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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華系友為本系1972年畢業的系友，現任正新橡膠公司總經理。他是正新MAXXIS（瑪吉斯）品牌背後的總舵手，並帶領MAXXIS在2010
年榮獲臺灣國際品牌價值第七大品牌，成為全球第10大輪胎製造商，寫下了台灣自創輪胎品牌驕傲的一頁。這次系友早餐聯誼會陳榮華先生與系
友分享「品牌行銷」的經驗，獲得廣大系友的一致好評，並期待日後有機會再邀請他與大家分享寶貴經驗。

2012臺大經濟系新春早餐會
「品牌經營與行銷」

暮春之際，一別數日以來的陰雨連綿，陽
光穿過窗扉灑落在空氣間，泛起陣陣溫暖的漣
漪，從經濟系不同時期畢業的學長姐們如今齊
聚一堂，出自同一母系的共通點連繫起每位出
席的嘉賓，打破歲月組起的藩籬，眾人熱絡地
交談著，場面好不熱鬧。

本次系友早餐會，邀請陳榮華學長，亦
即現任正新公司(MAXXIS)總經理進行貴賓演
講，演說一開始陳學長便提出「管理就在生活
之中」來引導出正新公司的品牌行銷理念，陳
學長分享他在實務運作裡所整理出的經驗，首
先一間公司若要增加其營收，主要可從價值提
升或降低成本兩方面著手，相較於採取降低成
本的策略可能必須因為尋找低成本的區位要素
而疲於奔命，藉由價值提升的方式來帶領公司

前進則是更有效率的策略，如何達到價值提升
的目的？緊接著陳學長不疾不徐地談到品牌經
營的重要性，要帶領一支品牌從默默無聞到
家喻戶曉，其背後除了謹慎用心更要有一定
的敏銳度和良好的管理領導，演說中提及Mr. 
Right──8 Rights來簡述應在正確的時機、對象
和環境下行動。至於用心良苦所培養出的品牌
所伴隨之效益，陳學長則在稍後提出分析，品
牌的建立不僅能在公司對外部分有所增益，在
內部價值方面，對於品牌的認同，無疑能更加
凝聚員工的向心力，並促使公司更充分地掌握
自主權、延攬創意等，優勢繁多而不及備載。

呼應著前段，陳學長提出：「每個人都是
自己的專屬品牌」，雖是老生常談，卻讓人不
由得再次深省，誠如在這一個小時左右的演講

中所獲得的資訊，良好的管理是帶領出好品牌

不可或缺的要素，而妥善地管理規畫自己的生

活和生涯，無庸置疑是建立「個人品牌」的最

大推力，之於一個成功的「個人品牌」，不單

對外能夠吸引相同理念的夥伴一起共事、建立

良好的個人信用等，之於內部更得以在人生的

路程上前進時更加清晰明確，正是陳學長提出

的：「方向對了，路就不怕遠。」

時近晌午，即便有些不捨，早餐會也進

入尾聲，在踏出福華文教會館時，明媚的日光

鑽過桃花心木的間隙，為新生南路打上一地斑

駁，望向前行之路，腦中倏地響起陳學長最後

說的那句：「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挑戰生命極限的

系友活動

系友專訪

快樂人生
不少經濟系學生畢

業後，選擇進入有「鐵

飯碗」之稱的公家機

關、金融機構任職，或

是在國內外深造；相形

之下，走入產業界的學

生屬於少數；臺大經濟

系畢業的系友敦吉科技

公司（Audix）董事長鍾正宏，在學生時期多
方面選修法律、心理、社會、管理等學科的課

程，造就他在遇到各種狀況時，都能毅然決然

面對、並掌握任何機會的個性，也讓他投身製

造業時，接軌毫無障礙。

人的思考主導行為，他鼓勵學弟妹可充

分利用學校資源，讓選課更多元，除了既有經

濟系的專業、對數字的敏銳度，再搭配修習經

濟以外的學門，思路可更為清楚、並建立更寬

廣的視野；鍾董事長也認為，人生是否值得，

不在於書念得好壞與否、錢賺得多寡與否，而

在於快樂不快樂，透過更為完整的基礎養成教

育，培養個人嗜好，享受今天，規劃明天，挑

戰生命的極限，生活也更充實愉快。

三次關鍵機會 充分掌握

「我的人生非常值得！從最窮的時候，什

麼都沒有⋯」鍾正宏董事長從臺大經濟系畢業

已逾40年，從沒有皮鞋穿，到現在衣食無虞，
他對學校充滿感激之情；他認為，每個人的一

生當中，老天爺會給三次以上的機會；回顧

過往，他也有三次機會，第一個機會是在1965
年進入臺大經濟系讀書，在自由和開放的學府

裡，接受最優秀的教授們的指導、和最頂尖的

同學相處，開啟對生命的憧憬和期許。

第二是在日立（Hitachi）工作時，認識攜
手共度一生的夥伴─郭秀寶女士，他在妻子的

協助和影響下，全力衝刺事業，建立工作的信

心和創業的企圖心；第三次機會是因為兩次的

◎臺大經濟系林桂米　同學紀錄

（文接下頁第二版）

◎專訪敦吉科技公司董事長　鍾正宏先生/  薛翔之　同學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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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危機，激發了他不認命的性格，去面

對挑戰和找尋圓夢的可能性，也使得一間由三

人起家的小公司，一路跌跌撞撞、歷經大風大

浪，到現在集團穩健成長。

鍾董事長說，當時在學校的風氣是：表現

最為傑出的學生，畢業後優先選擇出國深造，

鍾董事長班上約80餘名同學，約莫50幾人都赴
海外唸書；其餘的同學則在國內攻讀研究所，

或是進入外商企業。

鍾董事長因為家庭環境因素，規劃大學

畢業後即投入職場，不再深造，所以，從大三

起，除了經濟系的必修課以外，在既有的數理

基礎下，把握學校資源，到外系修課，舉凡心

理學、社會學、民法、電腦資訊，以及企業組

織與管理，和工時學等，都有所涉獵；這些課

程讓他迄今都覺得受用無窮。

對製造業來說，首要就是降低成本（cost 
down），工時學即是研究標準工時的設定，配
合自動化設備的一門學問；這一堂課雖然是數

十年前學習的內容，但鍾董事長將概念和實務

結合，運用到敦吉科技的經營策略之中。

再以法律為例，公司是法人，每個人則

是自然人，無論法人或自然人，各種行為在法

的前提下，都必須遵守；雖然法律規定不一定

是正確的，每個人可以挑戰法律，但絕對不能

違背法律；所以，個體在法律之下的權利、義

務，也必須有所認識，這也是他選修民法等法

律課程的重要原因。

自認不適合銀行　一腳踏入產業

他認為，不是所有臺大的學生都適合埋首

在書堆中鑽研學問、當教授，但是，即使不做

學問，每個學生仍必須透過多元學習、接受更

完整的基礎教育，讓自己思路更為清晰，朝更

正確的行為前進；尤其在科技化的時代，不少

時下年輕人過度熱衷於網路、電動遊戲，或是

人手一支iPhone、iPad；這些科技時代下的產
物，使人與人之間愈趨疏離、互動範圍縮小，

進而導致人際關係不佳，若是藉由學校龐大的

學習資源，建立更開闊的視野，將有助於改善

現況。

鍾董事長就學期間，即身體力行多元學

習的想法；除了學校課業以外，大三起在校外

工讀，並思索自己未來的方向；完成經濟系課

業後，也獲得不少工作機會：一條路是在第一

銀行、運通銀行等金融機構服務；另一條路是

前往摩托羅拉（Motorola）或美國無線電公司
（RCA）等美商或日商公司，其中，日商又區分
為日立（Hitachi）、東芝（Toshiba）等製造商，
和三菱（Mitsubishi）等大型貿易公司兩種。

最後評估自己的個性不適合銀行，加上

受日本教育的父親建議下，進入Hitachi任職；
Hitachi在臺據點成立不久，鍾董事長任職之
初，負責進出口手續，以及跑腿工作，受惠於

大學打工即接觸到報關等國際貿易實務，對他

而言，工作輕鬆上手，之後也陸續被主管委以

重任，負責行銷和銷售的業務；這份工作大約

做了五年的時間。

第二份工作是嘉新水泥旗下的電子公司，

主要負責電子的採購和銷售等；在嘉新電子

的最後一年，和朋友湊足了100萬元，籌備設
立敦吉科技公司；敦吉科技如今邁入第34個年
頭，事業版圖也拓展為集團，跨足通路、製造

和技術檢測等三大領域。從經濟系轉而投入產

業，鍾董事長認為，與其說他跨越領域時，毫

無障礙，不如說是「在面對任何機會時，掌握

它！」

他也是同班同學當中，投身產業界的唯

一一人；和他同屆的包括：證券交易所董事長

薛琦、何碧玉夫婦、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梁

啟源、自中央銀行退休的業務局前副局長徐彩

秋，以及三年半前過世的臺大經濟系教授吳忠

吉等。

心情愉快不二法門　培養各種嗜好

70歲的鍾董事長幽默地說，「自己現在都
是在賺遺產！」因為該有的都有了；現階段重

心除了公司業務以外，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追

求「健康的身體」，和「愉快的心情」；為了

擁有健康的身體，飲食以燉煮為主、餐餐七分

飽，避免飲料和油炸類的食物和宵夜；再者是

運動，每周至少讓自己身體流汗三次，例如：

快走三公里、每公里約十分鐘的速度，另外，

也會做做體操，以強化筋骨。

「愉快的心情」同樣重要，他認為，人生

是否值得，不在於書唸得好壞與否、錢賺得多

寡與否，而在於人生快樂不快樂，因為哀怨地

過也是一天、快樂地過也是一天，應該要好好

享受今天、規劃明天，挑戰生命的極限，不要

刻意回憶過去不快樂的事情；快樂度過每一天

的不二法門就是培養興趣和嗜好；而且，無論

晴天、雨天、白天、晚上、假日、平常日，都

必須安排不同的嗜好。

中國傳統文化有所謂的「五倫」，即「君

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他認為，朋

友因為擁有共同的興趣和嗜好，彼此之間的相

處，生動活潑不少；其餘四倫因有其行為規

範，則顯得硬梆梆；鍾董事長把朋友的因子加

入這四倫當中，生活增添很多樂趣，也因為有

共通的嗜好，他和夫人吵架根本吵不起來、和

孫子經常「玩」在一塊。

鍾董事長覺得，他的人生非常值得，那你呢？
(鍾正宏系友1969年畢業於臺灣大學經濟系，現為敦
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鍾正宏系友與教授、同學之大合照※ 

王作榮教授與國家發展研討會

為表彰王作榮教授對國家經濟與社會發

展的貢獻並對當前財經情勢提供國是建言，

臺大經濟系與臺灣金融研訓院於民國101年5
月12日，假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王
作榮教授與國家發展研討會」。會中將邀請

各領域的專家學者，從貨幣政策、經濟發

展、租稅、貿易、考試與監察制度、工業政

策、產業政策與農業發展等角度，共同探討

當前國家經濟社會情勢以及王作榮教授對於

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

教師獲獎情形

 毛慶生、古慧雯、李怡庭、林 ◆
明仁、黃貞穎五位獲100學年優
良教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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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老師、經商、大學教授
系友專訪

轉戰政府部門 充滿意外與驚奇

◎專訪臺大經濟系陳正倉　教授／薛翔之　撰文

陳正倉教授於2008年
8月出任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NCC）委員、副主任
委員，並將於今年7月底卸
下公職；目前已自臺大辦
理退休，且獲得名譽教授
的榮銜；陳教授早在弱冠
之年即擔任小學老師，原

以為這輩子會一直當個小學老師，但在當了三
年小學老師後，興起上大學的念頭，也就此和
臺大經濟系結下不解之緣。

陳教授一路從大學到研究所、從助教、
講師、副教授，到教授，此期間從兼任總務主
任，副院長兼學務主任、教務主任，並負責社
科學院遷院二期工程的重責大任。四年前再進
入政府部門任職；人生的幾段轉折，讓他深深
覺得「人生實在很奇妙！」。在今年卸任公職
之後，計畫除將已出版的書籍，進行較大幅度
的改版、持續在學校兼課以外，也可能繼續協
助社會科學院搬遷到校總區的相關事宜。（目
前是受趙院長之聘擔任社科學院遷院總顧問）

陳教授中學唸的是師範學校；1960年代因
環境較為清苦，小學老師和公務員都是相當熱
門的職業；陳教授家中有八個兄弟姊妹，本身
排行第三，他選擇以老師作為志業，並在師範
學校畢業的全國會考中，拿下全校第一名的好
成績，該成績在全國同樣也名列前茅，並被分
發到台北市雙園區（現為萬華區）西園國小，
擔任三年小學老師，第一年擔任小一導師，在
第二、第三年時，擔任訓導主任。

不過，陳教授逐漸發現自己對教小學生
沒有濃厚的興趣，因此，下定決心考大學；於
是，邊教書、邊念書，準備考大學！儘管應考
的科目，和在師範學校所學完全不同，參加大
學聯考也沒有加分，但陳教授聯考成績仍相當
好。在填寫志願時，陳教授一心想著要唸「畢
業後可以賺大錢」的科系，因此，依序選填了
臺大商學系的國貿組、銀行組、工商管理組、
會計組等四個志願；原本第五個志願選填的是
政大國貿；但在繳交志願卡的前一晚想到，
「臺大好像還有一個賺錢的科系-經濟系」，於
是第五志願改填臺大經濟學系，就這樣進了臺
大經濟系，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陳教授大學生涯多彩多姿，曾是班代表、
學生會幹部，平時也兼差打工當家教；大三、
大四時，申請到臺電提供的獎學金，即畢業後
就可到臺電工作；但他同時也思考畢業後，是
否去做生意；不過，因距離畢業還有一段時
間，乾脆先考個研究所；沒想到，也順利上
榜，最後放棄臺電獎學金；並在服完兵役後，
重返臺大攻讀研究所，並申請到助教的工作
（感謝華嚴系主任給予這個機會）。

不過，投入經濟學科多年，陳教授發現經
濟系不是會賺大錢的科系，（按：陳教授打趣
地說，唸經濟系會賺大錢是誤會一場！而且，
聽說經濟系老師投資股票，十位老師有九位都
虧錢。）再者，覺得當教授好像也不怎麼樣，
於是，研究所畢業後嘗試兼差，曾經代理宏碁
電腦賣到東歐國家，也從捷克進口建設機械。
在擔任助教期間，國科會同意給予2年公費出
國留學，但因為想轉行，故而放棄。（如今想

來，當時的決策似乎是錯的。）

1989年6月，時任法學院院長的華嚴教授
一句「你明天給我回來做事務主任！」，就這
樣，陳教授（當時是副教授）放下所有身邊的
兼差，回來兼任法學院事務主任。他把教師休
息室重新整修、增設咖啡機，提振教授們的精
神，連帶讓上課品質變更好，除此之外，改建
地下室餐廳、改善教學環境、行政大樓裝設冷
氣機、將圖書館設備汰舊換新，也把原本圍繞
在弄春池四周的停車場，一併調整等等；事務
主任一當就是五年半（其間每年請辭，但總沒
能如願。）。在沒有兼任行政職的期間，現任
的臺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經濟系教授林惠玲
邀請了陳教授合作出版統計學書籍；這套書籍
傳頌多年，如今已成為全臺大專院校最廣泛流
傳的統計學教科書之一。

接著，陳教授在1999年8月受許介鱗院長
之邀，擔任法學院副院長兼學務主任之職務，
並受託擔任社科院搬遷至校總區的執行長，此
後即積極進行遷院的規劃工作。

由於政府預算有限，學校必須自籌一半以
上的經費，於是籌措經費成為遷院的大難題。
另外，要蓋一個可長可久，有特色，一流的建
築，也必須找到一流的建築師。此外，還必須
與教育部及校內院系所溝通，這些都是必須付
出時間精力。

在孫震、陳維昭、李嗣涔校長與歷任總
務長、法社學院許院長、包宗和院長、趙永茂
院長的主導支持下，社科院的遷院工作雖然辛
苦，但也獲得教育部4.7億元的經費，其餘經費
則需學校支持與對外募款。

在對外募款方面，首先請經濟系教授林建
甫主任與和何志欽主任發動系友捐款。並經前
校長孫震、前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教授等的協
助，獲得系友東和鋼鐵董事長侯貞雄先生捐贈
折合市價約1.6億元的8,100噸鋼筋，外加現金
9,000萬元，另外，在包宗和院長的牽線下，已
故的海基會前董事長辜振甫老先生及台泥董事
長辜成允捐贈1.9億元，遷院副執行長政治系副
教授彭錦鵬的居間聯繫與陳教授的協助下，政
治系校友劉介宙先生將其位於淡水附近的土地
處分，捐贈1.1億元。此外，經濟學系系友鍾正
宏先生、駱錦明先生、政治學系系友胡定吾先
生等等系友與系上教授均踴躍捐款。截至2012
年4月止，大大小小捐贈不計其數，總共募得
6.2億餘元。

在聘請一流建築師方面，社科學院聘請到
世界有名的日本建築師伊東峰雄先生來設計，
他總共替社科學院設計了三個建築方案，最後

經校規會、校務會議選定目前的方案。本遷院
案提到校務會議去討論與表決，大概也是一個
創舉，校內的溝通協調之艱辛，難以想像，幸
好在李校長的支持下，終能順利通過。

由於總經費為16.1億元，扣除校友捐贈的
6.2億餘元，教育部補助的4.7億元，以及學校
出資蓋地下停車場的4.2億元，但外部硬體設備
尚有1.2億餘元資金不足、內裝約有2,600萬元
的缺口，有待更多系友慷慨解囊。

陳教授原本計畫副院長任內協助完成遷
院，但想不到四年前，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邱
正雄老師，徵詢是否願意出任NCC委員，在
短暫的考慮之後，陳教授決定轉任政府部門，
希望以他的產業經濟、經濟發展與統計學的專
長，替國家與人民來做一些事。陳教授到NCC
後，主張與推動調降行動電話費、有線電視收
視費、合理劃定型化契約、取締地下電台、調
整上網費率、取消市內長途電話、促進電信與
有線電視之投資建設。另外，打破電信與有線
電視系統業者獨占的局面，讓更多業者參與競
爭；最終目的是保護消費者，縮小數位落差，
進而促進產業發展和公平競爭，達到人人都可
以便宜的價格撥打電話或是上網的水準；而
且，民眾即使是位處臺灣的偏鄉地區，或是高
山、海邊，仍舊可上網、看電視。

若干措施在醞釀初期，都引起不小的反
彈，特別是來自產業界的不滿，業者並透過行
政、立法等單位力量，都讓陳教授備感壓力；
但陳教授認為，對於不公不義的事情，必須堅
拒，公理正義必須有所堅持，抱著「別人很氣
我，我還是要為了公平正義而奮鬥」的堅持。
陳教授說，這些案子都是委員會的決議，決不
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達成的（雖然NCC有些爭
議的案子未決，但這些案子陳教授基於公正處
事，自請迴避。）

陳教授認為自己未必對所有政策主張都是
非常正確與公平、或做得很好，但總是以無私
的態度努力去做，而且對得起全國人民、對產
業的中、長期發展是有助益的。他的想法很單
純：政府的目的在『謀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
福』。政府官員應以追求最大公共利益謀而努
力，不謀私利。

陳教授回頭看自己的職涯，從小學老師、
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NCC副主委，
其間也擔任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公共政策召集
人。從最初的小學老師做起，原本以為會一輩
子當個小學老師，但步步意外，每個轉折都讓
他有不同的改變，也讓他覺得「人生實在很奇
妙！」目前已自臺大辦理退休，且獲得名譽教
授榮銜的他，在離開公部門以後，規劃除了將
已出版的書籍，進行較大幅度的改版、持續在
學校兼課以外，也將繼續協助社會科學院搬遷
到校總區相關事宜。

最後，陳教授說，社科院遷建的路，一路
走來很辛苦，全靠團隊的努力才得以完成。他的
想法很單純：只為公共利益、不為私利，只希望
臺大學生未來發展得更好、走的路更加寬廣！
（陳正倉教授為臺大經濟系1972畢業系友）

臺大社科院新建大樓工程動土典禮合影※ 

台大經濟會訊第11期.indd   3 2012/6/8   下午 05:40:54



臺大經濟系友會訊

磊承設計印刷  http://www.lcprint.com.tw

4／中華民國101年6月14日　第十一期

強化邏輯思考                        

進入在職專班

◎臺大經研所在職專班　薛翔之在職專班

經濟系謝德宗老師邀我談談為何來唸在職

專班。時光彷彿回到了一年前：到臺大校總區

報名考試、參加筆試、等待第一階段放榜、口

試和第二階段放榜的種種。猶記口試當天，可

能因為心情緊張，正值春天3月下旬，卻感覺
天氣格外冰冷，印象中飄著毛毛細雨；在前往

社科院指定教室途中，腦袋不斷打轉，反覆思

索，面對教授們的提問，如何應對⋯。

一個多月後放榜時，得知結果，又驚又

喜。「驚」的是，老是覺得考試前準備工作不

夠充分、回答問題講話速度太快、手勢太多等

等，自己的表現，有不少改進空間；「喜」的

是，即將成為臺大在職專班新鮮人，但同時

也意識到，未來兩年，週末會過的非常「精

實」。

本屆報到28人當中，1/4為臺大校友，扣
除辦理休退學同學，目前24同學，年齡介於29
至41歲之間，平均年齡34歲，職業組成結構多
元，當中不乏「師」字輩或者「總」字輩，

包含醫師、律師、會計師、老師、製造業總

經理、媒體記者、金融機構從業人員及公務

員等。學歷方面，具博士學位2名、碩士學位
4名，學士學位17名、專科學位1名。科系方
面，畢業自經濟、商管相關科系12人、法律相
關科系1人、政治相關科系2人，醫學、教育、
建築、織品、資管、工管、機電、數學、生理

學背景者各1。性別方面，男女比2比1。
對所有進入在職班就讀的學生而言，離開

校園多年之後，重拾書本，勢必有所犧牲；當

週遭朋友、同事週五下班，開始享受週末假日

輕鬆愜意時，在職生須趕赴學校上課，放棄和

朋友休閒娛樂的時間或是和家人子女相處的時

間，而且，甚至必須支付不少「額外代價」。

本班同學當中，任職於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的助理教授林思玲，為來臺

大唸書，週五下班後，從屏東搭乘高鐵趕赴臺

北，每月往返交通費1.2萬元，加計在臺北租
房每月7,100元，尚未將學費和其它支出計算在
內，每學期即因攻讀在職班衍生交通、住房費

用達10萬元。
國立臺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導師史麗君，

研一上學期適逢臨盆，其家人基於安全和便利

性考量，每週五上午9點由丈夫駕車從臺東出
發，經過10個小時車程抵達臺北，約莫晚間7
點，週六傍晚下課後或週日，再返回臺東。

一名在香港臺資機構服務的同學，為兼顧

工作和學業，每隔半個月往返臺港1次，每月
機票支出1.6萬元，亦是所費不貲。

來唸書的「機會成本」，因人而異；前來

就讀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我自己大學就讀經濟

系，但過去未充分把握學習資源，引以為憾；

畢業後，先後任職於電子和平面媒體，目前主

跑財經新聞，負責傳遞第一手的金融市場動態

和資訊給社會大眾。身為財經媒體從業人員，

除應具備報導精準訊息義務以外，更應擁有

「先知先覺」能力；不過，對於金融情勢變化

的前因後果，自己所知相當有限，因此常心有

所憾，基於專業知識不足，加上採訪財經新聞

歷練，更激發我對總體經濟的好奇。

近年隨著網路崛起，媒體角色面臨轉型，

除了傳遞資訊以外，也兼負守門員角色，必須

提供讀者「有用」資訊；但面對來自四面八方

的訊息，媒體從業人員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對

事情的輪廓有大致的了解，加以報導，如此客

觀環境，難免流於「見樹不見林」的缺陷，這

是讓我想重回校園最重要因素，

而且，面對人生最重大的決定─

報考研究所時，仍選擇「經濟

系」。同時，昔日於工商時報任

職主管林文義（臺大經研所在職

專班第2屆）和同事黃詩凱（臺
大經研所在職專班第8屆）等人
鼓勵之下，鼓起報考勇氣，並於

去（2011）年下半年起，正式開
始（或說重溫）兼顧工作和課業

的「經濟人生」。

經過一年洗禮，收穫比預

期中更為豐碩；教授們透過正在

發生或是曾經發生的事件，講授

理論，加深同學印象，建立更厚

實的邏輯概念；張清溪、袁國芝

老師的「價格分析（個體經濟

學）」介紹差別定價及賽局理

論，在企業之間的競合，極為常

見。另外，政府為刺激消費於

2009年發放消費券，毛慶生老師
在「所得與就業理論（總體經濟

學）」課程中，以今天不加稅、

以後還是要加稅的角度，分析

消費券對總體經濟不產生實質效果。駱明慶老

師的「經濟實證與預測（計量經濟學）」以臺

灣托福成績排名落後的報紙報導為例，點出報

導內容忽略各國托福受測人數、受測人數佔人

口比率等，讓外界產生臺灣人「菜英文」的觀

感，實為不懂統計基本觀念的偏誤。在課程當

中，除培養訓練分析數據能力以外，我也跟著

思索檢討自己過去在採訪新聞、撰寫文稿時犯

下邏輯上的認知，並以此警惕，避免發生類似

錯誤。

進入經研所在職專班，和大學時期當個單

純的大學生，截然不同，過去在工作上偶遇似

懂非懂，也就輕輕帶過，現在搭配課堂上的內

容，一一連結，「更有感覺」；另有一點不同

之處，即是以前在大學時，有充裕的時間但卻

無心唸書，現在則是沒有充裕時間，想唸書、

寫作業，得抽空找時間。

平日上班、週末上課，生活忙碌不少，但

到學校上課、和班上同學交流，已經成為每週

的重心之一，如果時光再倒流一次，我還是堅

持我的選擇！（薛翔之，2011年入學、臺大經研
所在職專班第9屆學生，現任聯合報經濟組記者）

2012年2月24日 臺灣大學與東京大學經濟系交流研習營

2012年3月17日 臺大經濟系系友早餐會

2012年3月22日 經濟系就業輔導座談會

2012年4月27、28日 2012 Annual Conference of 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Taiwan 
(2012 臺灣人口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2年5月5日 「二代健保補充性保費議題」研討會

2012年5月12日 王作榮教授與國家發展研討會

2012年5月29日 經貿自由化校園專題講座-「經貿自由化，台灣不能缺席」

2012年7月1日至8月10日 中國浙江大學李志文商學班來系參訪

2012年7月19、20日 2012生產力與效率學術研討會

近期活動

本系在職專班上課情形與課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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