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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經濟系系友

我們的施建生老師今年一百歲，依然

思慮清明、行動自如，真是可喜可賀。臺大

經濟系和臺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商得施老

師同意，決定於今年10月15日(星期六)，在

臺大社科院新大樓三樓，舉辦一次大型慶生

會，邀請經濟系歷屆畢業的系友，共同返校

祝壽，祝福施老師常保健康，繼續引導後學

的發展。

施建生教授百歲祝嘏
活動訊息

施建生教授百歲華誕慶生會

施老師於1952年秋季，應聘擔任我們經

濟系教授，教大一經濟學和大四經濟政策。

由於內容銜接世界經濟學最新發展，講解生

動，樹立口碑，也為學生未來從事經濟專業

打下堅實的基礎。

施老師的《經濟學原理》自1955年出

版，持續暢銷12版，為台灣參加公務人員

高、普考及其他很多專業考試準備經濟學考

試的必讀。因此施老師的學生不以臺大經濟

系為限，臺大以外的私淑弟子可能更多。施

老師不僅是臺大經濟系的王牌，也是台灣經

濟學界的泰山北斗。

雖然施老師於1979年提前從臺大退休，

改聘為名譽教授，但他繼續參加經濟學界的

學術活動，並與臺大經濟系的門生故舊時相

過從，讓我們始終感覺施老師仍是臺大經濟

系活躍的一員；而他對經濟系畢業系友熟稔

和關心的程度，更是超越所有已經離職和現

任的教師。

從1952年施老師加入臺大經濟系教師的

陣容，歲月匆匆已經64年，施老師從臺大退

休，又從中國文化大學退休，但他常年擔任

台灣經濟研究院和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研究顧

問，著作不斷發表，並自2005年開始，連續

出版偉大經濟學家系列八種，為當前經濟學

科學化、數理化補充人文情懷的虛空，直至

2013年擱筆。如今施老師每天從長興街臺大

教授宿舍過街到中華經濟研究院他的研究室

讀書，勤學不倦，令後學感動。施老師說，

他一生的事業就是：讀書、教書，寫書。

2013年10月，臺大社科院曾經聯合臺

大經濟系、中華經濟研究院、台灣金融研

訓院、台灣經濟研究院、台灣經濟學會、中

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和臺大經濟研究學術基

金會，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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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的嘉賓有二百多人；並於2014年

4月出版研討會紀要。

這次我們的構想，是師生舊友輕鬆愉

快的相聚，讓我們回憶在校時期青春美好時

光，分享人生歷練與收穫。我們希望有更多

系友參加，並參觀新近落成啟用，得獎無數

的臺大社會科學院大樓。

臺大經濟研究學術基金會 董事長　孫　震

臺大經濟學系  系主任　林明仁

 敬邀

9:30-10:00 報  到

10:00-10:15 臺大前校長 孫震教授致辭
祝賀施老師百歲華誕

10:15-10:23 春風化雨一甲子（影片播放） 

10:25-10:45 音樂演奏及演唱

10:50-11:30 施建生教授致詞

11:30-11:50 獻  花、合  影

11:50∼ 餐  會
系友交流及參觀社科院新大樓（專人導覽）

時間　105年10月15日(六)　上午9:30~12:00

地點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三樓　梁國樹

國際會議廳(社會科學院新大樓位於

復興南路與辛亥路口)

報名　http://www.econ.ntu.edu.tw 線上報名

　或電洽 02-33668445 陳尚瑜小姐 報名

　（為統計人數以利準備餐點，敬請事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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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國發會副主委的高仙桂，談及母
校時仍像個目睹偶像的少女，眼中閃爍著光
芒。「臺大經濟系給我的感覺，就像經濟系
裡面的『少林寺』，因為從以前的經建會，
到現在的國發會，一直以來都扮演政府財經
智庫的角色，而歷任主委非常多是臺大經濟
系的老師」。

臺大經濟少林寺的「正宗弟子」

若臺大經濟系是少林寺，那高仙桂就可
稱得上是「正宗弟子」，從臺大經濟系念到
經研所的她，畢業後隨即進入經建會，一路
做到現在的國發會副主委，30餘年來從未離
開，而她對經濟系的情感，如同血濃於水，
早已化不開。

高仙桂對臺大經濟系之所以有這麼深的
情感，其中一個原因是她的恩師－陳正順教
授。「他是個照顧學生不遺餘力的老師；畢
業後每一年我都會回去看他」。高仙桂說，
陳老師做人寬厚，除了課業之外，在為人處
事上，也帶給她非常多的啟發。令她印象最
深刻的事，莫過於親自替她找論文口試委
員。

「陳老師當時幫我選了兩個口委，一
個是輔大社科院的蕭院長，另一位是中研院
院士麥朝成老師」。一開始她很納悶，後來
才知道陳正順在輔大兼開國際貿易的課，希
望高仙桂畢業後去「繼承衣缽」接他的課，
「老師連未來出路都幫我想好了」。

更令高仙桂感動的是，陳正順老師不
僅幫她安排工作，還會關心她的通勤狀況。
「我看到老師愁眉深鎖、若有所思，結果他
竟然是擔心我去輔大上課晚上有沒有車可以
回家。我當時就想，怎麼有老師愛護學生到
這種地步」。後來她去輔大兼課，也沿用陳
正順老師的筆記，「因為整理得實在太完整
了」。

談及在臺大的日子，高仙桂說：「那是
我人生中非常快樂的一段時間」。從小打籃
球、高中擔任籃球校隊隊長，進入臺大經濟
系後加入田徑隊與籃球隊，運動仍佔據她學

生生活的一大部分。

臺大田徑隊「天之驕女」 年年破紀錄
當時的高仙桂，可說是田徑隊的天之

驕女，「我從大一開始參加大專運動會，每
年一定拿5面金牌，而且每年都破自己的紀
錄」。更不可思議的是，她非體育系學生，
參加的是乙組賽事，但她的成績竟跟甲組差
不多，也因此，她所締造的田徑紀錄，至今
逾30年無人能破。

高仙桂驚人的田徑成績，被「飛躍羚
羊」、時任田徑協會理事長的紀政看上。
「大三下學期，紀政邀我去優秀選手訓練中
心與國手練習」。她說，紀政會挑上她，是
希望找一個標竿，「讓外界知道，會運動的
人也會念書」。因此她立刻答應，「我也想
向家人證明，我不僅能把成績念好，也能做
自己喜歡的事」。

後來，紀政破例帶高仙桂到美國加州，
參加為期40天的移地訓練，她更是隊上唯一
非體育系的學生。「其實那時我還沒到國手
水準，但她還是想把我帶出去」。對此，她
特別向校方表達辦理休學的意願，「學校跟
我說不用休學，只要跟系上老師談好就行。
結果很多老師都說，跟國手移地訓練是很好
的經驗，通融我不用考期中考，只要考期末
考」。

「如果不是在臺大，我可能沒有這種
機會」。臺大經濟系開放的系風，讓高仙桂
有機會在學生時代就跟著國手們一起出國訓
練，體驗不一樣的人生，而她也憑著自身的
努力，即使念書時間比同學少，成績依然維
持一定水準，「臺大經濟系6個學期，我拿
了4個書卷獎」。

高仙桂說，她並非以拿書卷獎為目標，
而是知道自己念書時間不夠，加上國手的扎
實訓練，非常消耗體力，因此她必須更有效
率，才能同時兼顧運動與課業，「我幾乎不
翹課，因為透過老師課堂上的闡述，遠比自
己埋頭苦讀更有效率」。顯然紀政沒看走
眼，高仙桂確實是會運動又會念書的最佳標
竿。

與戴遐齡的友情 源自於KK音標
參與移地訓練的經驗，讓高仙桂認識了

許多國手，其中一位便是前體委會主委、台
北市立大學校長戴遐齡，「當時她還只是高
中生」。高仙桂說，因為她第一次受到這麼
嚴格的訓練，成績不理想，「我很不服氣，
所以我在升大四的暑假跑去戴遐齡的高中，
與一群高中女生一起練習」。但也因此，她
和戴遐齡建立深厚的友誼。

「那個時候，我還順便教她英文」，回
想那段過去，高仙桂不禁莞爾，「記得戴遐
齡當時說她現在才知道KK音標，沒想到她
出國念了博士回來、還做了體委會主委，真
的很Ambitious」。高仙桂說，後來她與戴遐
齡在內閣見面，談到這件「勵志」的故事，
都還會會心一笑。

毅然棄體育 回歸學術

大學田徑成績如此優秀，為何未曾考慮
轉向體育領域發展？高仙桂回應，當時確實
有教練鼓勵她，「可惜妳不走體育，不然我
一定讓妳破全國紀錄」；紀政也沒放棄說服
她，「紀政甚至說要幫我找個外國教練，配
合我研究所上課時間，讓我單獨訓練」。

即使這麼多人希望她朝體育界發展，
最終高仙桂還是決定回歸學術，考進經濟研
究所。「運動非常需要Talent（天份），如
果我有變成奧運選手的潛力，我會很努力去
達成目標，但我知道我的Talent在哪」。她
說，她不像戴遐齡等國手是從小培養，因此
回歸學術才是她應該走的路，當運動選手的
這段過往，就當作是生命中的一段奇幻旅
程。

女兒簡廷容 自己的翻版
然而，生命中總充滿巧合，因為加入

優秀選手訓練中心，高仙桂認識了現在的
先生、中華台北奧運教練簡坤鐘。談及交往
時軼事，高仙桂笑說，「他入伍服役那段日
子，每天寫一封信給我，每次放假都來我家
報到，真的很勤快」。經濟所畢業後不久兩
人結婚，生下一子一女，其中女兒簡廷容同
樣畢業於臺大經濟系與經濟所，且也是臺大
田徑隊的一員，儼然是媽媽翻版。

「我並沒有幫她做主，她的人生由自
己選擇」。高仙桂說，女兒跟她走上同樣
的路，其實是巧合，因為她主張父母不該主
導小孩的人生，應讓小孩自己去闖。「廷容
對藝文很有興趣，曾去德國當交換學生；回
臺後她說不想考公務員，想去學策展」。因
此，廷容後來進了一家會展公司工作，月薪
僅3萬5000元，「一個人要當好幾個人用，
而且下班時間一天比一天晚」。

高仙桂看到女兒如此辛苦，雖然也很
心痛，但她要讓廷容自己做決定。她說，
其實以女兒的學經歷，要在金融業找月薪5
萬元以上的工作並不難，「不過這是她的興
趣，總要讓她親自走一遭，努力過才沒有遺
憾」。後來，廷容離開會展公司，回到財經
相關產業，「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謝謝，感
謝我當時沒有強迫她離職，證明我當初決定
是對的」。

公職生涯 感念母系與貴人相助
談及30餘年的公職生涯，高仙桂說，

「我很感謝一路上有這麼多貴人相助」，
除了學生時期就曾指導過她的經建會前主委
陳博志、副主委薛琦，以及後來的國發會前
主委管中閔、現任主委陳添枝，「我現在仍
持續受到他們的照顧與教導，對此我深表感
恩，也很珍惜」。

此外，高仙桂也感謝臺大經濟系的扎實
訓練。她說，由於國發會扮演國家財經智庫
的角色，需要嶄新的創意與論點。經濟系豐
厚的理論基礎，強調邏輯思維的訓練，有助
她做政策規劃。「每當政策規劃遇到瓶頸，
我就會回去求救；對我來說，雖然畢業30幾
年，但臺大經濟系從來沒有陌生過」。

對於有意投入公職的學弟妹，高仙桂認
為，公務機關肩負擘畫國家遠景的任務，需
要非常優秀的人才，但公務體系有其體制與
框架，很多事情必須按照規定來，「因此才
華洋溢、天賦異稟的人，不一定適合公務體
系」。相反的，習慣按部就班、一步一腳印
的人，就比較適合公務體系，而且若能遇到
貴人，很快就能發光發熱。(高仙桂女士為本
系1981年學士班、1984年碩士班畢業系友)

體 壇驕女 投 身公 職

　高仙桂 勇於追求自我

◎專訪高仙桂副主委／ 邱柏勝 撰稿系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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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誤入經濟叢林的小白兔

還是法官中的先驅者？
走進帥嘉寶法官辦公室，書櫃內擺放

的，不是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叢書，
而是經濟學、微積分、貨幣銀行學等經濟領
域專書，若非已知他的法官身份，還會誤以
為走進經濟系教授的書房。然而，帥嘉寶笑
說，「我其實是一個非常傳統的法律人，讀
經研所純粹是偶然」。

判決書援引經濟學概念 被經濟系主任
慧眼看上

帥嘉寶說，在就讀臺大經研所之前，他
就接觸過很多經濟學理論，「我印象最深刻
的書，是『經濟學家眼中的世界』，這本書
雖然已經絕版，但當中的批判觀點深深影響
我，也讓我對經濟學產生興趣」。

他表示，這本書提及著名心理學家馬斯
洛（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層級
理論，此理論被很多社會學家奉為經典，這
本書卻從批判的角度切入，認為馬斯洛只提
到需求，卻未想到供給面。帥嘉寶舉書中例
子說：「巴西人窮得連飯都吃不飽，但他們
對愛情的需求卻非常大，理由就是供給相對
多」。

雖然帥嘉寶對經濟學充滿興趣，但他始
終不敢踏入經濟學的領域，「經濟學需要很
多數學，我的數學很爛」。他笑說，社會科
學中只有一個科系不讀統計，就是法律系。
「法律基本上是微觀的學問，不會以量化思
維來看事情，也缺乏數理方面的訓練」。因
此，自認數學不好的他，對於考經研所根本
是「想都不敢想」。

然而，帥嘉寶會「歪打正著」進了臺大
經研所，竟是一篇判決書。「我接了一個認
購權證的案子，為了它，我把稅法的東西都
念過一遍，最後我判券商勝訴」。此類行政
訴訟案件，以往民眾通常都是敗訴收場，但
帥嘉寶突破傳統法院思維，從經濟學觀點切
入，最後做出民眾勝訴的判決，確實引發外
界注意。

不過，帥嘉寶的判決後來遭大法官推
翻，因為「要爭取認同確實沒那麼容易」。
但也因為這次的判決書，讓當時的臺大經濟
系系主任何志欽看到他的潛力，鼓勵他進入
經研所在職專班就讀。

進入臺大經研所 笑稱「誤上賊船」
「進了經研所後，一開始上課，我就有

受騙上當的感覺」。帥嘉寶說，他上計量經
濟學時，第一堂課講因果關係，「法律也談
因果關係，這時覺得還好」；但第二堂課開
始講變異數、平均數與自然對數後，帥嘉寶
整個傻眼，「這些我高中時代根本沒讀過；
念法律系的時候，因為不讀統計，也沒有學
過機率，所以上完這堂課後，我回家就想
哭」。

但既然進了經研所，說什麼也要硬撐下
去。「我花了很多時間念數學，買很多微積

分的書，還回去上大學部的課」。也許是法
律人的完美主義心態使然，帥嘉寶為了學好
經濟學，甚至把自己所有的補休、特休，都
拿來念書，「那真的是不堪回首的日子」，
他笑說。

帥嘉寶的認真程度，指導老師都看在
眼裡。臺大經濟系熊秉元教授就曾說，帥嘉
寶大概是第一位就讀經研所的現職法官，稱
讚他就讀經研所期間廢寢忘食，即使是技術
成分較重的課，都修得比經濟系科班出身的
還好。對於指導老師的稱許，帥嘉寶顯得相
當謙虛，「我必須承認，我經濟學學得還不
是很好」。但他也坦言，經濟學對於他後來
從事法務工作非常有用，「我很感謝熊秉元
老師，他從來沒要求過我的數學，而是著墨
質化研究方面的訓練，讓我有勇氣繼續念下
去」。

此外，熊秉元老師也傳授他法律經濟
學的重要概念，其中一個是社會成本理論。
「例如談到環評，我會想到民法物權篇的相
鄰關係，透過交易降低外部性，這與傳統法
律見解不同」。所謂相鄰關係，是基於19世
紀的莊園社會精神，「例如A在自己的土地
上種果樹，但樹枝延伸至B的土地，那果實
該屬於誰？社會成本理論就是在處理這個問
題」。帥嘉寶認為，環評是擴大版的相鄰關
係，因此可從社會成本理論切入，透過環評
發掘資訊，找出雙方的利益與成本，看看後
續是否有交易的可能性，進而提出最佳、或
是次佳的解決方案，「這才是環評最重要的
功能」。他指出，做環評的目的在於創造雙
贏，但環保團體與開發陣營或許未曾想過這
個觀點，導致環評爭議不斷。

以經濟論述審案 勇於突破傳統窠臼
在經研所的訓練之下，帥嘉寶養成讀數

學的習慣，但對法務工作助益最深的，並非
數學，而是計量經濟學的概念。然而，他也
因跳脫傳統，以經濟論述審案，時常遭其他
法官或行政機關質疑。有個和信電訊和台北
國稅局的官司，和信在併購過程中，成本有
「商譽」一項，帥嘉寶從綜效角度出發，指
出任何資產組合都是有目的，其中商譽本身
目的，是要創造一加一大於二的價值，但他
的說法馬上被反駁，「國稅局就是覺得你買
貴，一定有under table（檯面下）交易」。

即便如此，帥嘉寶仍在判決書裡指出，
兩公司合併通常經過議價，而非在市場上自
由競爭；且買賣是處於「雙邊壟斷」，雙方
都有籌碼議價，除非國稅局能證明併購雙方
是關係人交易，否則沒有理由認為價格不合
理。判決結果雙方雖各有勝負，但從和信電
訊負擔訴訟費用的30%、國稅局負擔70%來
看，和信在訴訟中顯然較站得住腳。

此外，帥嘉寶表示，經濟學認為交易是
美好的，能將資源效率配置最佳化，所以經
濟學家不太在乎產權原始分配，「他們認為

透過市場交換就能將資源有效分配，但法律
經濟學就是要挑戰這個觀念」。他舉中油與
台塑的聯合行為為例，「公平會說台塑與中
油有聯合行為，我覺得他們有夠冤枉」。帥
嘉寶以經濟學觀點來看，寡占市場的商業行
為模式難以預測，此時也常會出現「賽局」
的現象，「不是割喉割到死，就是相互勾
結」，越少對手的競爭，往往越激烈。「但
公平會說台塑中油兩家有聯合行為，這我並
不認同」。

帥嘉寶認為，中油與台塑的情況主要是
政經因素使然。「台塑不可能讓中油倒，因
為中油負擔政策任務」。他表示，台塑當老
二有好處，當國際油價便宜時，中油必須降
價，但台塑可以不賣，或是將油賣到價格比
較好的國家去；相對的，若要打敗中油成為
市場老大，未來政策任務可能就落到台塑身
上。

「台塑跟著中油跑，其實是政治結構
使然」，若要打破此局面，就是開放市場避
免寡占。然而帥嘉寶指出，現今油品市場寡
占，其實也是政府一手造成的，「經濟部要
求，國外油商若要進來台灣，必須在台設立
儲油槽，這是他們不願進來的原因」。政府
為了保護國內產業造成寡占局面，卻要用聯
合行為處理兩家油商，其實毫無道理。

期許法律與經濟未來能「科際整合」 
談及對臺大經研所在職專班的建議，帥

嘉寶認為，法律工作者需要經濟學知識彌補
自身的不足，若有以法律為主體的經研所在
職專班出現，將可滿足法律工作者的需求。
不過他認為，在課程規劃上，建議將重點放
在個體經濟學與計量經濟學，且從大學部的
統計與微積分開始，做好扎實訓練。「我退
休後的目標，就是要把數學給學好」。

此外，帥嘉寶以自己從事稅務官司的
經驗為例，「稅看上去很複雜，但其實很單
純，就是錢的問題；而且都是跟一些絕頂聰
明的會計師打交道」。他說，現在會計師一
直想將版圖擴展至稅務官司，但傳統律師卻
缺乏這方面的人才，法官也很難與會計師對
話，相當可惜。因此他期望，臺灣法律的訓
練能朝「科際整合」的方向邁進，透過跨領
域整合，培養出能站在社會整體福利最大化
角度思考的法律人才，進而創造司法體系的
最大價值。(帥嘉寶先生為本系第2屆碩士在職
專班 2008年畢業系友)

◎專訪帥嘉寶法官／邱柏勝 撰稿系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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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

狄萊(Patrick DeJarnette)

崔炳和 (ByeongHwa Choi)

學歷：

1.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應用經濟學博士,2016
2.  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經濟學學士, 2008
3.  美國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數學學士, 2008

資歷：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業經濟與公共政策系講師(Instructor)

研究專長：

1. 實驗經濟學　　2.  勞動經濟學　　3.  行為經濟學　　4.  應用經濟學　　5.  風險管理

學歷：

1.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經濟學博士,2016
2.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經濟學碩士, 2011
3.  日本早稻田國際教養學部(International Liberal Studies, Waseda University)學士, 2009

資歷：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經濟學系助理講師(Associate Instructor)、The World Economy期刊評審(Referee)

研究專長：

1. 國際貿易　　2.  應用個體經濟學　　3.  金融發展　　4.  應用計量經濟學

台灣工業銀行贊助孫震講座暨獎學金

　　台灣工業銀行駱錦明系友為表彰孫震教授在教學、研究與

公共服務各方面，對臺大及台灣之卓越貢獻，特與本系共同設

置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孫震講座暨獎學金」(以下簡稱本
講座暨獎學金)。本講座暨獎學金包含「孫震講座」、 「孫震
優秀青年學者獎助」、「孫震獎學金」以及「台灣工銀金融與

產業實務課程」四項，並由台灣工業銀行提供全額經費。

1.孫震講座

　　每年品請一位國外頂尖經濟學名校之專任教授、副教授、

或院士級學者至本系授課一周以上之課程。透過邀請國際級之

學者講演，拓展國際視野，為台灣經濟學術注入新活力。

2.孫震優秀青年學者獎助

　　為因應國際激烈人才競爭，延聘或留任優秀年輕學者，進

而提升學術研究水準與教學能量。每學年敦聘孫震優秀年輕學

者至多三名，每名任期內每年獲頒之獎助金額最多為36萬元。

3.孫震獎學金

　　每年頒給經濟系學生10名（清寒優先），每名2萬元獎學
金。

4.台灣工銀金融與產業實務課程

　　本實務課程由本校系教師、台灣工銀高階主管或講師、國

內外各產業學有專精之校系友或實務教師授課。上課內容包括

企業倫理、銀行、證券、金控、保險、行銷、產業實務等部

分，以期讓學生及早認識產業趨勢，培養職場競爭力。

1 0 6學年度臺大經濟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與社會科學院國家發

展研究所及工學院土木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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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章公告 106年1月06日（五）

報名時間 106年2月22日（三）至 106年3月06日（一）

考試科目 資料審查（占25%）、筆試-經濟學（占40%）、口試（占35%）

報名資訊
請詳見臺灣大學教務處網頁http://www.aca.ntu.edu.tw/aca2012/

gra/access/accma/callname.asp

本系專班相關資訊請詳見系網頁或電洽 (02)3366-8440 張嘉凌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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