼等八位的成長過程、思想

及學說，這對經濟思想、經濟理論的推廣，在

台灣可說無人能及。

施老師十分謙虛，他說：「當初的願望

只想做一個平平凡凡的教授，非常欣慰的，這

個願望達成了。在安定的台灣，只要肯努力，

不要奢求，願望大概都可以達成。」施老師

說：「同學們是他生命裡的源泉，生命是有限

的，對同學的感激卻是無窮的」。演講接近結

束時，他說：「我要向各位同學說聲謝謝，

並祝大家身體健康，以後的事業有更好的發

展。」，全體與會者自動起立、鼓掌，向敬愛

的施老師致敬。現場並請世新大學董事長成嘉

玲教授獻花，表達學生的敬意與謝意。臺大社

會科學院院長林惠玲教授接著獻花，獻上滿滿

的祝福，祝福施老師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接著播放「春風化雨、作育英才一甲子」

的影片，內容涵括施老師的教學及參與的各項

學術活動、研討會、交流活動，讓與會者更了

解施老師對經濟教育、經濟觀念、經濟政策的

影響。施老師的教學、研究、著述、活動是多

采多姿的，但是他一輩子卻只唱一首歌，那就

是「教我如何不想他」，大家都很好奇，施老

師想的「他」到底是誰？

接著請孫震教授作專題演講，他說在施老

師面前演講，壓力很大。他除談論做為施老師

的啟蒙弟子，受到施老師的薰陶，從施老師身

上學到許多做人處事的道理外，孫老師談全球

化對臺灣經濟的影響，他認為商品價格與資產

價格反向變動，而各國中央銀行卻仍以消費者

物價變動作為貨幣政策的指標，以致製造出過

多虛無的資產。致富是市場經濟「誘因制度」

(incentive system)的一部分，應以制度加以杜
絕與糾正不義之富。就社會而言，與其排斥，

不如鼓勵「君子富，好行其德」，讓有能力的

人創造財富，分享社會。

研討會第一場主題是「經濟思想與經濟觀

念」，討論經濟思想、經濟觀念；第二場的主

題是「教育、能源與經濟發展」，討論教育與

人力的培育、能源與經濟發展等。這兩場研討

對臺灣經濟過去與未來的發展，作了深入的討

論，其中很多觀點與主張，都是施老師很早就

說過的。他對臺灣經濟教育與發展的貢獻，從

這兩場討論中，喚起了大家的記憶。

第三場，也是最溫馨有趣的一場，邀請歷

屆畢業系友，包括侯金英、李庸三、成嘉玲、

侯貞雄等等老中青十五位畢業系友，來講述上

施老師課的有趣、害怕、溫馨的事情，談談施

老師對他們的影響。每位講述系友如今都已年

過半百，事業有成，但談到施老師的趣事，彷

彿又回到學生時代，妙趣橫生，回味無窮。研

討會至下午6點，在溫馨感人的氣氛下，畫下
圓滿的句點。 

「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台灣經濟教育現
代化的推手－施建生教授學術研討會」之學術

論文與研討會紀要，已彙整成書，目前已印製

完成(包含當日活動之錄影光碟片)，歡迎系友
索取，請洽臺大經濟系辦公室（02-23519641
轉212陳尚瑜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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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榮芳會計師原本在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擔任資深
合夥會計師，但他在55歲時，放棄人人欣羨的工作，辦理退
休。已擁有2個碩士學位的他，進入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當起
全職學生，希望未來成為一名跨領域的心理諮商師。

談起這段歷程，郭榮芳說，幾年前因緣際會接受身心靈
層面的洗禮，從中發現心理諮商可以化解人與人之間，以及
企業管理的問題，於是對心理諮商產生興趣，也讓他在知天
命之年，有了新的目標。

◎郭榮芳　口述／薛翔之　撰文

郭榮芳圓夢

系友動態

不輕言放棄

一段時間後，郭會計師發現，透過身心靈
的洗禮，可以化解人與人之間的問題，甚至能
夠進一步解決企業擴大版圖、員工數量大幅增
加時可能出現的瓶頸。於是，開始追求心理諮
商師的目標。

不過，以50多歲的年齡，邁向截然不同
的領域，不少朋友都不看好。按照規定，心理
師須具備心理碩士畢業，才可報考，郭會計師
反覆想著「我難道還要再唸個心理諮商碩士
嗎？」為了心理師的夢想，除了花時間申請研
究所，等到取得學位、心理師資格、執業，恐
怕已超過60歲。心理諮商還需要經驗累積，若
要做出一番成績，屆時已經70歲了。

郭會計師說，從各種角度分析，讓他打
退堂鼓的理由很多：年紀太大、沒有相關背
景。但是，凡事不可能只有壞處，背後一定也
有好處。他觀察到，目前從事心靈領域人士的
背景，以醫療或教育居多，缺乏商業背景者。
其實企業的領導人或員工的內心，同樣需要沉

澱；因此，若能將自身熟悉企業實務運作的專
長，與心理諮商結合，搭建平臺，可望讓龐大
的企業集團及員工，未來的道路走得更長久寬
廣，創造多贏的局面。

郭榮芳會計師前年9月毅然決然從勤業眾
信辦理退休，攻讀心理與諮商碩士，如今是碩
二學生。和小兩輪的同學相處十分融洽，也因
為和子女輩的同學相處，深刻瞭解兩代間的差
異。

整合大時代、小確幸思維 創造發展契機
在過去的年代，因世界大戰結束，周遭

環境充斥著努力就可以換得美好未來的「大時
代」思維，當時年輕人習慣聚焦未來，因此樂
於犧牲現在；現下年輕人在物質富裕的環境長
大，進入職場後，薪水不足以支應高房價，既
然買不起房子，而且未來存在著很多變數，形
成聚焦現在、不聚焦未來的氛圍，因此，轉而
尋求可享受「小確幸」的美食、美景。

郭會計師預期，未來3年，臺灣經濟不會
轉強，但是，若是能將上一代的大時代思維，
和新一代的小確幸思維整合，帶動整體民間力
量發展，臺灣仍舊有不少發展契機。

從經濟系學生、一躍成為會計師，又在
巔峰時期，跨入心理諮商領域。幾經重大轉
折，郭會計師說，「放棄是全天下最容易的事
情！」這些經歷，在他的人生道路上，不曾事
先規劃；但是，始終抱持絕不懊悔、絕不輕言
放棄的態度。

他並勉勵學弟妹，凡事要能堅持，學習過
程中，培養思考力、整合力，以及行動力；身
處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擁有自己的觀點，將不
同領域的專業結合，並且提出辯證，才能發揮
與他人不同的價值。

（ 郭榮芳會計師為臺灣大學EMBA商學碩士、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碩士、1978年自臺灣大學
經濟系畢業；曾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資深會計師，現為筑誠創研監察人）

郭榮芳會計師大學畢業後進入統一超商，
適逢統一超商草創時期，公司業務在摸索階
段，郭會計師的工作項目之一是物色店面。他
經常騎著摩托車，穿梭大街小巷，只要發現路
上有出租或出售的店面後，開始測試人潮。

郭會計師左右手各拿一支碼表，當男生
經過時，按一下左邊的碼表，女生經過，則按
一下右邊的碼表，以計算單日的人數。另外，
由於超商在臺發展剛起步，公司花費很多心力
研究包裝型式，思考臺灣人選購雞蛋時，是否
能接受由顧客自行挑選散裝雞蛋，改為盒裝雞
蛋，郭會計師體會到創業維艱的過程，也為以
後創立會計師事務所奠立基礎。

在參與超商業務拓展、國內雜貨店轉型到
便利商店的同時，郭會計師也開始思索生涯規
劃。他一方面，轉往統一集團旗下的紡織公司
上班，另一方面，攻讀政大企管研究所，半工
半讀，找尋自己的人生方向。

擁有經濟、企管學歷背景，郭會計師左思
右想，評估自己的個性適合專精在單一特定領
域，像是會計。然而大學只修了初會和中會，
在決定成為會計師後，就要完成它。他說：
「當我決定要做一件事時，我一定堅持做完整
個過程，再看結果如何」。

當時因為1名研究所同學已考取會計師，
於是一起合作成立會計師事務所。不過，郭會
計師前2年未順利考上，他告訴自己，第3年是
最後一次機會，靠著破釜沉舟的決心，拿到會
計師執照的入門票。於是他們3人聯手打造的
會計師事務所，也隨著臺灣經濟起飛，及事務
所的壯大，逐漸發展為員工人數達200名的中
大型事務所。

30年前，全臺會計師事務所前5大（勤業
和眾信尚未合併時）為外商佔據；郭會計師的
事務所因策略得宜，成長迅速，規模排名第6
至第7；也因為小有知名度，民國90年併入眾
信；其後再因眾信和勤業合併，成為勤業眾信
的一員。

投身會計師工作20年，有感於對事業的
熱情減退，再度燃起讀書的念頭，回到母校
EMBA就讀。郭會計師在大學時，覺得讀書是
為了自己的父母、為了自己的未來而讀，也未
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因此，在EMBA把握學習
資源，為自己而讀書，獲得書卷獎的殊榮，在
課堂之餘，也參加單車環島、泳渡日月潭。

罹癌友人的轉變 接觸身心靈洗禮
郭會計師長年與數字為伍，外在經濟情勢

一日數變，面對客戶，除了提供財務、稅務等
專業建議，也經常以其經濟邏輯，分享獨到的
趨勢分析或企業管理之道。充滿理性思維的郭
會計師，因為一名罹癌友人性格上的轉變，開
始接受心靈課程。

第四屆亞太創新研討會（The 4th Asia-
Pacific Innovation Conference, APIC）於2013
年12月6日至7日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國
際會議廳舉行。本屆研討會主題包含創新相
關之經濟、法律與科技管理等多個議題。在
國際間已享有高知名度，為創新研究的重要
國際會議。亞太創新研討會歷屆均邀請國際
間創新領域的重量級學者與會。 

本屆研討會由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
院與經濟系以及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主
辦，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管理學院以及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協辦。本次研討會邀
請Brandeis大學的Adam Jaffe教授，義大利
Scuola Superiore Sant'Anna的Giovanni Dosi教

授，英國Imperial College London的Jonathan 
Haskel教授，澳洲Melbourne University的
Elizabeth Webster，日本一橋大學的Nagaoka 
Sadao教授，和東京大學Kazuyuki Motohashi
教授前來發表主題演講。

本屆研討會共有來自北美、歐洲與亞
洲等十餘個國家100多位經濟、財務、法
律、管理等各方面學者專家與會，討論有關
政府創新政策、專利訴訟、廠商專利策略、
知識外溢與技術移轉、全球化與創新、智慧
財產權等議題並發表論文。在與會學者專家
的討論與腦力激盪下，研討會豐碩的成果，
為全球以及臺灣的創新研究帶來新的思維及
政策。

第四屆亞太創新研討會在臺大

會計師、心理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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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學務長　朱美麗教授　口述／薛翔之　撰文

政大朱美麗學務長從臺大經濟系畢業後，

先後取得政大國貿研究所碩士學位、美國俄亥

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再回到政大任教，至今

已28個年頭。對於從大學選擇經濟系，後來
讀國貿碩士，博士再回到老本行的轉折；朱學

務長打趣的說「大學唸的不是很好呀！」當時

同班有許多同學，個個成績優異；相形之下，

「我覺得不該再繼續唸經濟了。」而且，在她

心中，其實有個「記者夢」。

朱學務長在北一女時期，曾擔任北一女

刊物的編輯；當記者的念頭，在她心中萌芽；

儘管對新聞工作有期待，但又沒有自信可以做

好，決定由聯考分數決定大學校系，因而進入

臺大經濟系就讀。雖然未修習新聞相關科目，

但在大學即將畢業之際，嘗試進入媒體工作，

於是投遞履歷到媒體，順利通過第一關的筆

試，不過，第二關的口試，因緊張影響表現，

未獲晉用。

求職結果不盡理想，興起繼續留在校園的

想法；由於當時研究生不需繳交學雜費，且每

月還有5,000元助學金，朱學務長幾經權衡，
覺得研究生獲得的助學金額雖不如上班族的薪

水，卻也不用像上班族一樣，天天打卡；因此

選擇繼續在國內攻讀研究所。

在科系選擇方面，朱學務長評估商學系所

似乎較貼近日常生活。當時炙手可熱的政大企

研所每年吸引2,000多人報考，但錄取人數少、
錄取率極低，進入門檻高；反觀國貿所錄取率

相對較高，考取的機會較大。再者，國貿所的

3個專業考試科目，即經濟學、國際經濟學以
及統計學，大學已有不少涉獵；在綜合比較

後，報考比較具有錄取優勢的國貿所。

而且，當時的政大國貿所，學生選課自

由，即使無法透過考試進入企研所，學生還是

得以跨系修習企研所或其他商學院課程；朱學

務長自由自在，度過2年「蠻happy」的日子。
隨著快樂的研究所生涯將告終，朱學務長

看到不少臺大經濟系的同學準備出國留學，轉

念一想，若出國唸書有獎學金收入，且在美國

唸書存下來的錢又比在台灣工作的儲蓄還高，

何不把讀書就當做一份工作來做？

朱學務長笑稱，自己原是以「落跑」、不

想投入職場的態度，出國唸書；不過，人生本

是一連串的意外和驚奇，不見得每件事都會按

照原意發展。本身個性雖然不喜歡被侷限，卻

抱持了隨緣的想法，所以，儘管不一定每一件

事都是自己喜歡的，但都會努力做好。

她說，現在的學生承受龐大的競爭壓力，

環境不若過去單純，自己如果晚出生個數十

年，如此個性恐怕會缺乏職場競爭力。不過，

她也認為，無論有無規劃，每個人一定要「瞭

解自己」；人絕非十全十美，但瞭解自己，才

系友動態

知道選擇什麼、才能過自己喜歡的日子。一

個人若是能力很好，也達到了原先設定的目

標，但是，卻常常在做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時間一拉長，即使碰到簡單的事，也會變得

困難；相反地，如果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再困難也不會覺得勞累辛苦，不易彈性疲

乏。

擔任大學學務工作，朱學務長和學生

互動密切。她說，以前和現在教導學生的做

法，不盡相同，必須與時俱進。過去學生成

績不好，學生會認為是本身努力不夠，現在

成績不好，學生會認為是老師教不好；因

此，在學業上，或是輔導、處理課外活動的

學生事務上，不斷學習時下年輕學子能夠接

受的方式，才比較容易和學生交流溝通。

長時間和學生接觸，朱學務長回憶自己

的學生生涯；她說，本身其實是個害怕與人

溝通，也很害怕被拒絕的人；因此，儘管曾

經參加社團，卻未擔任社團幹部，缺乏為團

體服務或統籌企劃活動的經驗，並以此為畢生

遺憾。擔任學務長期間，也因而經常在挫折中

學習如何溝通、讓大家開心，學習如何處事、

讓事情圓滿。因此，她勉勵經濟系學弟妹在求

學階段，多參與課外活動，爭取規劃活動、管

理組織的機會，經由這些過程，學習溝通協

調、解決問題。同時，學習自律、自重，以成

為具有執行力，能論述自己想法、也能尊重包

容不同意見的領導人才。

朱學務長從1986年返國任教，近30年；
她的第一個10年，以研究升等為主；第二個10
年以教學為主；第三個10年，以學習服務的態
度，投入行政與輔導工作。也從系主任、到社

會科學院副院長、如今再扛下學務長重擔。

「接下學務工作，是人生的一個意外」，

朱學務長說。這個意外給了她一個學習的機

會，學習以同理心與不同人相處、處理不同的

事務，進而在許多老師的付出與年輕學子的成

長中，看到潛藏在人們心中的那份愛被激發出

來。這些「愛」溫暖了人間，更帶來了希望。

對於學務長職務的下一步，朱學務長說，

沒有去想。從小至今，鮮少追著某個目標跑；

畢竟若是追求特定目標，人生會太過制式，對

於人事物的發生，往往覺得理所當然。若是保

留嘗試的空間，反而會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

外驚喜，讓人生增添更多的生趣。

（ 朱美麗老師為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
士、政治大學國貿所碩士、1978年自臺灣大
學經濟系畢業，現任政治大學學務長）

朱美麗 從服務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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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必須三十歲以內，獎助期間

兩年，名額2名。

‧ 本系所畢業生赴美國杜克大學經濟學系碩
士班深造之所有學雜費、生活費以及機票

費用，申請者必須三十歲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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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必須三十五歲以內，獎助期

間兩年，名額2名。

　　歡迎本系系友向臺大經濟系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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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芝加哥

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及英國

倫敦帝國學院等5所大學修讀博士學位

海
外 教育資訊與獎學金

獎學金。申請條件為本校畢業之校友

（畢業5年內者為優先），歡迎本系系
友向臺大研發處提出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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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t/
downloads/law/03.pdf 查詢。

＊在學生獎學金＊

　　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創辦人陳朝亨先

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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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可獲新台
幣40萬元獎學金。歡迎本系已獲東京大學
交換資格的同學申請。

＊雙聯學位＊

　　本系已與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

簽訂雙聯學位計畫，並於103學年度正式選
送學生。參加此計畫之學生大一及大四在

臺灣大學修習課程，大二、大三在香港城

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修習課程，學生僅需

在臺大註冊且負擔臺大之學雜費，但須自

付生活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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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學學士之學位。

在意外中發現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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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本期系友會訊的發送，我們希

望能夠更新系友們的聯絡資料，以便後

續的連絡。如果您能夠上網，請至以下

網址更新個人資料：

https://my.ntu.edu.tw/alumnusJob/cst01-1.
aspx

　　如果您不習慣上網，麻煩請將您的

學號、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等資料寄

回100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1號台大經
濟系收，或是直接傳真至 02-23215704 
經濟系收，亦可。

　敬祝

　　萬事順利　闔家安康

 臺大經濟系  敬上  　

這份心得，我是用謹慎的態度去下筆，

希望能把我這半年來的感受完整呈現。而每

字每句裡，都是滿滿的感謝，感謝  鍾董事
長正宏對莘莘學子的厚愛及對傳承文化的用

心。

土耳其既是亞洲也是歐洲，難以輕易

定義，不論是在他的政治、經濟、民風或宗

教上，都是如此。如那邊特有灰濛濛的天空

一樣，有它獨有的韻味。土耳其伊斯坦堡像

是熱情的情人，他坦率風趣，難以定義的多

變，卻是世間的獨一無二，讓我畢生難忘。

土耳其的婚禮沒有昂貴婚紗沙龍照，沒

有晚宴餐點，一樣能辦得簡單隆重，也省去

大筆費用。喪禮也沒有很多繁文縟節，用簡

單的程序，最少的花費，落實了伊斯蘭教認

為的平等。教義中認為人人平等，所以在離

開人世時，不分貧富貴賤都是一樣。我很認

可這樣的想法，它讓人去思考，我們人生中

追逐的成功、名、利，到最後我們就是躺的

那一塊地，一片覆身的白布，任何金銀財富

都帶不走，既然如此，那重要的便是生前你

該如何去付出，如何靠自己的力量讓世界更

好，留下一些正面的影響。 
當自己經歷過親人離去，看著父母和家

中長輩為籌備喪禮十分忙碌，支出也是十分

龐大，同時還要承受巨大的悲慟，其實身心

都十分疲累。以前台灣社會是因為普遍多子

化，大家可以分擔，然而現在社會趨向少子

化，未來子女所承擔的必然會更重。以我自己

來我說，我並不願意如此繁複的過程，希望盡

量簡單，人的一生並不是用一場喪禮來蓋棺論

定，而簡單的喪禮或許也會更警醒人們把握生

前的時光好好努力，讓人生無憾，用一生圓滿

來跟這世界道別而非透過形式上華麗的喪禮來

做句點。 
這些婚喪喜慶，總括來說都是文化的一

部份，出國後對於文化我有不同的體會。在與

外國人相處時，他們對於自己的文化和居住的

城市會有某種程度的認可，像是美國人，當他

們自我介紹時候，他們常常直接說他們來自某

某城市，一開始我都一頭霧水，後來才知道那

是地方而非國名。他們認為你應該要知道，如

果你不知道是你的知識不足。雖然這某種程度

顯示美國人的驕傲自負，但那何嘗不是一種自

信和認可。對於台灣，我們該去了解自己的長

處，可發揮的立足點，和獨特之處，並從心

底來肯定台灣，去了解、發揚自己的文化，

我想這是十分重要的。 
對於婚喪喜慶的心得我有兩個主要的想

法，一是，隨著時代改變，許多繁文縟節或

許已不適用，確實有改革之必要；然而另一

方面，婚喪喜慶無疑是文化的一部份，如果

我們進一步去探討文化的層面，我認為那是

可以帶給社會更多正面影響的行動。

我們在土耳其交換的時候認識一個新

加坡女生，她在美國讀書來伊斯坦堡交換，

我們聊到文化的差異，她說他最無法忍受的

是美國人講求自我主義，完全沒有孝順的觀

念，常常聽到子女批評父母。然而父母，生

我們、養育我們，如果連父母都不懂得尊敬

愛戴，那怎麼能夠對長官尊敬，對朋友有

愛，大家都自私自利，社會又怎麼會安定。

這次出去半年，給我的改變十分巨大，

我真的很感謝敦吉公司和臺大經濟系提供

的這個獎學金機會，土耳其的美麗，讓我

常常想起在那的回憶，可能是那天夕陽金

黃一片，灑在那慵懶的山稜上，或是夜晚

的隔岸，如極盡奢華的珠寶灑在黑色絨面

緞子上，而半年內認識了的來自世界的朋

友，共享那些美好，而其中最最重要的是，

自己想法、視野的開展，國際觀的改變，如

同打開一片窗，發現世界如此寬廣。我還想

再出國，因為我想站上國際，當我有好的表

現時，能讓世界的某個角落能更看到台灣多

一點，當然我要努力的還很多，不論是能力

或是德性上都是一條漫漫長路，但我會很自

信很努力的一步步前進，因為我背負的不單

單是自己的期望，更是享有社會如此多資源

後，來自社會的責任和期許。感謝臺大經濟

系，感謝敦吉科技公司 ！

敦吉科技公司董事長鍾正宏系友為鼓勵臺大經濟系之優秀學生赴國外交換，並
利用交換機會和當地學生交流，觀察當地的文化、經濟及社會制度，培育學生之國
際觀和人文素養，特設立敦品勵學交換學生獎學金，獎助獲得交換生資格的臺大經
濟系學生，赴國外大學交換。希望透過本獎學金之設立，鼓勵學生積極關懷社會，
特別是交換國對於婚喪喜慶等習俗文化的體驗，進而了解交換國的經濟、文化以及
當地人民對於生老病死的價值觀。2013年本系共18位同學獲此獎助出國進行海外教
育，每人獲20萬元獎學金。

受獎助至 土耳其大學
之交換生感言

◎節錄自經濟系許雅雯同學之心得報告

教　師　獲 　獎

1.　本系專任教師李怡庭教授榮獲102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　本系合聘教師銀慶剛教授榮獲102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3.　本系兼任教師陳明郎教授榮獲102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近　期　活 　動

2013年8月~12月 臺大公共政策論壇－《如何簽定服貿協議，共創兩岸雙贏??》系列
研討會

2013年10月26日 《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台灣經濟教育現代化的推手－ 
　施建生教授學術研討會》

2013年12月6-7日 第四屆亞太創新研討會（The 4th Asia-Pacific Innovation 
Conference, APIC）

2014年2月27日 臺大經濟系系友講座∼《金融業、電子高科技業與生技醫療業的工
作經驗分享》百略醫學科技公司副董事長　許盛信先生 主講

2014年3月27日
在職專班講座-《經濟人如何看兩岸經貿》
海峽交流基金會前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高孔廉先生 主講

2014年4月9日
臺大經濟系在職專班講座∼《即將來臨的兆元產業》

PChome Online 網路家庭國際資訊公司董事長　詹宏志 先生 主講

本．系．近．況

系友大普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