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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經濟系系友

黃金茂教授出生於民國17年日治時代的

南投縣鹿谷村，國小畢業後，因太平洋戰爭

爆發，中學只念了四年。光復後靠自修考上

臺大先修班，接著進入臺大經濟系就讀，畢

業後獲聘為經濟系助教，開始他70年的臺大

生涯。黃老師年輕時嚮往出國深造，但因家

境困難，無力負擔龐大出國留學費用，直到

1963年升上副教授才有機會到哈佛大學進修

兩年。他終生春風化雨，桃李滿天下，許多

財政金融界的精英都是他的學生，而他始終

淡泊名利 ，兩袖清風。

在家人眼中，黃老師有著極大的家庭責

任感，他的父親育有八男八女，期待身為長

子的黃老師幫忙養家。黃老師不負期望，克

服困難拉拔弟妹升學就業，讓日後他們都在

各行各業有所成就。 黃老師鼓勵兒孫們上

進，但不會給予壓力，總是盡心盡力從旁協

助。每年清明節黃家掃墓，親族數十人從南

北來齊聚一堂，是他最期待的一件事。他曾

在《人生至樂不過如此》一文中寫道：「快

樂幸福不在財富或權勢，而是精神的愉悅，

心靈的安寧，對我來說，與親人團聚同樂，

正是人生的至樂。」

在學生眼中，黃老師和藹可親，教學認

春風化雨70載桃李無數 黃金茂老師 以平凡成就偉大
緬懷恩師

真，關愛學生，年輕時常與學

生郊遊同樂，他協助過無數學

生升學、就業，也促成了不少

姻緣。1971年保釣運動引起學

生言論激烈，社會動盪，黃老

師這期間被賦予擔任法學院訓

導主任的重任，由於他愛護學

生，以柔克剛，常能化解學生

與校方的衝突，所以訓導主任

一當就是六年 （1972-1978），

期間常因為學務壓力而失眠。他反對訓導學

生，覺得應該是輔導，許多學生至今仍懷念

黃老師循循善誘的教導風格。

黃老師於1994年退休，但原由他授課的

必修課程－「西洋經濟思想

史」無人接棒，在系方的徵

詢下，黃老師欣然接下這任

務，繼續教授這門課程，並

另外教授經濟學日文選讀，

二十五年如一日，一直到今

年四月下旬罹病才停止教

學，正如他所願-教到老天不

讓他教為止。黃老師教學認

真盡責，他幾乎每天到校，

研究室幾乎是他的家 ，認真

蒐集各種教學題材，跟學生

分享各項資訊，年紀大仍堅

持站著講課，仔細閱讀學生

的報告，到最後無力教時，

親自邀請外界學者輪流到班

上演講，與學生分享寶貴的

人生經驗，而他最大的遺憾

是無法把最後一學期教完。

本系名譽教授-黃金茂老師於今年(2019年)8月9日因病辭世，臺大經濟系師
生同感哀戚。黃教授自1950年臺大經濟系畢業後，在本系任教至今年4月因病休
養，將近70年的臺大生涯，春風化雨，培育無數優秀人才，令人無限懷念！

黃老師的座右銘是-敬天愛人。他認為

偉大不是財大、官大、學問大，重要的是在

一生中盡最大的力量，為己為人努力不已。

依此定義，黃老師是平凡中的偉大，是後代

的楷模。

黃老師出生於臺大創立那年，從17歲進

入臺大先修班到90歲去世，他百分之八十的

人生都在臺大度過，可謂真正的臺大人，他

以此為榮，對這份機緣特別珍惜。他在畢業

60年感言中對長期來的老師，同學，同事，

系友，和學生們充滿感激，他說有機會與他

們相聚是他人生的一大享受。黃家所有親族

與臺大經濟系的師生都捨不得這位慈愛的家

長與師長，但欣慰他能走完圓滿的人生平靜

離去，祝禱他在淨土安息。

黃金茂回憶紀念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zxoenNeh53k 

 ▲右起：施建生老師、黃金茂老師、許振明老師

 ▲黃金茂老師於徐州路舊校區與學生合影

 ▲黃金茂老師與學生聚餐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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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臺大經濟系的台灣企銀董事長
黃博怡，在那個多數人選擇「去去去，去美
國」的年代，他毅然選擇留在台灣工作、就
業。然而，他關懷弱勢的性格，加上工作後
鑽研普惠金融議題，仍觸動了他對學術研究
的想像，決定重返校園，取得中興法商學院
博士學位。而後他「學而優則仕」，擔任金
融研訓院院長時，更帶領台灣金融業赴日、
韓，參訪都更金融與文創金融的推廣。他認
為，金融業必須具備企業社會責任，追求獲
利的同時，也應思考自身作為是否合乎社會
期待。

談及就讀臺大經濟系的往事，黃博怡
笑說，經濟系真的是「人才濟濟、臥虎藏
龍」。身為南部子弟的他，初來台北唸書
時，就被北部的繁華與文化落差給「震撼教
育」，「我花了很多時間才適應。」坦言自
己與同學相比，其實很「平凡」。

他說，班上很多同學的課業表現非常
好，也早早決定出國留學，往學術圈發展，
最後回台擔任教職，「我的同學包含鄭秀
玲、葉淑貞、林向愷等人，現在都在臺大經
濟系任教；也有同學在政大、清大和中研院
任職。」像他留在國內讀博士班的，當時反
而是少數。

而除了擔任教職外，其他領域有成就
的同學也不少，例如最近剛升任中國信託銀
行董事長的利明献，以及PChome董事長詹
宏志，都是黃博怡的同窗。他認為，這凸顯
臺大經濟系的學風相當多元、發散，讓學生
「適才適所」培養職能，因此畢業後能在各
自的職場上，找到最適合自己的位置。

自嘲平凡南部子弟 關切弱勢族群基層
金融

雖然自謙平凡，但黃博怡其實未曾偏廢
課業，「在最近一次的同學會上，同學們問
班上男生拿過書卷獎的有誰，結果我跟任職
於政大的李桐豪教授並列，成為拿過書卷獎
最多的男生。」李桐豪非常優秀，不僅是建
中畢業，大學時期也鋒芒畢露，後來更擔任
親民黨立法委員，「他拿書卷獎理所當然；
我拿書卷獎，大家反而很詫異。」他笑說。

不過，黃博怡坦言，相較於早已明定志
向的同學們，他大學時企圖心並不強，對未
來的方向也不是很明確，「因為家裡經濟因
素的關係，我想畢業後就進入職場，了不起

再讀個碩士，根本沒有把讀博士當作努力
的目標。」因此，在服完兵役後，他考進
中興法商學院的經濟研究所碩士班，畢業
後到隸屬於省政府財政廳的「基層金融研
究訓練中心」任職，亦即金融研訓院的前
身。而他的頂頭上司，就是後來的玉山銀
行創辦人黃永仁。

「我就是從那時跨入金融領域。」
黃博怡說，他進入基層金融研究訓練中心
的第一個研究主題，就是地下金融活動。
由於弱勢、偏鄉族群是比較難以接觸金融
服務的一群人，他們的金融服務需求也往
往不受重視，而黃博怡在中興法商學院碩

士班就讀時，時任經濟所所長的吳榮義，研
究重點正好是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同樣
聚焦在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因此在我心
中，很早就種下關懷弱勢的種子」。

此外，他的南部子弟身份，也成為他
關照後進、照顧弱勢的性格。「我大學時
期除了念書，沒有參加什麼社團，反而是把
重心放在高中校友會，照顧跟我一樣從南部
上來的學弟妹。」在那個年代，從南部上來
臺大就讀的學生，雖然就讀的高中也是一時
之選，但畢竟與台北的學校還是有很大的落
差，且隻身在外求學，更需要前輩幫忙，因
此黃博怡投入相當多的心力關照學弟妹，弱
勢族群的基層金融，順理成章成為他後來的
研究主軸。

弱勢族群的基層金融，其實與諾貝爾和
平獎得主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普
惠金融概念相當類似，「我與尤努斯也有點
淵源。」1986年時，黃博怡受基層金融研究
訓練中心推薦，前往美國范德堡大學進修半
年，「尤努斯也是范德堡大學的校友。」他
所參與的學程，是以協助開發中國家融資，
促進其經濟發展，「那段時間的學習，觸動
我對未來的想像，也成為激勵我回學校取得
博士學位的關鍵」。

貴人相助 激發回校攻讀博士動力

工作後要重返校園，除了個人強烈的學
習動機外，還要有貴人相助，而黃永仁就是
扮演貴人的的角色。當時黃博怡考上中興法
商學院博士班，原本要辭職，但黃永仁為了
讓他繼續留在基層金融研究訓練中心工作，
竟然特別上簽呈給當時的財政廳長李厚高，
讓他可以「留職半薪」，免除經濟上的後顧
之憂，成全他攻讀博士班的心願，「我真的
非常感謝黃永仁先生！」。

黃博怡就讀博士班期間，正好遇上的台
灣「金融自由化」時期。由於台灣經濟高速
發展，外匯存底急速上升，正規金融機構已
不足以滿足民間資金需求，政府逐步鬆綁法
規，允許成立券商。黃博怡也受友人邀請，
參與券商公司成立，為此他一度休學兩年。

然而，另一位「貴人」－臺大財金系教
授林鐘雄，在某次餐敘上遇到黃博怡，鼓勵
他把博士學位拿到，「以免留下遺憾。」他
聽從前輩建議，復學後並在實踐大學擔任講

橫跨產官學界－黃博怡 本於初心落實普惠金融
師，終於在1995年拿到博士學位，並獲聘為
實踐大學副教授，兼任學務長職務。

隨後，政府1989年進一步增訂銀行法，
開放民營銀行成立，過去的長官黃永仁也在
這時成立玉山銀行，積極延攬黃博怡加入，
擔任玉山銀行的監察人，「那時我正準備升
等教授，而且訊息來得太突然，馬上就要開
學了，但因為我過去接受黃永仁先生非常大
的恩惠，所以我義不容辭。」不過，為將學
務長的工作告一段落，並給學校緩衝時間，
黃博怡向黃永仁商量延後報到，這也凸顯出
他負責任的態度。

進入玉山銀行後，黃博怡隨即開始協
助籌組金控公司。2002年玉山金控成立，
黃博怡即擔任子公司玉山證券的總經理，不
過他坦言，證券自營商業務隨著資本市場起
伏，波動性很大，「這種工作不太合乎我的
個性。」因此他向黃永仁提出回校任教的請
求，再度回到實踐大學，擔任管理學院院長
與教務長。

為理想無懼收入大減 直言人無需過度
精明算計

後來，金融研訓院院長鄭貞茂卸任，在
政府徵詢下，黃博怡決定「回娘家」，接任
金融研訓院院長一職。當時的金管會主委曾
銘宗曾說，「黃博怡是在『損失慘重』情況
下，接任新職」。

對此黃博怡笑說，當時他確實兼任許多
上市公司獨董、法人機構常務董事，擔任金
融研訓院院長，必須辭任董事身份，「因此
收入會減少很多」，但老東家需要幫忙，他
自然全力以赴，「人就是要樂在工作，正向
思考，無需過度精明算計」。

黃博怡擔任金融研訓院院長期間，做
了很多的突破，例如帶領金融業赴日本參訪
六本木都更金融、赴韓國參訪文創金融，並
為因應政府的非核家園政策，從國外引進綠
能金融。他坦言，過往在私立大學任教並擔
任行政職的經驗，對他在金融研訓院工作，
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資源條件不如公立大
學，我必須想盡辦法補足資源的缺口」。

2017年底，黃博怡接任台灣中小企業銀
行的董事長，當時台企銀的股價長期低於票
面，更低於淨值。「公司成員士氣不高，主
因在於公司發展方向混淆不明，導致缺乏自
信。」因此他上任後，決定回歸中小企業融
資，減少低利率的政府放款，獲利情況果然
改善，目前台企銀股價已重回票面價，股價
更較當時成長60%。

不過，黃博怡也強調，企業經營不能只
有獲利數字，還要有社會責任；在景氣不好
的時刻，銀行更應採逆景氣循環政策，只要
是穩健經營、誠信的公司，就不要隨便抽銀
根，做企業最好的後盾，這才是合乎社會期
待的金融業，「一般銀行不願做的，我們走
在最前頭。」普惠金融的概念，早已深入黃

博怡的DNA中。(黃博怡先生為本系學士班
1978年畢業系友)

系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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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視野論壇－羅伯莫頓 (Robert Merton)

瑞銀集團(UBS)與本系合作，於諾貝爾
經濟學獎成立50週年之際，將全球性的諾貝
爾視角論壇（Nobel Perspectives Live!）移師
至臺灣大學舉辦，邀請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Robert Merton來台，與台灣大學學生們面
對面交流，分享全球趨勢觀點及職涯規劃建
議。論壇活動非常成功，獲得同學們的熱烈

海 外搶才  打造頂尖師資陣容新進教師

本系這學年(108學年度)新聘了7名教師，除了從清華大學與
台北大學來的何泰寬老師與陳儀老師，還有一位是從香港中文大
學禮聘回來的副教授級玉山青年學者-謝志昇，另4人都是外籍助
理教授，他們捨棄歐洲、中國大陸等大學的教職，選擇到本系任
教。其中，兩個香港人、一個瑞士人，一個韓國人，瑞士籍教師
更是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的博士後研究員。本系近年來積極募

系所活動

款徵聘優秀的師資，包括外籍師資，並開設相當多的英語授課課
程，希望藉全英語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國際化能力。

何泰寬 教授

學歷：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 (2003)

經歷：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研究專長：

銀行與貨幣危機、國際金融、應用時間序

列計量經濟學、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
(DSGE Modeling)

謝志昇 副教授

學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3)

經歷：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應用計量經濟學、勞動經濟學、

健康經濟學、社會網路

班哲明 助理教授 (瑞士籍)

學歷：�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數理金融博士 
(2016)

經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博士後研究員

研究專長：

賽局理論、個體經濟學理論、

金融經濟學、網路經濟學

郭漢豪 助理教授 (香港籍)

學歷：�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經濟
學博士 (2012)

經歷：香港大學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計量經濟學、經濟學之數學及統計方法、

社會互動、社會網絡、總體經濟

陳　儀 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5)

經歷：台北大學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

行為經濟學

實驗經濟學

高恩琵 助理教授 (韓國籍)

學歷：�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經濟學博
士 (2019)

研究專長：

總體經濟學

勞動經濟學

梁卓誠 助理教授 (香港籍)

學歷：�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9)

研究專長：

總體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計算經濟學、都市經濟學、

房地產經濟學

參與，吸引超過700位同學參加，將臺
大講堂擠得水洩不通。

諾貝爾視角論壇是專為大學生打造
的論壇，不涉及艱深的學術理論，透過
座談，深入淺出的討論亞洲經濟發展、
高等教育與學習、金融科技(FinTech)、
機器人理財、人工智慧、區塊鍊、股
票投資等多面向議題，Robert Merton均
不藏私的分享他獨到的個人觀點，現
場同時也開放學生即時線上提問，由
Robert Merton親自回答學生的問題。

Robert Merton為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史隆商學院管理學院特聘教授，1997
年與Myron S. Scholes歸納Black-Scholes公
式，釐定應用於對股票期權的評價，獲得
諾貝爾獎肯定。

Robert Merton鼓勵學生「要保持好奇
心並熱愛自己的工作，因為這將影響未來
的職涯方向。」同時他也指出設定目標的

重要性，年輕人應在今天就寫下未來想做的
事情，並設定一個日期，兩年後再回頭看是
否已達成目標。

希望藉由此次論壇活動，讓台灣的年輕
學子能近距離接觸，了解諾貝爾經濟學家對
新金融趨勢的看法，讓學生更加了解諾貝爾
經濟學獎得主的研究貢獻，從永續發展及科
技等新金融趨勢看法中學習，藉以擴大學生
的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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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學年度經濟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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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1月03日（五）
報名時間 109年2月21日（五）至 109年3月12日（四）
報名資訊 其他規定請至http://www.aca.ntu.edu.tw/查詢

本系專班相關資訊請詳見經濟系網頁或 
電洽(02)3366-8440張嘉凌助教

在職專班

「我認為經濟學是一門很『酷』的科
學。」畢業於臺大經濟系碩士在職專班的黃
建華，大學時期主修建築，29 歲考上建築
師，進入職場後一年自立門戶，開設建築師
事務所，現在則與朋友合資建設公司，在台
灣有多個建案實績。然而工作多年後，他重
回校園，選擇進入與建築系看似不相干的經
濟研究所，竟是為了一個「酷」字。

黃建華憶及，當年他從逢甲大學建築
系畢業，退伍後進入職場不久，就遇到台灣
房市飆漲的年代，「大概是民國76年左右，
當年房地產業發生一件大事，就是華航標售
現在的「六福皇宮」（台北市南京東路與龍
江路口）那塊土地，由國泰人壽標下，創
了當時的天價，此後台灣房地產一路狂飆10
年」。然而當時的他「沒錢、沒人脈，只有
青澀的設計工夫」，因此也只能看著房價起
飛，自己徒呼負負。

歷經台灣房市狂飆震撼教育 引發重回
校園動機

相較於現在的建築師，法律規定考上
後還需到建築師事務所、建設公司、營造廠
等地方歷練幾年後才能開業，當年他一考上
建築師，隔年就可以開業了，「因為那時台
灣對建築師的需求很大」。在新鮮人起薪才
1萬2500元的年代，他因為開業，所以收入
還不錯， 儘管如此，事務所相對於建商獲
得的報酬還是天差地別，這種現實環境的衝
擊，改變了他的想法。

「我發現，在資本主義社會，只靠勞
務、專業技術，其實reward（報酬）還是相
對少的。要改變這種現象，必須要有資本，
透過專業化操作，才有辦法累積財富」。後
來，他用過去所賺的錢，與朋友合資開設建
設公司，「成就一個建設事業，需要很多

角色配合，例如資金、企劃、
銷售、建築設計、營造商等
等，至於法律、會計等，自不
待多言。如果可以在這個價值
鏈中扮演一個角色，我覺得很
不錯，而我剛好可以扮演建築
設計的角色，我本身又酷愛設
計」。

他認為，他不只是純粹提
供資金的股東，而是一個有附
加值的股東，出的錢是「smart 
money」，可以為建設案提供
更好、更棒的設計案，同時
因為在這個事業中扮演一個角
色，參與經營，也能從中學到

其他東西。
此外，黃建華思索，自己進入職場後，

工作偶有起伏不定、建案青黃不接的時候，
「那時就會想東想西，」他的心中，興起回
學校進修的念頭。

「當時EMBA、在職專班的風潮興起，
給了我一些刺激。」黃建華說，原本他想報
考比較流行的EMBA，但後來發現經研所在
職專班也在招考，「我覺得經研所看起來比
較酷，為了報考經研所，買了三本教科書猛
讀，越看越有趣，更加堅定進臺大經研所的
決心了。」最終，他如願考上臺大經研所在
職專班。

工作多年重返校園，跟大學時期的心
境有何不同？黃建華的回答也相當「建築
師」。「台北市高樓大廈林立，有如水泥叢
林，既壓迫又擁擠。但學校的校舍矮、密度
低，樹木多，物理環境讓人覺得很舒服，
特別臺大社科院幾幢日治時代的歐式老建
築」。

醉心於經濟學理論 致力將所學融入工
作

能夠進入臺大經研所，黃建華坦言相當
喜悅，他也比較了建築系與經濟系的差別。
「建築是一門實用的藝術，建築師從事規
劃、設計工作，牽涉安全、實用、趣味、藝
術四大面向，但相對具體，只要有藍圖，蓋
出來的房子，就是那個樣子，且建築的結構
理論是很實際的，例如你用鋼筋混凝土、鋼
骨蓋房子，或是機電系統，都是看得到、摸
得著，但經濟理論就完全不一樣」。

他說，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不像建
築理論那麼具體，但也沒有哲學那樣的「形
而上」，它可以用理論、方程式來描述社會
現象，「這真的令人歎為觀止，經濟學家怎

麼這麼聰明。」在經研所這段日子，他醉心
於經濟學家所提出的各種經濟理論，「怪
不得張清溪老師曾說，經濟學是最有力量
（Powerful）的科學，我深表贊同」。

沈浸在經濟學領域中，黃建華最感興趣
的是「個體經濟學」，「因為它從個人的行
為出發，透過統計歸納，最終得以數學化，
發展出各種理論與方程式，例如供需理論、
無異曲線、帕雷托法則、比較優勢、統計回
歸⋯..等等。」對經濟系本科學生而言，這
些可能都是很基本的概念，「但對我來說，
卻是非常新奇、厲害的玩意」。
由於黃建華對經濟學充滿濃厚興

趣，即便有建設的工作纏身，他仍不改其
志。然而他坦言，經研所課程其實比較硬
（tough），「當中計量經濟學是讓我比較
頭痛的科目，花了一點時間才上手」。

不過他說，「在學時我已沒有經營事務
所，而是從事營建開發，一個建設事業體大
致可分為土地開發、市場企畫、建築設計、
營建施工四大塊，我剛好可扮演建築設計的
角色，因此朋友喜歡找我合作，大家集資並
分工，所以我的工作時間相對彈性，課業時
間、壓力對我不成問題。」也因此，他能夠
兼顧課業與事業，如期完成經研所學業。

經濟學是選擇的學問 人人皆應具備基
本概念

談及就讀經研所對未來工作的幫助，他
謙虛地說，「雖然我念完經研所，但經濟學
博大精深，我其實也只懂皮毛，很難說經濟
學對我工作上有什麼具體的幫助。」但他強
調，經濟學是一種「選擇」的學問，也是分
析事物的有力工具。「兩難才叫做問題」，
這時候就需要選擇了，經濟學正好發揮它的
威力 。

不僅如此，就讀經研所時，黃建華認識
了來自各行各業的同學，也讓他獲益良多。
「我們的同學不同年齡、不同行業、不同性
別，能與他們一起讀書研究，實在太棒了；
而我們畢業後也常聚會，當你看著比較年輕
的同學正在經歷你曾經的人生階段，那種感
覺還蠻有趣的」。

大學唸建築系，工作多年後卻回學校念
經研所，旁人看起來是「跳很大」，但黃建
華說，「我不認為我是跨領域。」他認為，
經濟學就像國文一樣，「無論是建築系、
物理系，都要唸國文，經濟學也是基本學
科」。

黃建華強調，「除非你是要成為註冊會
計師（CPA）、特許財金分析師（CFA），
或是經濟學家，那當然另當別論；但如果
是一般人，那經濟學就不存在跨領域的障
礙。」他建議任何人都要學經濟學，「不學
經濟學太可惜了，因為它能讓我們更看清事
物的本質。」他笑說，若大學沒有修過經濟
學，「趕快報考臺大經研所在職專班就對
了！」(黃建華先生為本系碩士在職專班2013
年畢業系友)

　經濟學是最Powerful的科學

 黃建華 	因為「酷」愛上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