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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經濟系系友

在臺大經濟系畢業後赴美唸書，回台

後從研究員做起，一路做到現在的金管會副

主委，鄭貞茂經歷政府、民間研究部門，再

接下台灣金融研訓院院長、全國農業金庫股

份有限公司總經理等管理職位，至今進入金

管會服務，回首他個人的職涯經歷，鄭貞茂

指出，新鮮人求職必須先了解自己的人格特

質，而至於職涯發展，他則強調若是能做好

每份工作，下個工作機會自然會上門。

「從以前到現在，我在職涯中通常都

沒有去想未來要做什麼，都是隨遇而安。」

談到自己過去的職涯轉變，從最一開始的台

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到現在的金管會副主

委，鄭貞茂說，新鮮人在出社會後，往往會

擔心自己的職涯沒有保障，而他在自己的職

涯初期也不例外地曾經有過這些擔憂。

鄭貞茂表示，過去他在台灣經濟研究

院、花旗銀行擔任研究員工作時，也是都

戰戰兢兢，擔心工作的穩定與安全度，怕自

己因表現失常而失業。不過，鄭貞茂後來發

現，不論是之後進入台灣金融研訓院擔任院

長或是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總經

理，甚至是進入金管會服務，這些工作機會

沒有一個是自己去找的，都是別人找上他。

因此，他認為，只要在工作上有表現，就無

需過度擔心未來工作問題，自然而然就會有

工作機會上門找到自己。

鄭貞茂：了解自己特質、做好每份工作

職涯會自然展開

系友專訪

鄭貞茂說，他在過去每個職位中

都有學到東西，而工作與工作間也都

息息相關，有了前一份工作的經歷，

才會出現下份工作的機會。因此，鄭

貞茂強調在職涯的每個階段做好每一

份工作，才是重點，而不需要花時間

過度憂慮自己的未來發展。

尋求適合職缺 先了解自己人格
特質

對於新鮮人進入職場，鄭貞茂另

外點出，新鮮人第一會比較挫折的點

就是不了解雇主的需求在哪，同時也尚未具

備職場上應對進退的技巧。但他仍強調，即

使如此，新鮮人仍須對自己的實力有信心，

並且要真正了解自己的個性與人格特質，才

能進一步摸索出自己到底真正想從事的是哪

種工作。

至於新鮮人該如何了解自己的人格特

質，鄭貞茂以自己過去擔任過主管職的經驗

分享，常見的人格特質大概可以區分為較會

承擔責任的、溝通能力強與喜歡獨自作業等

項目。而這些特質套用在金融業中，擅長溝

通的可能就適合做業務、喜歡獨立作業的則

適合待在研究部門，而善於承擔責任者，在

經過相當的磨練後，未來通常會有擔任主管

職的潛力。而就他個人過去的經驗來看，這

些人格特質分析到最後通常會與該名員工的

職涯發展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

兩大重點 在職學習與維持語言能力

說到國內金融產業現況，鄭貞茂認為

不管是在銀行、保險、證券或是其他相關

領域，都各自有各自的挑戰，像是現今銀行

可能不缺櫃員，但缺乏理專、銷售人員或甚

至是大數據分析、系統資訊人員。然而，對

於像是臺大經濟等金融科系來講，畢業時不

一定具備以上的能力，因此，鄭貞茂強調，

「在職學習」非常重要。

鄭貞茂舉例，以保險來說，因為工作涉

及產品設計，又需要管理許多保戶的資金，

需要較專業的投資人員，但一般新鮮人入行

後也不可能馬上就懂得投資技巧，因此勢必

要透過公司的栽培，在職場中慢慢培養投資

經驗。

在證券業方面，鄭貞茂表示，證券業正

面臨到台灣資本市場的問題，如何輔導公司

掛牌，或是走向創投私募基金，而這些也是

在學校中不太容易學到的，必須在職場上直

接訓練。

至於若是畢業後想要與副主委當初一

樣，由研究分析師起步的同學，鄭貞茂分

析，由於新法規不斷修正推出，現在的研究

員所面臨的挑戰，甚至公司栽培新人的成

本，都較以前更大，不過他也說，若真的有

興趣，同學也同樣可朝這方面來努力求職。

此外，他還提到，其實金融相關的職務

並不侷限於傳統的金融業，也可考慮進入產

業的財務部門，像是他自己便有許多同學現

在就在產業中當各企業的財務長。

再談到本土與外商金融業的差異，鄭貞

茂分析，過去大家觀念上都會覺得外商不僅

有外派機會，更擁有全球的資源，是較好的

求職選項。不過他認為外商與本土業者的差

距雖然還是存在，但差距正不斷縮小，因為

現在本土金融業也不斷在全球佈局，能被外

派出國的機會也相對提高。

但是，鄭貞茂提到，「語言」仍是外

商與本土企業的最大差別之一，進入外商代

表著內部溝通需要持續用到英文，但在本國

金融業使用機會則較小，而語言是久不用即

會退步的技能，因此他也提醒即便是在本土

金融業的從業者，也必須記得維持語言的程

度。

最後，鄭貞茂指出，現在環境較以前他

畢業時，的確是又更競爭，以前在他大學畢

業時，大家往往只想著在國內找份工作，但

現在已是全球舞台的時代，所以他鼓勵新鮮

人，不要放棄到國外找工作、把握任何外派

的機會，適度擴大國際視野，千萬不要只侷

限在台灣。（鄭貞茂先生為本系學士班1985
年畢業系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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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惠玲、吳聰敏兩位老師於今年(2018) 
2月退休，過去30多年間的臺大經濟系學生
幾乎都修過兩位老師的課程，兩位所授課程

都是叫好叫座的熱門課程，亦吸引許多外系

學生前來本系修課，並深受學生好評。兩位

老師於退休時接受本會訊採訪，回顧在臺大

經濟系的教職生涯，難忘經驗與未來的生涯

規劃。

與經濟系結緣超過40年 林惠玲老師期
勉同學跨出專業建立視野

林惠玲老師覺得自己與臺大經濟系可說

是「很有緣份」，回顧當初與經濟系結緣的

過程，林老師談到，她自大學畢業後，原本

自認在經濟學專業上沒有念很通，而當時又

正值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因此選擇先到外

面找了份外銷產業的工作，而後來卻又在因

緣際會下，看到臺大經濟系開助教職位缺，

並且順利應徵成功。

在擔任助教後，林老師表示當時又深覺

自己僅有學士學歷似乎不太足夠，因此又選

擇繼續念了交大的管理科學研究所，不過，

在實際接觸後，仍覺得管理與經濟之間，她

似乎更鍾情於經濟學，恰好當時臺大又聘她

為講師，也因此使她踏上了研究之路，隨後

也趁著小孩稍大後，再赴美進修相關學位。

「大概是從擔任助教開始，就跟臺大經

濟系很有緣份。」林老師說，在從美國回來

後，由於深感當時她在美國讀書時，許多課

程其實是台灣尚未引進的，而她與同期一批

赴美就學的人，都宛如托荒者般無所依靠，

因此她在回國後，也開始著手編寫適合國內

同學的中文版教材，從統計學等基礎科目開

始下手，並納入國內的個案進入書中。

林老師表示，她在教學的第一線常常

會聽到同學很害怕統計這門科學，但在此書

出版後，她甚至有在去別的學校的演講過程

中，遇到同學拿著這本書要來找她簽名，甚

至也有聽說同學出國唸書時也帶著這本書。

接著，她也和其他教授陸續投入像是台灣產

業經濟研究、台灣與中國對東協的投資與經

貿等主題的研究和書籍的出版，而預計今年

也會推出融合國內本土化例子的經濟學教科

書。

「很多事情不是事先規劃的。」說到

臺大經濟系，林老師回憶像是這幾年臨危受

命擔任院長，全權負責遷院計畫和新院的裝

潢，她形容這段經歷可說是她人生中的一大

變化，即使過程中面對了經費問題，但最終

在她秉持在「一次做好」的信念下，還是完

成了遷院工程，而她坦言在接下行政職的這

段期間她也學習、成長了許多。

至於個人退休後的規劃，林老師則笑著

直言「好像似乎還沒準備好。」但她表示，

由於研究室還可接續使用，因此她還是會維

持退休前的作息，繼續來學校教書，並陸續

完成相關出版書籍的審核工作。

提到對於未來臺大經濟系的期許，林老

師點出，像是「頤賢講堂」就是系上主力推

廣的課程之一，藉由訂定主題，再邀請產官

學界代表集聚一堂，而她認為由於臺大經濟

系系友，一直都是產業或是政府中領導人物

的搖籃，因此此講座對於系上同學來講，是

開拓視野的好機會，希望未來此類講座可以

持續舉辦，以啟發同學的視野，建立對於經

濟專業外領域的正確觀念，並啟發同學在全

方位的認知。

善與同學互動 吳聰敏老師建議同學好
好規劃大學生涯

吳聰敏教授在今年2月退休，回顧其在
臺大經濟任教的生涯，他指出即使是在上最

基礎的經濟學，他教學並不會以傳統計算公

式作為主軸，而是帶入各式題材，另外不同

於一般老師，他也善於和學生聊天，並表示

時常藉由這些談話學到新的東西。

 「第一個興趣要廣，第二是我要會問問
題。」吳老師提到，經濟學是試著去了解社

會現象的一門學問，因此他不時會透過與學

生交談獲得新的資訊，甚至是在言談中不經

意地談回與經濟有關的事物。

說到印象最深的學生，吳老師舉例指

出，他曾教到一位大五才修課成為他的導生

的同學，而這位同學在上學同時還要分擔家

計，幫家裡載梨子北上販賣，身上扛著家中

部分的經濟壓力，而在與這位同學互動聊天

的過程中，吳聰敏不僅理解到更多關於產地

與運銷市場的知識，也在其中建立與這個學

生的師生關係。

吳老師表示，由於身兼課業和家中經濟

壓力，即使該學生很聰明，但在課業表現上

仍不太理想，再加上延畢的身份壓力，使得

這位同學不斷在課業與經濟兩者間掙扎。

「很多學生都認為好不容易進到臺大，

就至少應該拿到畢業證書。」然而，不同於

一般教授會對學生給出的建議，吳老師當時

卻是勸這位同學「學位不要了」。因為他分

析，有沒有臺大這個學位，對當時的這名學

生差異並不大，如果只是為了拿到學位苦撐

著，對個人也會產生不好的影響，「大概很

少老師會跟學生說不要唸了。」

而這位學生當時也接受了他的建議，並

在之後繼續與老師保持聯絡。吳老師也說，

之後他在上課時，也不時會採用當時所學到

關於果菜市場產銷制度的知識，融入在自己

的課堂中，使得他自己的經濟相關課程舉例

的部分往往多於死板計算公式的討論。

談到對於未來經濟系學生的建議，吳老

師笑說，他常常在課堂上「恐嚇」學生，說

「台灣最好的世代已經被自己使用了，」而

未來新鮮人在職場可能無法享有跟以前一樣

好的環境。

因此，吳老師具體建議，同學們應該

好好思考並瞭解「四到六年畢業後，大環境

會變怎樣」，再回來思考自己大學要如何規

劃。另外，他也談到，建議同學們寒暑假多

去實習或是打工，累積自己的職場經驗。

林惠玲、吳聰敏 兩位老師榮退

期勉並鼓勵學生跨領域規劃生涯

師長專訪

 ▲ 全系於107.1.11為林惠玲、吳聰敏兩位老師舉辦榮退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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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山呼喚團隊源自於台灣，2015年由兩
位臺大經濟系學生創辦。為貧童打破貧窮循
環的「教育種植計畫」，即將邁入第四個年
頭。此計劃深入尼泊爾震央，是一套為貧窮
地區永久翻轉教育環境，而且能夠「交由當
地人自主經營」的教育發展計畫。有別於輪
番進場的服務模式，我們追求「退場」，賦
予弱勢族群改變自己的能力。

2016年起與臺大經濟系主任林明仁教授
開啟經濟研究，並且成立專業的駐點團隊，
深耕尼泊爾震央廓爾喀，服務三所學校共
900位貧童、四個社區、上百個家庭。目前
已經協助350位受災孩童重返學校，在服務
前後，服務區域輟學率下降40 ，小學生升
學率上升88 。遠山呼喚曾於2016年成功進
行120萬群眾募資，獲得多家媒體報導，並
於2017年獲得臺大特殊社會奉獻獎。三年來
更有累計超過800位台灣群眾參與計畫。

教育種植計畫擁有明確的「五年規
劃」，是一套從投入教育資源、賦權在地的
創新服務模式。目前已經過驗證期，進入第
三階段－計畫優化，我們預計於2021年將成
功的教育經驗拓點執行。「教育」是我們的
選擇，「長期服務」是我們的堅持，我們將
攜手當地夥伴完成這場務實的夢，持續為世
界種植教育！

一切的的開端：遠山呼喚共同創辦人
林子鈞的獨白

「八年前，還就讀高中一年級的我，
第一次到尼泊爾偏鄉廓爾喀擔任短期志
工，沒想到，2015年那裡竟然變成震央。
我的生命也因此改變。」

經由當地傳來的照片，我看見曾經服
務的村民，縮在遮雨棚下，並承受著一次次
餘震的侵襲。為了幫助村民度過難關，透過
350位台灣大學生的集資，陪伴震央村落度
過難關，當時學生們的熱情，是我共同創辦
遠山呼喚的起點。

後來，居民的生活回到穩定，許多組織
撤離震央，我們才發現當地出現了空前的輟
學潮，地震帶走了孩子們受教育的權利。一
位媽媽拜託我們讓他的孩子繼續受教，於是
這群臺大學生有了一個夢想-帶整座山的孩
子完成教育。

我們開始嘗試為孩子找回教育的關鍵元
素。在遠方的山裡，我們傳遞台灣人的資助
金，帶孩子重返學校。我們挨家挨戶邀請家
長前來學校，透過演講翻轉家長排斥教育的
觀念。我們建造2座圖書館，募集800本書。

我們連續舉辦了一年內在動機培養的課程，
告訴孩子們：「你們的人生，真的有可能不
一樣！」

「大三的時候，有一天下課，我被叫
到系主任辦公室，當時好緊張！沒想到林
明仁主任竟然邀請我一起開啟發展經濟學
的研究，到今天還是覺得很溫馨，因為他
把這個機會留給了我-一個還在路上不斷嘗
試的臺大學生。」

接下來的一年內，我們幫助了350位孩
子重返學校。目前，遠山呼喚的教育系統正
在三所學校，長期服務超過1,000位師生。是
一位母親的懇求讓我們體會到：教育是一輩
子的事情，世界上每一個孩子，都應該擁有
受教育的權利。遠山呼喚團隊將秉持這個信
念：持續為世界種植教育！

一路探尋當地孩子的需求，亮點是有
了第三方評估機制

在第一線服務的過程中，往往會有許多
數據跟聲音讓我們一次想要做全盤的規劃，
所幸我們在2016年與臺大經濟系林明仁主
任、政大國發所蘇昱璇助理教授開啟發展經
濟學研究，讓我們能夠了解在社會工作與研
究過程，能夠讓我們把好的事情做對。

第三方評估機制的研究方法為「隨機對
照試驗」。有別於一般偏誤較大的實驗組、
對照組選定，更受學界推崇。第三世界國家
教育資源匱乏，因此對研究者來說，貧窮地
區較能看出服務影響力，進而清楚評估服務
效益。經濟研究的另一項關鍵為「建構服務
模式」，透過研究紀錄，我們將能把服務內
容系統化，擴大應用於世界各地的可能性。

組織剛起步，反而更能快速調整，與
當地人一起學習

初期資金來自於大眾募款，並且我們
在早期便開始培訓獨立駐點執行團隊，更與
臺大經濟系合作，採取第三方研究，因此具
有數據也擁有高度彈性，依照研究結果不斷
修正方案、貼近需求，能盡可能做到「以人
為本」的客製化教育服務；再者，退場機制
在一開始就是我們的目標，追求「交由當地
學校、家長、社區教育代表經營」，因此建
構教育環境的模式並非「給予魚吃」，而是
「一起學習釣魚」。

我們不希望在規模以及成效在短期內，
追求龐大數字，而是希望資源能夠交由在地
人永久營運。我們目前成功串連三大教育族
群（學校、家庭、社區），超過1,500人一起
參與執行，而各個教育專案都有當地相對應
負責人共同執行。

我們如何做到？與在地夥伴攜手發展
的「教育種植計畫」

教育種植計畫是一套為了扭轉教育環境
而設計的教育系統。它跳脫學校場域，包含
了教育資金、學習資源、親職參與、內在動
機，四大教育面向：
(1)教育資金：讓上學成為穩定的日常

 遠山呼喚提供「學期獎學金」獎勵表現優
異的孩子，並且透過「清寒助學金」讓貧
窮的孩子也能持續上學，目前有109位孩
子受到長期資助。

(2)學習資源：共創長期制度
 除了建立兩座圖書館、一座電腦教室，我
們更重視制度與習慣的建立，以圖書館專
案為例，我們不只建置圖書，還教導全校
查字典、建立借閱制度、與學校合作進行
每週閱讀課、設立獎勵閱讀制度。確保資
源不會閒置，而被永續使用。現在，原先
沒有閱讀習慣的兩所學校，每週都能創造
300本閱讀量！

(3)親職參與：翻轉家長排斥教育的觀念
 在服務地區有90%的家長沒受教育，70%
不支持孩子受教育。因此我們邀請尼泊爾
從小貧困被資助長大，最後成為各行各業
菁英的人物擔任講者，透過生命經驗的
闡述，翻轉家長的觀念。經過「親子講
堂」的實施，以往幾乎沒有家長參與的家
長日，最近一次家長日有超過90%家長出
席！

(4) 內在動機：帶自卑的孩子大膽想像未來
 服務地區因為貧富差距極大，因此窮人的
孩子缺乏自信。我們設計內在動機培養課
程，不只培養自信，也同時介紹職業生涯
選項，帶孩子大膽想像未來。

我們的夢想：總有一天能夠離開當地

「用教育帶貧童脫離貧窮，為世界種
植教育」

教育種植計畫最不同的地方在於，這是
一場「教當地釣魚」的行動。對於校長、老
師來說，我們建立制度並教導教學技巧；對
於家長我們扭轉不支持教育的觀念；對於孩
子我們確保上學的機會，並提升內在動機。
「教育種植計畫」透過扭轉區域學習環境，
讓900位孩子踏上改變生命的路。有別於不
斷投入資源的教育計畫，我們著重於提升當
地人的能力，從發想到執行都是與當教育關
鍵族群一起經營這項計畫。

計畫的各階段都經過經濟研究嚴格驗
證，我們期待能在2021年完成「退場」，並
且把成功的經驗帶到世界更多角落。

在尼泊爾的廓爾喀以及世界上許多地
方，貧窮是延續上百年的循環。而教育正是
打破貧窮循環的方式，給兒童一個改變自己
的機會。

 ▲ 陪孩子走完教育之路

遠山呼喚：
行駛為世界種植教育的列車

學生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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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經濟雙棲有成

 吳恆安為自己開創寬廣職涯

在職專班

富邦人壽投資法務部資深專案副理吳

恆安，大學就讀臺大法律系財經法學組，但

畢業後接觸法律經濟學、反托拉斯經濟學

後，才真正喚起對經濟學的熱情。為此，他

決定重返母校，進入臺大經濟系碩士在職專

班（EMEA）就讀，成為少見的法律與經濟
「雙棲」學生。他曾因工作因素兩度休學，

花了四年半時間才完成學業，但法律與經濟

的跨領域背景，也為他開啟更寬廣的職涯。

工作需求與興趣使然  重返母校踏入經
濟學領域

對公平交易法有極大興趣的吳恆安說，

經濟學是臺大法律系財經法學組的大一必修

課，「但我當時很討厭經濟學，只有那一年

修過，後來就沒再碰。」他表示，求學時法

律經濟學是美國法學院在談，國內除了留美

的學者外，法律學界的老師都不太願意碰觸

這個學問，「對很多人來說，法律是公平正

義的追求，怎可用經濟學的成本效益來看這

個問題」。

然而，吳恆安畢業後接觸到法律經濟

學與反托拉斯經濟學，突然覺得經濟學這種

「用客觀經濟分析來討論社會問題」的學

問，非常具有說服力，他被這種強而有力的

論述所震撼。此外，他畢業後考上高考到智

財局任職，隨後又考上律師出來執業，都曾

接觸公平交易法，也產生濃厚的興趣。但接

觸越多後發現，要處理與公平交易法有關的

案子，只有法律專業並不夠，「我常常使不

上力」。

因此，在工作需要與興趣使然的雙重驅

使下，吳恆安興起念經濟學的動機，開始思

考有什麼管道可以進修。而臺大經濟系執國

內經濟學領域牛耳，又是自己的母校，自然

成為他重返校園的首選。

然而，進入EMEA後，吳恆安的考驗才
正式開始。由於他大學並非經濟相關科系畢

業，也沒修過微積分與統計學，入學後許多

數理與計量的概念，都得利用自己下班時間

或假日加強，或是仰賴助教、同學的協助，

才能慢慢理解。

求學歷程辛苦孤單  仍未想過放棄

「就讀研究所這段時間，我除了念書、

工作，沒有再做別的事。」吳恆安說，就讀

EMEA這段期間，他幾乎沒有假日，「週末
不是上課就是寫作業」，唯一的空檔就是

「補眠」。吳恆安的另一個興趣是打籃球，

「我念研究所時幾乎沒空打」，因為週末上

課一天就沒了，有事情得週日處理，還要複

習課業；有時週末又得加班，若非求知慾旺

盛，以及女友與同學的全力扶持，要度過這

段艱辛的日子並不容易，「但我從來沒想過

放棄這件事」。

吳恆安說，執業律師的工作非常繁重，

案件一來，根本沒有辦法準時下班，但學校

不可能因此放慢教學步伐，因此必須取捨，

「我為了念完研究所，休學了兩次、換了三

次工作。」目的就是希望有較多的下班及週

末時間可以唸書。到了撰寫論文階段，更是

另一段嚴峻的考驗，他幾乎把所有特休、事

假都請完，「就算扣錢也得讓他扣」，終於

在去年完成這段「辛苦又孤單」的求學歷

程。

談及就讀EMEA的收穫，吳恆安說，他
對研究所課程最有印象之處，是個體經濟學

的部分，例如賽局理論、廠商的聯合行為

等，這些也都與公平交易法有關，「張清溪

老師、李顯峰老師、林明仁老師，以及我

的指導教授林惠玲老師，都對我有很多啟

發」。

經濟與法律的交會  帶來不同體悟

他說，就讀EMEA後最大的感想，就是
發現法律人與經濟人看事情的方向截然不

同，「法律人多從應然面，經濟人多從實然

面；法律系老師告訴你什麼樣的行為是違

法，但經濟系老師則是告訴你為何人會有這

樣的行為，至於是否觸法，不是他們所關注

的重點」。

例如，經濟系老師談公平交易，是從經

濟學的角度分析理性消費者與廠商的行為，

包含廠商為何要這樣定價，為何有搭售的銷

售方式，為何不同市場會有不同定價，而公

平交易法又是如何規範市場競爭的行為等，

「以前我心裡對這一塊一直不夠理解，現在

有了不同以往的體悟」。

吳恆安說，公平法的特色，就是法條中

有許多「不確定法律概念」，若對經濟學理

論不夠理解，就難以判斷何者該罰、何者不

罰。如何執法，有賴經濟學家協助，「例如

聯合行為，原則上應該處罰，例外有益於整

體經濟與公共利益時可以不罰，但你如何知

道什麼是例外？」又或者公平法雖然闡明事

業申報結合，於「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

爭之不利益時」可以允許，但這仍是抽象的

概念，而經濟學分析，就是要來處理這個問

題。

結識多元領域同學  成為職涯發展助力

念EMEA的另一項收穫，就是認識了來
自各行各業的同學，「但我應該是班上唯一

有律師背景的學生。」吳恆安說，由於律師

的工作性質使然，會來念經研所的法律專才

並不多，大部分都是金融業或者公部門，這

些同學都成為他工作與課業上的助力，「他

們是我跨業諮詢的對象。」

因律師工作需求，吳恆安有時須找人協

助諮詢以暸解不同產業的實務工作內容，同

學就算沒辦法替他解答，也能幫他引薦適合

的人選；而他獨特的法律專才，也成為同學

法律諮詢的對象。此外，認識不同領域的同

學，無形間也開拓了他的職涯管道，後來他

決定離開律師事務所，並順利轉換跑道至金

融業法務單位任職，也是得益於很多研究所

同學提供的建議與幫助。

念完經研所後，吳恆安深感跨領域學習

的重要，因此他也支持多元背景的人進入律

師界，「美國法律教育是學士後，但這在台

灣比較不主流。」他認為，無論是先念法律

再去培養第二專長，或是有了其他領域的專

業，再來補充法律知識，都能產生不一樣的

思維，也能對自己人生職涯有很大的幫助，

例如醫師會想來念法律，就是為了能解決醫

療糾紛；律師處理智財權相關案件，有時也

需要具備理工背景專業的人協助，「如果律

師界能有不同專業背景的人加入，那是非常

好的一件事」。

對於有心進入EMEA，或已經錄取、現
正等待入學的學弟妹，吳恆安建議可以先學

好微積分等基礎課程，EMEA為協助剛入學
的新生，在學期開始前的暑假有提供基礎課

程，學期正式開始後，各堂課有教學助教，

對像他這種大學非本科系畢業的新生，有很

大的幫助，「這些助教都是經研所博士班，

非常優秀，有一些問題不好意思直接問老

師，可以問助教，他們都很樂意解答」。

（吳恆安先生為本系碩士在職專班2017年畢
業系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