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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早晨陽光初透，微冷，正值早春
時節。由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所主辦的系友早餐

會，學長姐們神采飛揚地步入會場，氣氛也漸

漸熱絡。

「早安。」

「我是民國六十年畢業班的。」

「歡迎，歡迎。」

「學長好，裡面請。」

隨著開場時間的逼近，學長姐們一一坐定

了，彼此問候、交流。從系友們的眼神中，可

以感受到陌生與熟悉感摻雜的情緒，屆與屆、

代與代之間，原先或許沒有機會認識彼此，藉

由這個早餐會，以及同為經濟系系友的這層關

係，搭建起友誼的橋梁。此起彼落的交談、歡

笑聲，經濟系這個大家庭，多代同堂、團圓齊

聚。

系主任王泓仁教授開場，揭開今天這場早

餐會的序幕。「非常歡迎各位。今天這場早餐

會，目的在於凝聚系友之間的感情，讓各屆學

長姐、學弟妹們能互相認識、交流。臺大經濟

系是國內歷史最悠久的經濟系⋯⋯。」系主任

向系友們問候，並說明早餐會的宗旨。

緊接著，由孫震董事長致詞。孫董事長是

1956年畢業系友，在臺灣經濟界、教育界與政
治界皆具有舉足輕重的一席之地，曾任臺灣大

學校長、國防部長等重要職位，現為臺大經濟

研究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孫震學長簡要說明基

金會的運作情形，稱許團隊「團結」的可貴。

另外，學長也和大家分享，他從經濟系畢業55
年了，至今仍非常感謝經濟系的栽培。孫震學

長對於經濟系傑出教授與系友輩出相當肯定，

非常地以母系為榮。

在孫董事長為大家帶來振奮人心的致詞之

後，進入了今天這場早餐會的專題演講，由薛

琦教授主講。薛琦教授為1969年畢業系友，是
系上教授，也是臺灣證券交易所的董事長。

今天這場早餐會的講題是「臺灣資本市場的展

望」，薛教授簡單介紹早期臺灣的經濟發展歷

程，並從總體經濟展望、ECFA與125計畫等層
面，談論未來臺灣及對外整個資本市場的走向

與展望。薛教授指出，過去二、三十年以來，

臺灣IT產業有長足的發展，是帶動臺灣經濟成
長的一股力量；他也認為，「兩岸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為臺灣提供了更多的商機與合作。

在薛教授精彩的演講結束後，早餐會已漸

漸進入尾聲。系主任藉這個機會向系友們說明

新建社會科學院工程一事，並為今天這場早餐

會作總結。

早餐會相當成功，在整個過程當中，可以

看見年輕一輩的系友謙恭地向資深學長姐請

教，而資深學長姐也不吝於和年輕輩分享，氣

氛融洽。藉由這個早餐會，筆者認為這不只提

供了系友們一個聯誼、互動的機會，也讓系

友們了解到，許多經濟系的學長姐都在畢業之

後，朝自己的目標邁進、耕耘，在自己所處的

領域當中，出類拔萃，並且在整個臺灣的發展

歷程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年輕輩、正在

實踐自己理想的系友們，能藉此汲取更多的信

心、動力與想法。筆者相信對於參與早餐會的

系友們而言，這是很有收穫的一個早晨。

睽違已久的 系友早餐聯誼會
◎臺大經濟系王日春　同學記錄

【100學年度新聘教師】
柏木昌成（Masanori  Kashiwagi）、
陳釗而、樊家忠。

教師獲獎情形

新進教師

　　教　學

【99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林明仁、李怡庭、陳虹如、黃貞穎、
袁國芝五位老師。

　　研　究

1. 王泓仁教授榮獲行政院國科會99年
度傑出研究獎。

2. 王道一副教授榮獲中央研究院2011
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系友活動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自100學年度起，與
社會科學院政治系及工學院土木系（營建管

理組）、工業工程所（產業整合創新組）之

碩士在職專班，開始招收「跨領域菁英」。

這個跨兩院含四系所的碩士專班，雖然各有

特色、各自招生，但也都涉及公共事務的

共同領域。現階段的合作方案，是共同開設

「跨領域聯合論壇」，並提供「跨領域特色

課程」分別強調公共政策、金融經濟、大型

專案管理、及產業競合創新等跨領域議題，

開放給四系所專班學生自由選修。「跨領域

聯合論壇」由四系所分別邀請知名專業人士

演講、分享並與專班學生互動。

　　四系所來自不同的大學畢業科系背景，

2011年9月即進入第一階段跨領域合作開始
上課，未來擬有進一步的合作與整合。

臺大經濟系碩士在職專班 
跨領域菁英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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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新金控總經理林克孝先生，畢業於臺大
經濟系，赴美攻讀博士後，返台擔任台証證券
高階主管，後來因緣際會加入了台新金控。伴
隨著臺灣金融產業一路發展的過程，林總經理
不只是個旁觀者，透過一筆筆動輒上億的金融
交易，他直接參與其中。
每個人都同樣曾經是教室裡的一名學生，

為什麼他能成就今天的地位？他的想法與經
歷，你不能不知道。

學業、社團不能輕忽 實務應用？ 
大學生不用急！

「大學課程教的東西很學術，但也是未來
工作時一定會用到的基本技能。」林總經理這
麼認為。試想一個人在離開校園之後，會有多
少機會再去接觸很學術或是純粹理論的學問
（尤其是統計、計量經濟）呢？答案是微乎其
微。因此在大學期間如果能把握機會，將這些
純粹的學問學懂、讀透，其對未來在職場上的
幫助不可謂不大，畢竟這些知識在經濟系學生
最常投身的金融業裡可是天天都會使用的。
雖然現在的學生們常以為提早接觸實務就

是比別人先起跑，以致於在大學修課時也偏好
理論應用、實務經驗一類的課程。事實上，實
務應用在畢業就業後，天天都會接觸，其實不
需要急在一時。而且，不同公司有不同的文化
與邏輯，不管大學生做了多少實務模擬，真正
的實務技能在進入職場還是得再學一次。因此
大學生有限的四年內，專心致志地深入一門學
科，瞭解其精髓；進入職場後融會貫通，結合
理論與實務，才是最高明的策略。
而大學生玩社團，在林總經理眼裡，也不

是單純「玩玩」那麼簡單。尤其是擔任社團領
導人的人，「在沒有任何利益、位階的狀態
下，組織起一群人去完成一件事，是相當了不
起的。」確實，社團活動考驗一個人的組織及
領導能力，也訓練一個人實踐創意、解決問題
並且突破困境。尤其在社團活動中建構人際關
係的經驗，也會成為未來在職場上、在社會中
待人處世的寶貴基礎。這也是為什麼現今企業
主管們面試初次進入職場的新鮮人時，除了審
查課業表現，對社團活動經驗也開始重視。
正當社會普遍質疑年輕世代的群我觀念的

時候，身為年輕世代的一員，若能擁有出色的
社團表現，相當於間接證明了自己與團體共事
的能力，鶴立雞群。
至於如何兼顧課業與社團活動兩方面均衡

發展，則是大學生們面臨的第一關，得要自己
去探索了。

留美經驗  讀博士台美氛圍大不同

取得臺灣大學經濟學士學位後，林總經理
前往美國繼續深造，這段期間，讓林總經理重
新檢視「向上求學」對人生的意義。在臺灣攻
讀碩士、博士學位的學生，不一定有朝學術發
展的規劃，許多人可能是為了在職場上更有競
爭力才讀研究所的。這也使得林總經理在美國
攻讀博士時，對於研究生們展現出的研究熱情
感到相當震撼。

美國學生每天的生活可說都與學術討論有
關，除了上課時間、課間休息時間，甚至連吃
個午飯都在討論學術問題，沒有人偷懶，其廢
寢忘食的程度絕非我們能想像。同時學生與教
授間互動密切，不是臺灣的師生關係所能比擬
的。
在美國，讀到博士通常是為了「終身做學

問」，但在臺灣，動機卻複雜得多。這並不是
學生本身的問題，而是臺灣整個社會既有的觀
念。因此林總經理認為，一張漂亮的履歷並不
一定要有極高的學位；課業、社團兼顧，充分
展現工作實力，也可媲美漂亮的學歷。

鍾愛一生的興趣  登山不再只是登山

訪談的最後，林總經理聊到他從小養成的
最愛－登山。但他所謂登山可不是去四獸山走
走階梯，爬兩個小時就下山的健行行程。
登山的好處很多，除了健康方面，還有心

靈層面的影響。當人真的背起行囊、帶著繩索
登山杖，往山裡去探險時，社會、科技、文
明、工作壓力，不管你喜歡的不喜歡的，所有
事情被拋在都市塵囂間，去除這些雜訊後，就
能身心同步地去感受山林的單純與美好，很多
想法也在這個過程中沈澱。
相較於年輕時跟山友一起瘋攻頂、登高

山，林總經理現在登山不執著山的高，而是往
深處走，尤其獨鍾海拔不高卻罕無人跡的中級
山。
近幾年來林總經理跟一群原住民的朋友一

起訪查南澳古道，便是在中級山的深處，這條
兩百年前的泰雅族先人足跡，在荒廢多年後，
靠著一群人的耐心與毅力，透過辨識植被等不
同方式，真的被他們找到了。現在古道已經開
放遊客參觀，但這項訪查計畫仍在進行中。
不過登山需要考慮的其實很多，從背景知

識的瞭解諸如地層、天候、地形，到個人的裝
備、體能、經驗、甚至夥伴的挑選都非常重

吳儀玲 副教授
學歷：臺灣大學財務金融系、美國芝加

哥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教學：公司理財、資本市場及市場微結

構專題

專長與研究興趣：

運用股票市場微結構 (market microstructure)的概念：
(1)  股票流動性風險 (liquidity risk)和
(2)  優勢資訊交易機率(Probability of informed trading, PIN)於
公司資本結構議題和其他公司理財議題。

張勝凱 助理教授
學歷：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美國威斯

康辛大學經濟學博士

教學： 數量方法入門、數量方法專題研
究、 計量經濟理論  

專長與研究興趣：

研究興趣為計量經濟學之理論與應用。近年來的研究重點在
於使用模擬估計與貝式統計方法來探討複雜但於實證經濟學
中扮演重要角色之計量模型。實證應用則偏重於勞動經濟，
產業結構研究及資產之評價。

蔡崇聖 副教授
學歷：臺灣大學經濟系研究所、美國

威斯康辛大學大學麥迪遜校區

經濟學博士

教學：賽局與訊息、公共經濟學、專

題討論

專長與研究興趣：

公共經濟、政治經濟、產業組織

宮崎浩一 助理教授
學歷： 日本東京大學經濟系、美國賓州

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教學： 經濟學原理與實習、專題討論
  
專 長與研究興趣：
總體經濟學、公共經濟學、政治經濟
學、賽局理論

臺大經濟系系友林克孝　先生口述
 / 吳裘莉　同學整理

實務從做中學， 
用心即能得啟發

要。真正的登山，與報名登山「旅行團」的行
程截然不同，必須自己看地圖、找路，食物跟
帳篷也要自己背，天氣變化更是馬虎不得。對
於登山新手來說，每一項都是挑戰，林總經理
卻笑著說：「現在把我丟到山裡一個禮拜，我
也不會餓死。」夠厲害了吧！

不論身在何處，「瞭解自己的極限、 
絕不逞強」是鐵則

「即便只剩幾公尺就可以登頂，該放棄的
時候還是不要逞強，頂多下次再來。很多人就
是因為『不甘心』或是想要『人定勝天』，才
會發生意外！」經驗豐富的林總經理說，只要
瞭解自己的極限，該放棄的時候順從本能，便
不容易發生危險。當登山者「太過勇敢」時，
就會輕忽身體或環境出現的警訊，造成無法挽
回的遺憾。
登山的準備可以看出登山者對於任務的規

劃能力；而登山過程本身更能訓練一個人對於
自我瞭解、風險評估的能力。對應到快速變化
的金融產業裡，風險評估又何嘗不是最馬虎不
得的環節呢？這和原始叢林裡的情況如出一
轍，或許這就是山林默默教給人們的道理。
真正聰明的人不只從課堂上學習。正如林

總經理所說的，課業、社團都是學習跟磨鍊的
好地方。不管登山或其他任何活動，其實只要
用心，就能從中得到啟發。成功的人不會只靠
一紙文憑－擁有待人處世的正確態度以及想
法，才是邁向成功的康莊大道。
（林克孝先生學歷為臺大經濟系1982年畢業學士、美國華盛頓
大學經濟學博士，目前為台新金控總經理，是本系傑出系友之

一。）

為了加強學校與畢業校友之間的連結，並便利校友共

享學校資源，本校於發行「臺大校友證」，校友可享各種

優惠設施與服務，亦可感受學校服務校友的熱忱，進而凝

聚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歡迎校友攜帶身分證件影本（外

籍人士請提供護照影本）、1吋或2吋脫帽照片1張、校友
證申請表1份、工本費300元，至校友聯絡室辦理。

申辦地點：臺大校總區第2行政大樓（農化新館）5樓524室
辦理時間：週一至週五 早上9點至下午4點
電　　話： 02-33662042「校友聯絡室」

歡迎校友

申辦臺大校友證

新進教師

系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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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自臺大經濟系大學部畢業。在
服完兵役並在母系擔任兩年助教後，1996年幸
運的進入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博士班就讀，

而 且能夠一睹以前只有在教科書上才能看到的
Gary Becker、Robert Lucas以及James Heckman 
等大師的風采，與他們相互討論切磋，對一個

經濟學徒來說，人生快意，莫過於此！後來則

選擇了以資料統計檢定與經濟理論對話為主要

研究過程的應用個體經濟學(Applied Microeco-
nomics)作為我的領域，並在Freakonomics（蘋
果橘子經濟學） 學派Steven Levitt的指導下完成
博士論文。這些經歷，也更加堅定我：「如果

能準確描繪誘因結構，並妥善解決資料的蒐集

與詮釋問題，經濟學（幾乎）可以解釋所有的

人類行為」的信念！

2002年畢業後，我隨即加入臺大經濟系，
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勞動經濟、健康經濟與犯罪

經濟學。截至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代表作，應

是2008年與本系駱明慶教授合著發表於Ameri-
can Economic Review的“Can Hepatitis B Mothers 
Account for the Number of Missing Women? Evidence 
from Three Million Newborns in Taiwan”。該文討
論的是亞洲的失蹤女性(missing women，亦即
亞洲女男比例相對於其他地區較低)的問題：
在以諾貝爾經濟獎得主Amartya Sen為主要代表
的人口與發展經濟學文獻中，對女性的歧視一

直是被用來解釋為何亞洲國家存在失蹤女性的

主要理由。但現為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的Emily Oster，在重新整理因發現肝炎病毒而
獲1976年諾貝爾醫學獎的Dr. Baurch Blumberg的
早期發現，以及世界各國新生兒性比例和B型
肝炎盛行率的資料後發現：由於B型肝炎母親
生下男嬰的機率是150比100 （而非一般的105

比100），因此在B肝盛行的中國，原先 Sen 所
計算出數目達五千萬的失蹤女性，約有75％是
可以被此一生物因素解釋的。此一結果如果正

確，將會對人口政策產生巨大無比的影響。此

一論點雖然受到Blumberg本人、哈佛大學Rob-
ert Barro以及我的指導教授Steve Levitt的強力背
書，但也立即遭到以Sen為首的人口發展經濟學
家強烈質疑：他們認為Blumberg 與Oster的最大
問題在於其研究設計與資料無法同時檢驗B肝
與歧視兩個假說。我對這個議題的貢獻，即是

以臺灣獨特的三百萬新生兒資料，同時測試這

兩個假說，並發現B型肝炎雖然能增加生男的
機率，但影響非常微小，因此要解釋亞洲國家

的失蹤女性問題，還是得回到歧視的觀點上。

此一研究成果，不僅已在發展與人口經濟學界

引起廣泛討論，也被美國華爾街日報、歐盟

VOX網站等加以報導。
另外，由於生物學上影響勞動供給或教育

表現的原因，亦為目前學界注意的焦點之一，

因此我最近的研究也有許多與人口議題有關。

其中“When Low Birth Weight Babies Grow Up: 
Can Parents Buffer their Health Shock?”使用臺
灣的新生兒資料連結大學聯考資料發現：早產

兒上大學機率的確較正常兒為低，但若父母學

歷夠高，則可部分抵消此一劣勢。不過本篇文

章沒有處理可能是某些未被觀察到的變因同時

影響出生體重與未來學業成績的內生性問題，

因此我接著在使用了雙胞胎比較法(twins fixed 
effect) 以及工具變數法加以處理。結果發現，
出生體重對成績的影響是非線性的：體重差異

只在低於3000公克的雙胞胎有影響。而工具變
數法的結果則發現，低出生體重的影響集中在

低教育程度（低於9年）與年輕的母親（小於25
歲）身上。另外“Maternal Age as a Biosocial Link 
between Low Birth Weight and Crime: Evidence from 
Taiwan's National Data”一文，則發現男性低出生
體重者若母親年齡太高或太低，則會增加其犯

罪的機率，此即犯罪與生物學文獻上所謂的生

物社會交互作用(bio-social interaction)。本文則發
表在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0)。
另外一篇與失蹤女性有關的著作“More 

Women Missing, Fewer Girls Dying: The Impact of 
Abortion on Sex Ratios at Birth and Excess Female 
Mortality in Taiwan”(NBER working paper 14541)則
發現，臺灣在1985年實施優生保健法後，由於
性別選擇墮胎的成本大幅降低，因此導致了男

女新生兒比例開始逐漸失衡。不過同時男女新

生兒的死亡比例開始縮減，我們認為這是因為

對男嬰有偏好的父母，在可以作性別選擇後，

在「生產前將女嬰墮掉」與「生產後忽略女嬰

健康」兩者間替代所致。另外，在整理臺灣

1918年大流感的流行趨勢後，我也發現在胚胎
時期受到流感侵襲的人，未來不但身高較矮、

體重較輕、教育程度較差、而且較容易罹患疾

病，壽命也較短。此即醫學上所謂「胚胎起源

假說（Fetal Origin Hypothesis）」這個結果也被
美國時代雜誌網站加以報導。另外皆須此一研

究，我在「乾淨用水對長期健康及教育成就的

影響：以1909-1933日治時期臺灣的水道建設為
例」中，則發現日人水道建設對臺灣人的長短

期教育及健康有長期的正向影響，也再一次驗

證了基礎建設對長期經濟成長影響的重要性。

本文即將刊登於《經濟論文叢刊》。

除了健康與人口有關的議題外，我過去的

研究成果也包含研究民主、警力與失業率如何

影響犯罪率（犯罪經濟學）以及從廠商內部人

事薪資資料來討論勞動過程的內部勞動市場兩

大領域。這些乍看之下不太相關的領域，其

實背後的主軸是一致的: 即是「以經濟學理論
為本，並以統計方法檢驗因果關係，說一個前

後一致的故事」，哪裡有資料，就往哪裡去的

Freakonomics Style。在本系對本人六年長聘評
估（Tenure Review）中，一位國外匿名評審人
就說道：「一般說來，一位助理教授只要在一

個領域做出顯著的貢獻即可獲得長聘資格。像

林博士這樣同時在三個領域都有重要貢獻的例

子算是少見。」也算是國際學界對我研究的肯

定。

不過，研究過程是漫長且充滿不確定性

的。一開始驚為天人的好主意，也經常因經不

起資料的驗證而走入死胡同；但是在一路荊棘

中，偶爾也會在不經意的轉折中見到非預期的

景色。我基本上相信經濟學是可以解釋人類所

有行為的，因此每次只要完成一個研究，我就

會自high很久！而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成
就感，也就成了長路漫漫的最佳助力。另外，

我的研究使用的，都是臺灣本土的資料，能夠

把臺灣的故事，說給世界聽，也算是這個研究

過程的另一種喜悅。

最後，要向各位系友報告的是，經濟系最

近十幾年來的新進教師，研究表現都非常傑出

（大家應該會在未來的系友通訊中陸續看到有

關他們的介紹）。我認為應該是系上重視研

究、支持新進教師的風氣所使然。其實，獲得

博士學位的前幾年，是建立自己研究節奏的最

重要、成本最小（可能也是唯一）的時機。如

果資淺老師在繁重的教學外，還得負擔許多

行政業務，以及資深老師所「交辦」的事項，

那再怎麼頂尖的名校畢業生，她的學術資本也

很快就會耗損殆盡。在這樣的環境下，要如何

能做好研究？因此這幾年來，系上的新進老師

除了教學減免外，也幾乎不必做任何校內外

服務。所有的行政業務都由資深老師們一肩扛

起，讓Junior能有一個專心的研究環境。回國十
年，現在我也慢慢的變成有點「資深」的教授

了。我想我會努力把這樣子的想法傳承下去，

就如同我剛回來時，一位資深教授對我說的: 
「Junior 快樂，經濟系才有未來！」
（林明仁教授學歷為臺大經濟系學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

博士）

研究的樂趣－                        

◎臺大經濟系林明仁　教授

來自於了解事物背後隱藏的邏輯

　　林明仁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勞動與健
康經濟，多篇論文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包
括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等。林教授曾獲
頒中央研究院2009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10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教師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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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臺大經濟系陳

虹如教授的研究室，映

入眼簾的桌面乾淨整

潔，沒有堆疊的書刊或

任何雜物，充分反映出

主人條理分明的性格。

從臺大數學系畢業

後，陳教授旋即前往美

國UCLA（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直攻經濟博

士，五年內取得博士學位返國。因為學術成就

相當亮眼，現在已經是臺大經濟系最年輕美麗

的教授。事實上，從助理教授到成為教授，過

程竟只花了短短七年的時間。完美的經歷彷彿

童話般令人望塵莫及，但陳教授表示自己並沒

有特別規劃人生藍圖的每一個步驟。相反地，

一路走來，許多時候是突然決定目標之後，便

全副心神投注下去，一鼓作氣，直到達成目

標。

外人或許會望而興嘆，認為這樣的成功必

定來自於超乎常人的天才稟賦。不過，仔細瞭

解陳教授的求學歷程就會發現：原來不怕困難

的精神、超乎常人的決心與毅力才是她成功的

關鍵。

臺大數學系四年+UCLA五年

遙想當初，第一次離鄉背井，從台東隻身

到台北求學的過程是怎麼樣的情況呢？陳教授

回憶，那時從台東考上臺大的學生真的寥寥無

幾，校內甚至連東友會都沒有。少了同儕支持

與家人的陪伴，讓當年的陳教授花了許多時間

適應孤單。不過宿舍生活也漸漸讓她交到許多

好友，終於，寂寞感淡了，也逐漸開始能夠享

受臺大自由的空氣。

跟現在所有大學生一樣，陳教授大學四年

參加的社團五花八門，舉凡蛋糕社、鋼琴社、

易經研究等等都有接觸，興趣廣泛。然而，她

始終秉持良好的原則－「做好學生的本分，絕

不因社團活動或任何外務而忽略課業」。身處

數學系，課業上她確實比文科的同學需要更多

專注與努力，這時維持社團與學業兩方面的平

衡只有一個法則，就是「永遠跟上進度」。陳

教授認為考前臨時抱佛腳，不如將讀書時間均

攤，平時就跟著老師的教學進度，一步一腳印

地學習與理解。這種方法，果然成效卓著。

出國留學，是在陳教授大三升大四的暑

假，才突然決定的，所以她必須在半年內完成

所有準備，才能趕得及遞交申請。比起其他經

過精心規劃的人，她沒有從大一開始就一步一

步準備的語言認證，同時間還修統計學、總體

經濟學以及計量經濟學三門重課。諸事纏身，

只能壓縮睡眠時間，咬牙苦撐。

「決定了之後就非常認真地準備，很有決

心。但真的很累，非常累！累到我隨時都覺得

自己閉上眼睛就能睡著。」說這句話的同時，

陳教授的表情彷彿回到當時睡得少、咬緊牙關

拼命準備而覺得身心俱疲的狀態。幸好一切努

力沒有白費，陳教授如願得到UCLA的入學許
可。

文化差異、語言障礙 逐一克服

大學四年已經嘗過離鄉讀書滋味的陳教

授，到了美國固然不需要再調適一次，但留學

過程中還是有許多需要克服的事情。

美國學制是三個學期，各十週左右，課程

密度高，老師講課速度很快。不但如此，陳教

授特別提到美國的教課方式與臺灣不同－「很

跳」；也就是說老師教課時傾向點出理論的核

心，而實務應用方面的知識，通常學生們得仰

賴課後自學。但文獻資料都是英文，閱讀資料

時比起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慢得多，得花更多

時間理解吸收。除了閱讀速度較慢，因為決定

出國的時間較晚，所以語言方面準備得相對倉

促，使得聽、說兩方面更是吃力。但陳教授認

為沒有跨越不了的障礙，透過努力，將原有的

不足一項一項補齊。

陳教授鼓勵有志出國的同學：「出國讀書

時外國人不見得會主動幫助留學生，這是文化

差異，他們的文化不像臺灣，看到外國人會想

要趕快幫忙。但如果留學生主動提出問題，他

們是非常友善的，所以不用害怕。」

經濟系七年任教 上課不閒聊成特色

從UCLA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後，陳教授教
書的七年內共獲得了4次優良教師獎。臺大優
良教師獎項是由學生填寫的問卷後，直接統計

名次決定的，足顯其教學風格深受學生喜愛。

陳教授的教學理念很經濟。她曾說過：

「教育的成本是很高的，課堂上的時間，應該

做最有價值的運用。」有鑒於此，陳教授認為

與其上課講笑話緩解氣氛，不如每一秒鐘都全

神貫注地解釋經濟學的理論及模型，才是對學

生最好的教育方式。

其實筆者曾經是陳教授總體經濟學班上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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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課堂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她在講台上認真

教學的形象。更難能可貴的是，雖然老師講到

流汗，雖然講台下學生抄筆記抄到手痠，但下

課時間學生還是有動力衝到講台前問問題，老

師也樂於回答。甚至有一次我請教老師某個問

題獲得解答後，老師居然跟我道謝，說：「謝

謝你提出這個問題，我以前沒有注意到這部分

耶，很有趣，我回去再想一想，謝謝喔！」

陳教授已經用事實證明了不需要穿插笑

話，純學術的課在臺灣也能很受歡迎。給她教

過的學生總是如此評價：「又硬（不輕鬆）又

紮實，老師超級認真，給非常多東西，會學到

很多喔！」。外加一個大大的笑容。

期許勇於修課、寫論文 認清人生方向

對於臺大學生的學習狀況，陳教授頗有所

感地表示，幾年觀察下來臺大學生相當聰明，

但是大三、大四的學生面對升學或就業二選一

時，許多人為了逃避就業才決定念研究所；其

動機可能跟喜歡經濟學無關，只是現實的問

題，「結果在補習班比在學校上課還認真，這

種情況考上，不一定適合。」她說。

陳教授特別強調，同學這時候應該利用臺

大修課自由的優點，先選修研究所與大學部合

開的課，不敢修至少也要去旁聽。畢竟，深入

瞭解後才會知道是不是真的應該報考該研究

所，而不是盲目地隨波逐流。她也建議學生們

應該勇敢修習需要寫出一篇論文的課程。「要

知道，對外國大學生而言，『寫一篇自己的論

文』並不是一件遙遠的事。你們（經濟系學

生）不要覺得這跟自己沒關係。」

臺大經濟系的同學們，未來站在生涯的十

字路口上感到迷惘時，別忘了陳教授今日所

言，嘗試選修研究所與大學部合開或需要寫出

一篇論文的課程，或許過了一個學期，所追尋

的答案便會自己顯現出來。

決定了之後就認真地準備
◎ 臺大經濟系陳虹如　教授口述／吳裘莉　同學撰文 

本系系務經費及遷建經費捐款帳戶如下：

（可指定用途，本系將開立捐款收據，可用作抵稅證明）

(陳如紅教授學歷為臺大數學系、美國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

經濟系新建大樓案自99年3月動工
以來，工程進度皆按計畫進行，

目前已完成地下室基板結構工

程，預計今年7月將完成全部8層
樓之清水模工程，2012年7月完成
整個結構體，屆時將繼續進行內

部裝潢工程。目前內部裝潢工程

所需經費仍有缺口，期待廣大系

友解囊回饋，使遷建進度不受影

響，以完成遷回校總區的目標。

經 濟 系

新建大樓進度

教師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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