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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們應該要謹守本分、盡全力紮實地學習以儲
備足夠的理論知識，針對自己的志向做案例研
究，補足實務經驗缺乏的部分，將比同儕更有
機會在未來就職階段選擇自己真正想投入的方
向。

而在大環境處於景氣循環低點的現在，同
學們大學畢業後應不應該就讀研究所、何時才
是就讀研究所的最佳時機等問題，侯董事長也
頗有一番見地。

「不進社會看看，就無法瞭解社會。」  
先就職，再進修！

侯董事長認為，除了理工學院的學生適
合直接進入研究所以外，絕大多數科系的學生
畢業後都應該先進入社會工作，再回到學校進
修。他指出學校的教育通常著重於邏輯理論的
基礎，學生在實際應用的訓練上就顯得不足，
對自我的探索也相對不夠。

由於許多工作上的專業應用並不是學校
教育就能夠學到的，因此如果完全依賴學校
所學，那麼往後在社會工作時就很容易無法適
應，不如先在社會中磨鍊、瞭解自己的短處
後，再回到校園進修，將能大有斬獲。

而且，細數人生的精華時期，每一年都是
珍貴的時光。與其畢業後直接投入到不適合的
學門領域中蹉跎光陰，不如花費一至一年半的
時間完全熟悉自己的工作、從中獲得經驗並且
了解志向後，再選擇適合的研究所進修。

這同時也適用於想往學術發展的同學。就
侯董事長的經驗而言，年輕人 25 歲到 26 歲之間
是人生經驗開始累積與智慧大開的關鍵時期，
工作後對於真實社會與人生將有更深的體悟。

侯董事長強調，社會經驗絕對能幫助有志
成為學者的同學在回到學校後將所學與在工作
上所學到的經驗互相應證，免得日後成為一個
不知民間疾苦、只知學術理論的學者。

社團參與？學人脈、學做事！

那麼學生在大學期間究竟應不應該參與社
團呢？侯董事長表示，儘管侯董事長個人沒有
正式地參加過社團，但他仍然認為參加社團對
同學們在人際關係上的學習是相當有助益的。

社團最大的益處是讓同學們有機會觀察
不同人做事的方法。同時，社團也提供了一

個良好的環境，讓同學們能夠學習如何溝通、
共事，並從中學習如何抓住人際關係的脈絡。
但侯董事長仍建議，參與社團應該慎選，謹慎
選擇能夠真正幫助自己、讓自己有所提升的社
團，才不會因社團而浪費太多的時間。

指一條通往企業家的明路... 
「成功」有公式嗎？

關於現在學生總是希望創業、希望能夠效
仿過去成功的企業家一般白手起家，侯董事長
做了個分析。侯董事長將白手起家、創業成功
的人區分為三種：

第一種人在就業時發現了自己的長處與優
點，並在一定的機會下獲得了成功的機會。第
二種則是因為家庭背景的影響、支持，而有能
夠創業並獲得成功的機會。第三種則是真正靠
著自身努力，一步一步往上爬而獲得成功。

綜觀以上三種不同類型的共通點，侯董事
長特別舉了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先生為例，他
說：「如果那時候不是政府要開始發展電子，
怎麼會有台積電的誕生呢？」 

侯董事長認為張忠謀先生首先擁有個人
的才華、也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因此在際遇
剛好搭配上的時候，就能利用外在因素迸出火
花。預先儲備好能力，再掌握適當的時機崛起
的，就是一種企業家成功的方式。

「律己、愛智、樂觀」

人生如此千變萬化，每個人的際遇都不
同，效用函數也不相同。什麼才是成功，什麼
才是幸福，其實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因此侯董事長以「律己、愛智、樂觀」六
個字勉勵經濟系的同學。律己，遵從一定的規
範，時常反思己身；愛智，絕不停止學習，以
擁抱廣闊的世界；樂觀，用正面思考打敗困難
及挫折。

人生的畫布要上些什麼色彩，能在不同階
段自由決定。但是生活的態度、處事的原則，
卻是時時刻刻不能或忘的。不論在人生的那個
階段上，都應該時常檢視自己、瞭解自己、挖
掘自己，才能夠成就不負自己的精彩人生。

（ 侯貞雄系友畢業於臺大經濟系1962年，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
學碩士，現任東和鋼鐵公司董事長）

專訪東和鋼鐵公司董事長 侯貞雄先生 
/  吳裘莉 同學撰文

2011年初冬，下著綿綿細雨的臺大校總
區內，眾人期待已久的臺灣大學社科院大樓正
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工程。能有這樣的成果，各
界的支持及捐助不可或缺；尤其校友們在事業
有成之際，還能回過頭來關心母校的建設及發
展，更讓人感受到其對於培育社會下一代英才
的用心。

有一位經濟系的校友，從社科院大樓建造
之初便鼎力支持，他就是東和鋼鐵的董事長侯
貞雄先生。侯董事長相當重視教育，訪談過程
中除了鼓勵學生們在校期間能勉力學習外，也
期勉青年能以「律己、愛智、樂觀」為目標立
基於社會，追求卓越。

從臺大經濟系 4 年到「鋼鐵人」 40 年， 
認清目標、勇往直前

回想自己的大學時代，侯董事長笑說自己
起先並沒有特別想念經濟系，只因聯考成績搭
配志願選填而意外與經濟系結緣。不過，在侯
董事長的心中，經濟系所提供的訓練確實給了
他很大的影響，他說：「如果當初沒有唸經濟
系，我想我現在會很不一樣。」

侯董事長認為，因為經濟學所關注的焦點
是解決人們如何在資源有限的狀態下作出最適
決策，因此經濟不只是一門學問，更是一門哲
學——教人如何做學問、如何規劃人生的哲學。

大學生在出社會之前，時常對未來感到徬
徨，侯董事長認為對於文法商的同學們而言，
若想真正瞭解自己、辨明自己的人生方向，則
必須同時擁有理論知識及靈活的實務體驗。

擁有紮實的學術理論作為基礎，才能針
對議題做深入的剖析；活生生的實務經驗，則
能幫助同學們從一般化的理論向上提升，了解
市場上實務操作時的邏輯和應變方式，缺一不
可。

因此侯董事長建議，在大學生涯中，學

 
侯貞雄系友榮獲臺灣大學傑出校友獎
本系系友東和鋼鐵公司董事長侯貞雄先生於1971年曾獲頒為美

國艾森豪獎學金得主，為我國第二位得到這項殊榮的企業家；1975
年成立「侯金堆文教基金會」鼓勵後進；1990年興建國內第一所H
型鋼廠，使我國結構鋼材產業進入新的里程；2003年任全國工業總

賀
會理事長時，推動臺灣產業二次革命；2005年慨捐鋼材
與經費予臺大社會科學院供遷院工程之用；2006年獲頒
經濟部一等經濟獎章。實為臺大校友之楷模，今年經本

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通過獲得工商類傑出校友，並受

邀擔任本校通識教育論壇「我的學思歷程」主講人，與

學弟妹分享其專業領域及奮鬥過程。

的成功人生
「律己、愛智、樂觀」

系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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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我被派到上海設立群益證券代表處
的研究部， 今年是我到上海工作的第14年， 
1998年初的臺灣股市欣欣向榮，台股指數9300
點，而同期大陸證券市場(1998年)日均成交金
額僅100億人民幣(約470億台幣)，只有當時臺
灣證券交易市場一天成交的2/3。 當時很多人
不解，我為什麼自己要求外派上海。

今天我們再看看的大陸股市，大家就可
以理解我當初來上海的原因了。目前大陸已
超越日本成全球第二大股票交易市場，上市公
司從98年的764家增加到2300家，日均成交金
額由100億人民幣變成1900億人民幣(是臺灣的
6.5倍)，股市總市值從1.9兆人民幣增加到27兆
人民幣(是臺灣的5.5倍)(詳見附表)，這幾年大
陸股市的飛速成長並非偶然。1978年大陸以深
圳為窗口開始改革開放，20年後的98年大陸的
經濟已經大步起飛(GDP8.4兆人民幣，約為當
時臺灣的4倍) ，但98年大陸金融業卻仍弱不禁
風，這是不合理的，這就是我所謂的趨勢。我
很高興有機會見證中國大陸證券業的掘起，因
為這是百年難得的機會。職業生涯的規劃「當
下」雖然很重要， 但未來趨勢更重要。

臺灣與大陸同文同種，但經過幾十年的
分隔，雖熟悉卻又陌生，有時候一樣的句子竟
也有不同的含意，上海人說「這東西不要太好
吃」，意思是「這東西真是好吃」，雖然這只
是簡單的例子，但卻也道盡兩岸文化的差異。
隨著兩岸交流日益頻繁，很多人到大陸求學，
工作，甚至定居。根據臺灣人力機構2010年的
就業調查有6成的上班族想到大陸上班，而今年
公佈的最新數據已有77%的人有到大陸就業的意
願，大勢所趨之下，臺灣的大學生是否已經準
備好？臺灣人在兩岸就業市場的競爭力如何？

在上海10多年的工作經驗中，我接觸過相
當多的大陸畢業生，就學習能力或學術專業來
看，臺大經濟系的學生是毫不遜色的，但大陸
的年輕人也有部份優勢是臺灣學生欠缺的，如
企圖心，抗壓性，口才，外語能力..等。當然
大陸老板對臺灣的專業經理人也很肯定，如專
業度高，忠誠度高，謙虛，誠信⋯等。所以兩
岸人才各有優點，各具特色，如能截長補短對
未來職業生涯必定有幫助，所以，我建議大家
可以在以下幾方面多多充實：

一. 了解中國大陸：多看大陸相關新聞。

二. 要有國際觀：如今大陸金融業引進的人才
來自全球各地，因此大家的競爭對手不只
是在對岸，要多關心國際動態(臺灣電視媒
體的國際新聞比較少，建議多從網站中取
得相關資訊) 。

三. 培養遠見(vision)：就如我前面所提，趨勢
比當下更重要，尤其是在選擇職業的時候 
(今天的明星產業不見得以後還是如此) 。

四.	口才訓練很重要：要學會很簡潔的表達自
己的意思，相較於對岸，臺灣學生在表達
能力上有點不足(也許是過度謙虛所致)，多
參加社團會有幫助。

五. 工作態度很重要：要有責任感，勇於承擔。

最後有個小小心得與各位分享：有人說股
市很投機，我覺得一點也不，股市要賺錢，必
修的兩門功課是「經濟學」及「心理學」，為
什麼？ 因為經濟學教你判斷經濟趨勢，心理學
讓你知道什麼是群眾心理，只要你能掌握經濟
趨勢，避開一窩蜂的心態，投資一點也不難。

（ 林靜華小姐為臺大經濟系1991年畢業學士，現任群益證券上海
代表處代表）

兩岸人才 
競爭力的比較 

臺大經濟系系友　林靜華小姐

附表：證券市場的變革(大陸V.S.台北)

中國大陸 臺灣

1998 2011(9月末) 1998 2011(9月末)
上市公司家數(含上櫃) 764 2300 613 1364
日均成交金額 100億(人民幣) 1900億(人民幣) 682億(台幣) 1184億(台幣)
總市值 1.9兆(人民幣) 27兆(人民幣) 9.28兆(台幣) 19.3兆(台幣)

（註： 1元   =   4.7台幣） 

簡章
※ 101年2月10日(五)上午9:00公告於
本校研教組網頁(http://gra103.aca.
ntu.edu.tw/gra2007/services.htm)

報名
日期

※ 上網報名：101年3月6日~101年3
月10日 (http://gra103.aca.ntu.edu.tw/
grap/)
※ 現場報名：101年3月9日~101年3
月10日兩天。

考試
科目

資料審查(占25%)、筆試－經濟學(占
40%，101年3月17日考試)、口試(占
35%，101年3月24日考試)

名額 28名
本系專班相關資訊：

(02)2351-9641轉分機240 張嘉凌助教

臺大經濟系學生的市場競爭力及須加強之處

系友專欄

新進
教師

陳釗而 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紐約大學經濟學
博士

教學： 
數量方法入門、
計量經濟理論 

專長與研究興趣：
計量經濟學、資產評價

樊家忠 助理教授
學歷：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經濟學博士

教學：
個體經濟學、
專題討論－經濟史 

專長與研究興趣：
家庭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

柏木昌成 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博經濟學博士

教學： 
國際金融、專題討論
－貨幣與總體 

專長與研究興趣：
總體經濟學、國際經濟學

教師獲獎情形

101學年度臺大經濟系碩士
在職專班 跨領域菁英招生

1. 李怡庭教授榮獲100年「教
育部國家獎座」。

2. 古慧雯教授榮獲第十五屆
「教育部學術獎」。

3. 黃貞穎教授榮獲100年「連震東先
生紀念獎座」。

4. 王道一副教授榮獲2011年中央研
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國科會吳大猷紀念獎」。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與社會科學院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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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收「跨領域菁英」。此跨兩院含四系所的

碩士專班共同開設「跨領域聯合論壇」，提

供「跨領域特色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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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界菁英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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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 的課

親切健談的毛慶生老師從大學初次接觸經

濟學開始，就對經濟學十分著迷，並且憑著一

股熱情開始自學；同時，毛老師也相當活躍於

課外活動，不但是同學中有名的「舞棍」，還

在山地服務的領域做得有聲有色！

時光荏苒，如今毛老師在臺大經濟系已經

任教多年，有些話雖然平時在課堂上實在來不

及說，但你卻無論如何不該錯過！這是一堂能

帶領你思考如何規劃大學生活、面對生涯抉擇

的課，這堂課與眾不同，就讓毛老師結合多年

來的生活經驗與視野帶你打開另一扇窗。

大學時代，學習知識也要培育健全人格

相較於許多大四仍不知自己未來出路的

同學，毛老師在大二時就下定決心要往經濟

學的領域發展。毛老師說：「那時我讀到經濟

學時，我就想：『天啊！這東西真是太有趣

了！』」因為興趣明確，毛老師在大學畢業

後，便從經濟研究所一路往上，進而出國取得

經濟博士學位。儘管毛老師早早決定往學術領

域發展，卻不代表老師完全不涉足任何的課外

活動。「我很喜歡跳舞，我很會跳舞！」，在

毛老師的大學時期，山地下鄉服務、辦舞會、

學跳舞樣樣來，絕對不是一般人印象中「只知

死讀書」的學生。

毛老師舉他個人的經驗為例，在大學時期

投入大量時間、心血從事山地服務，教導原住

民各種關於現代化的生活觀念的經驗不只讓他

當時的生活更為豐富，也大大影響了他往後與

各種不同階級人士相處的態度，對於老師人生

觀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因此老師建議各位同學：讀書絕對是學生

的本業，但也不能因此只知死讀書，多聽、多

看才能建構完全的人格發展。能夠把握大學時

段接觸、探討人生的各個面向，往後出社會工

作時將會有更好的發展。

數學好與不好「麥緊張」！ 
美國留學經驗談

毛老師初到美國時，首先對同班非美國

籍學生「強悍」的數學能力感到印象深刻，

然而在讀了一段時間後，毛老師發現這些同學

雖然數學能力都很強，但卻常常無法用直觀、

直探核心的思考模式來解決問題。反倒是那些

數學能力較差的美國學生能夠用更加直觀的方

式去推導問題，數學則只是一個「不擅長的工

具」，對學習的阻礙反而不大。

簡而言之，數學不好還是有機會成為經濟

學家；但是經濟直覺的缺乏，可就真的沒戲唱

了。畢竟數學工具可以在學習經濟的過程中補

足，而經濟直覺卻得靠長期培養來成就。

升學與工作的十字路口，三思而後行

在毛老師求學的年代，「有能力的人直接

一路讀到博士」是比較普遍的想法。然而毛老

師認為順應現今的環境及教育制度，大學生畢

業後如果能先進社會工作，再返回校園求學會

更有效率。「不了解自己，一味地為了讀書而

讀書，是一種資源浪費。」毛老師在教導學生

的過程中卻發現了這個現象。

許多學生從來沒有機會思考自己「未來

要做什麼」、「追求的是什麼」；就像走在一

條早就鋪好的道路上，雖然一路的往上念了碩

博士，但卻仍對自己、對社會一無所知。這樣

一來，唸起書來當然不帶勁，學習成效有限，

反而浪費了個人最有價值的黃金時期。而有限

的教學資源被不是最適合、最求知若渴的人霸

佔，更是社會的一大損失。

與這樣的學生相比，能夠在大二、大三就

決定自己未來的方向，或是能夠在大學畢業後

工作一段時間、再回到校園求學的學生反而在

往後都能擁有更好的發展成績。通常這類學生

對於未來的規劃比較具體，尤其工作過的學生

們已充分瞭解自己的不足之處，因此返回校園

後能夠專心致志，為了目標而努力，最後取得

較好的成績。

來去補習考研究所？

談起補習的問題，毛老師先嘆了一口氣。

他說，補習不會幫助思考，跟做研究完全是兩

回事，會補習、寫考卷的人太多了，但是做起

研究卻沒有思考問題的本領，就算考上了，反

而會唸得相當辛苦。但是毛老師也坦言，普遍

說來研究所的考試為了能夠快速地篩選學生，

因此考試題目都有一定的方向與內容。所以不

可諱言地，補習對於考取研究所或多或少是有

些幫助的。

「但這是這是對於其他學校而言，要考台

大的話就沒什麼用了。」為什麼呢？毛老師強

調，台大經濟研究所的考題都會經過特別的設

計，特別要求學生思考的能力，因此補習便無

法獲得太大的成效。

學習首重思考，態度掌握人生

強調思考推導的能力，一直是毛老師的

堅持。這點不只體現在毛老師「不會微分都

可以問，但是經濟問題自己思考」的期末考題

上，也是老師對於所有經濟系學生的期望。掌

握「為什麼要使用數學」比能夠使用數學更重

要，毛老師語重心長地說：「大學生與其勉強

自己選修高等微機分等數學課程，不如先培養

良好的經濟直覺。」

事實上處理任何事情上都應該抱持這樣

的態度。先理解問題、拆解問題，再學習如何

選用工具，最後利用工具去解決問題，切勿本

末倒置。這樣一來將來不論遇到多麼困難的問

題，都能夠迎刃而解。學習獨立思考、並充分

瞭解自己，才能再未來的成就發展上獲得最大

程度的成功！

（ 毛慶生副教授為美國羅徹斯特大學博士，現任臺大經濟系專
任教師）

專訪臺大經濟系毛慶生副教授/  吳裘莉 同學撰文

教師教學

2012.03.10 「王作榮教授與國家發展」研討會

2011.12.21 「中國大陸的經濟金融情勢」研討會

2011.12.16 「走出美歐債危機－兩難經濟金融變局之分析與因應」研討會

2011.11.17 Asian Conference on Applied Micro－Economics/Econometrics

2011.10.20 賽局理論研討會：「When game theory predicts well and badly: 
Evidence from labs, field, and chimps」

2011.09.23 「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座談會

2011.09.02 「美國總體經濟情況與歐債危機」 研討會 

2011.08.17 劉大中先生逝世三十六週年紀念演講會 

2011.08.11 蕭政院士計量專題講座 

2011.07.14 2011年生產力與效率學術研討會與高階演講系列

2011.06.26 民間國是論壇－核去核從的台灣能源政策 

2011.05.06 「減碳國際趨勢之下的台灣能源政策」座談會 

近期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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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萬喚，iPhone 4S終於在 12 月中登
臺，據傳電信業者將結合搭配聖誕節檔期，並

舉辦大型的促銷活動。

本來「外觀相同，內在升級」的iPhone 
4S，第一波剛推出時，令蘋果迷有點失望，
因為大家期待的是支全新的iphone 5，但就在
iPhone 4S推出的兩天後，蘋果更發佈了令世人
震撼的消息：前CEO 賈伯斯過世了。賈伯斯
對蘋果的影響毋庸置疑。iPhone 4S因此被冠上
「賈伯斯紀念機」，從此消費者購買期待大

增。到了上市的首發周末，一舉創造超過 400
萬台的銷售佳績，打破了 iPhone 4 當時的170萬
支的紀錄。 

但iPhone 4S的業績在臺是否會延續此熱
銷，倒是可疑。一方面iPhone 4S上市跟賈伯斯
辭世都已經一段時間。新品上市，臺灣老是被

排到第三波，粉絲的熱情可能已經冷掉了。二

來就像有人說的：粉絲之所以被吸引，跟Gucci
這類的名牌包一樣，iPhone代表的是身分象
徵。現今在臺灣該有iPhone的人，都有了。因
此業績可能無法大幅提升。

另外，還是要怪iPhone 4S，外觀與iPhone 
4的設計如出一轍，雖然表示蘋果對於其設計
仍充滿信心，認為與其他品牌競爭上仍具有一

定優勢。但就好像七○年代的金龜車，相同的

造型，永不改款，最後就是失去新鮮感，失掉

客人。而且確定iPhone 5 要變大。iPhone 4S 就
成了末代機。

然而iPhone4S在硬體效能上倒是有大幅強
化。搭載與 iPad 2 相同的 A5 雙核處理器，以
及一顆新的雙核繪圖處理器；在 iPhone 4 被罵
翻的天線收訊問題，及使用者埋怨的電池續航

力，iPhone4S都有顯著的改進。而且新的iOS 

5.0作業系統與Siri語音助理，更符合人性化和
使用便利性的設計。

語音助理，的確相當會令人驚豔。使用者

可以直接透過長按Home鍵啟動後，以口語敘
說方式詢問問題。發表會現場由Scott Forstall示
範查詢各地時間、股市資訊，甚至在搜尋查找

餐廳資訊後，也能結合Google Maps導航功能
指引前往地點等功能。跟自己手機「對話」，

很炫。不過，目前這位超級助理還在Beta中，
而且只說英法德三種語言，所以中文的語音功

能，還有得等。

英國《每日郵報》報導標價499英鎊的
iPhone 4S，其成本價僅112.89英鎊（約合5400
元台幣），雖然這價格並不包括作業系統、授

權及行銷等成本，但顯然蘋果的獲利仍是相當

的可觀。

相對的，臺灣相關的蘋果概念股，如富士

康等，能分的還是太少。iPhone 熱銷對臺沒有
太大好處。

（ 林建甫教授學歷為臺大經濟系、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分校博
士，現任臺大經濟系專任教師兼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副
院長）

iPhone 4S
登台將熱銷？
臺大經濟系林建甫教授

(iPhone 4s 圖片來自Apple 台灣網站)

時　　間：101年3月17日（六）上午8：20
地　　點：福華文教會館14樓	貴賓廳（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30號）

費　　用：每人500元　　　　　　　連 絡 人 ：臺大經濟系　吳孟珊　

報　　名：02-23519641轉	283　 　　 報　　名：02-23215704
報名網頁：http://www.econ.ntu.edu.tw/db/alumni/register/index.htm

  本期講者    陳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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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了臺灣自創輪胎品牌驕傲的一頁。

本季系友早餐聯誼會特邀陳榮華系友擔任此次貴賓講者，與系

友分享「品牌行銷」的經驗。

現　職：正新橡膠公司總經理

經　歷：正新橡膠公司企畫部協理

學　歷：臺灣大學經濟系學士（1972年畢業）

　　　　交通大學大學EMBA碩士

2011.3.17  臺大經濟系系友

　　 早餐聯誼會新春

論壇

經濟系過去幸賴廣大系友的支持與協助，系務推展方能順利進

行，由衷感謝各位系友！目前系上多項重點系務仍賴系友支持：

1. 國際競爭：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趨勢下，近年來各國頂尖大學均
以延攬全球傑出人才任教為要，但國內目前薪資水準遠低於國外

其他大學，不利於招聘優秀人才。本系在未來幾年內，將持續招

募新血，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薪資津貼，將是招募人才成功與否

的關鍵之一。

2. 國際交流：為提昇本系國際視野，本系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與學生
接受海外教育日漸頻繁，舉辦國際大型研討會並邀訪外國學者前

來與會，亦為本系重要的系務之一，而這部分亦需經費支持。

3. 遷建工程：目前新大樓正進行興建，預計於2012年7月完成主建

築體，內部設備與裝潢費用仍持續募集中。

以往系友基金會以孳息額外補貼新聘教師薪資、補助教師出席

國際會議及贊助部分費用供本系清寒學生進行海外教育；但近年因

孳息較少且基金會收入不若以前，財力支助有限，還盼本系系友熱

心解囊支助，成為本系背後重要的助力，以使系務蒸蒸日上，並培

育臺灣優秀之經濟人才。本系捐款專戶如下：

◎  永豐銀行世貿分行（代號8070014）戶名：財團法人台大經濟研
究學術基金會  帳號：001-004-9110712-2

◎  本系將於101年2月起推出信用卡線上捐款，請系友至本系首頁
（http://www.econ.ntu.edu.tw）左邊選單「系友專區」內點選連
結。

經濟系的未來期待您的持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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