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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經濟系系友

系主任介紹

111學年度剛開學，經濟系新主任王道
一就大刀闊斧展開系務改革：全英專班新生

報到讓外籍師生佔比雙雙超過系所 10%、增
加繁星入學和特殊選才招生名額，還試圖讓

「多位正副系主任」的集體領導制度化。但

這些成果，是王道一和系上教授們多年前看

到全球化、人才多元等趨勢時，就開始默默

耕耘而來 .....

從「全英專班」 走向多國文化教室

開學不久後的九月，在新任系主任王道

一教授大力支持下，臺大經濟系舉辦第一次

外籍生交流派對，大家吃著披薩、聽來自世

界各地的師生分享文化差異，教授們也關心

了學生們的課業和生活。共有 27位同學和
教授參加了這次盛會，王道一對活動結果感

到滿意：「不能說很成功，但是個好的開始。

目標是每個月都能舉辦！」

活動背後，是王道一推動經濟系國際

化政策的成果。在系上教授們共同努力下，

經濟系今年第一屆「全英專班」新生已經報

到，：大一外籍新生從原本每屆約 3人，一
口氣升至 23人，所有必修課也都有加開英
語授課。王道一對此滿懷期待，他感嘆說：

「臺大本國生的英文成績都是全國頂尖，但

實際上的英文溝通經驗通常是零。全英專班

就要幫助他們脫離舒適圈，從上課到分組報

告、人際交往⋯⋯提早進入多元學習環境。」

這條路王道一鋪了十多年。2009年，他
和許多教授開始為系上必修提供英語授課。

當時缺乏外籍師資，最後由他親自上陣教

學。他笑著回憶：「有趣的現象出現了！外

籍生、交換生一定跑來我這邊，本地學生只

有少數對英文聽力有信心的才會來。成果真

的很有限。」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經濟系擁

有更全面的資源，除了成立全英專班，近年

來連外籍教授的比例也升至 15%，變成真正
的迷你地球村。王道一期待經濟系學生擁有

外語溝通能力後，能愛上異國文化，並進一

步輔導他們出國交換、進修乃至實習：「唯

有實作、融入日常，國際化才是玩真的！」

修改入學標準：選出多元的學生

王道一常說：「我也不確定經濟資優

生長什麼樣，但是學測、指考肯定只選得出

同溫層。」許多教育學術研究都顯示，臺大

學生的背景非常接近：小家庭出身、中產階

級、居住地多為雙北；而身為社科領域的經

濟系，卻希望能從第一、二、三類組廣招學

生，不管是人文社會，還是理工、生醫。為

此，王道一和教授們商討後，調高經濟系繁

星招生與特殊選才招生比例，今年 (111學年
度 )首度將繁星入學名額從 10%增加到將近
16%；特殊選才也正在申請從單一名額增至
3人以上。

王道一說，目前 16%的繁星計畫佔比，
就是希望讓自然組和社會組高中生都有機

會；特殊選才增額，則是希望在經濟學方面

資賦優異、但其他學科表現不那麼優秀的孩

子，也有機會靠這管道進入最高學府。為擴

張特殊選才管道，王道一和系上教授們也從

去年開始到許多地方高中開設微課程，栽培

這些早已對經濟學有興趣的高中生，並鼓勵

他們參加臺大基礎學科的認證考試，希望大

一經濟學原理的認證考試結果能作為特殊選

才的加分項目，以利選出更多志趣在此的新

生。

「集體領導」取代「大權獨攬」 
 系主任分工專業化

「臺灣教育單位常有行政權過於集中的

問題。」王道一指出，以大學系主任為例，

常常系主任一人手握大權，卻也「血汗過

勞」，結果就是主任期滿換屆時，沒有教授

願意接下這苦差事，推行政策也無法面面俱

到。

王道一回憶，以前經濟系的繁重業務，

讓系主任一職成為很多教授嚴重的身、心負

擔，「總是由最願意奉獻的人出面任職，結

果熱忱也被消耗最多。」教授間相互推舉系

主任的過程也常常「流標」。為化解這局

面，王道一仿效歐美許多大學經濟系的系務

分工，將系主任「一分為三」：一位系主任、

二位副主任，由系主任負責系所對外事務，

副主任則分為研究生事務和大學部事務副主

任，專職處理對內事務。

而實施這項制度前，王道一已做足準

備：不但精心挑選副主任，也大膽放權，讓

他們嘗試各種任務分組：「樊家忠老師原本

就擔任在職專班執行長，經歷豐富，我邀請

他當研究生事務副主任；何泰寬老師曾為社

科院辦理大學生實習週活動，請他擔任大學

部副主任。他們也都很願意嘗試新制度！」

王道一說，待集體領導制成熟後，未來新舊

系主任更替時，應該會有更多教授願扛下重

責，不但兩位副主任都會是可能的接棒人

選，「即使是沒有行政經驗的教授當選，也

能請前屆副主任暫時留任輔助，調度上更加

靈活！」

從全英專班、多元入學到教授集體領

導，王道一秉持著大膽嘗試、小心改革的精

神，與教授和學生們反覆討論，期待創造公

平且多贏的局面：「遊戲規則決定人們的行

為和組織的去向。經濟學家都立志用制度讓

社會更好，我們希望用制度讓經濟學家的產

出地更好！」

 文／那滈

走向國際化與多元民主的臺大經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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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素養熬出「茶金」
黃國華斜槓出 鑲金人生

系友專訪

2021年讓全台蔚為風潮的公視戲劇「茶
金」，小說原著及編劇便是出自臺大經濟系
畢業的黃國華之手，然而從金融業退役的黃
國華，搖身一變成獲得金鐘入圍肯定的編劇
及小說家，斜槓的精彩人生令人玩味。

回憶起新鮮人時光，「我們那時候讀碩
士才虧大，急著要出去賺錢。」1967年出
生的黃國華，就讀臺大經濟系的大一青春光
陰，是躲在合租公寓裡面研究股票市場，「今
天買進去，一兩天後就漲停，這不迷都很
難。」遇上全民瘋股市的年代，讓黃國華比
一般大學生更早接觸到投資市場，畢業時又
恰巧遇上 1990年代臺灣金融改革開放銀行
業設立，資本家們正摩拳擦掌進入金融業市
場，遍地開花的工作機會，讓黃國華在大四
就決定要投身金融業，開啟他擔任交易員的
職涯。

黃國華回憶，當時的金融業開放後，新
興的證券、投信、銀行及票券業就超過百家，
有些人到銀行工作兩年以後就升襄理，更順
利的也許再過兩年就升上經理，即便當時臺
大 100個畢業生有 99個出國唸書、1個攻讀
碩士，臺大新鮮人一畢業要想在臺灣求職，
難免飽受職場上的異樣眼光。但遇上千載難
逢的金融業盛況，加上對投資的熱愛，黃國
華終究還是克服這些困難，順利成為交易
員。

財務自由開啟新世界　總幹事紅遍部

落格

歷經 10餘年的磨練，不到 40歲的黃國
華，已經成為金融業的副總經理，但隨之而
來的卻是多如牛毛的行政及管理工作，占據
他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作時間，讓他開始萌生
打退堂鼓的念頭。「我知道我這個人當時在
工作上的價值就是利用一些經驗跟專業去操
作，替公司賺錢，這是我唯一的價值，如果
我花了太多在管理人，那我這方面就會差，
差了以後你也沒價值，這樣就惡性循環，我
覺得那會折損我的專業成績。」黃國華笑說，
當上副總經理是「打工仔的極限」，而金融
業龐大的工作壓力頻頻對健康發出警告，即
便在交易市場屢屢告捷，黃國華仍毅然決然
放棄這些頭銜，轉而靠個人交易達到財務自
由。

「財務自由不叫退休。財務自由就是我
百分之百安排自己的作息跟人生。我還在工
作，寫書也是工作。」卸下金融業副總經理
的鉛華，黃國華轉而在部落格上寫文章，搭
上部落格流行的風潮，成了當時第一代「含
金」量最高的部落客。在網路上他是「總幹
事」，專門撰寫投資、財務分析等專業投資
筆記；但黃國華說，38歲以前的他，除了研
究報告、聯考作文外，一篇文章從來都沒寫
過。

黃國華想起當年接觸寫作的契機，其實
是相當偶然的。就因為在金融業工作 10年
以上的資深經歷，讓他結交不少有頭有臉的
好朋友，卸下金融業工作後，身邊朋友規劃
出書請他代為蒐集資料，寫完近 30篇文章
後，因為內容結構都相當完整，只需簡單修
改就能出版，「沒想到賣了幾十萬本！」
即便第一本書的版稅只是一頓簡單的麻辣火
鍋，仍讓黃國華察覺到自己在財經、投資的
寫作市場或許大有可為，「好像我會寫耶！」

38歲前沒寫過文章　千本書評淬煉出

「茶金」

就這樣，黃國華順利成為財經作家，但
也因為財務自由，讓擁有閒暇時光的黃國華
再次選擇進入小說的世界。他回想起當初偶
然看到日本知名財經小說《華麗一族》，甚
至改編成膾炙人口的日劇，「為什麼台灣沒
有呢？不然我來嘗試寫寫看好了。」黃國華
認為，自己在金融業 10年以上的經歷雖稱
不上是黑幕重重，但已勝過不少人 40年工
作的歷練，可能正是自己適合挑戰寫財經小
說的最佳條件。

然而，進到小說領域卻不如之前撰寫投
資筆記一樣，一次就能成功。黃國華分析，
因為經濟系本科的專業訓練，加上 10幾年
的金融業淬鍊，要滿足財經書的讀者需求並
不困難，畢竟財經書的讀者需要的僅僅是正
確的投資理財觀念，「退一百步來講，你報
的明牌有準嗎？」讀者根本不會希望在財經
書中得到什麼樣的感動，但是跨足到小說儼
然是另外一個世界，「讀者希望情緒能夠被
你撩撥，這對我來講就非常困難。」

為了訓練自己的文筆，黃國華開始了他
的千篇書評計畫，每天強迫自己找一本書當
成參考書一樣閱讀，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小
說，「他的精神是什麼，角色變化是什麼，
看人家角色之間怎麼串的、梗是怎麼鋪的。」
然後在部落格公開寫下書評，供讀者指導自
己遺漏哪些情緒、哪些鋪陳及細節，就這樣
經過十幾年的磨練，近兩年的作品終於讓黃
國華認定足以搬上檯面。

寫作功力爐火純青的黃國華，回頭看自
己的第一本小說，卻覺得像鄉土劇八點檔的
劇情，讓他無地自容，「很想去跟讀者講，
寄回來給我，我跟你們買回來，我把它燒掉，
我們忘了這本書。」但是剛出道的小說卻被
讀者當成寶貝，黃國華即便砸下千金也難以
索回，令他哭笑不得。

自詡不入圍才奇怪　寫作巔峰選擇停

利封筆

黃國華的寫作功力各界有目共睹，70%
素材由他發想而成的小說「茶金」，與公視
合作拍攝成同名電視劇，一舉在第 57屆金
鐘獎入圍 16項大獎，擔任編劇的黃國華自
然名列其中。黃國華卻決定封筆不再寫小
說，他認為結合公視資源寫出的「茶金」，
已經是畢生最佳作品，正因為自認沒辦法再
進步，故而決定不再寫小說。

「我沒有入圍才是新聞，我得了才是新
聞。」聽到入圍金鐘獎的訊息，黃國華說其
實沒有特別的感受，篤信公視製作電視劇的
品質，也肯定自己的實力跟作品能登大雅之
堂。但遇上電視劇中「四萬換一塊」的歷史
爭議，黃國華斷言自己絕無獲獎可能，即便
真的獲獎，也是請製作人代領，得獎感言「謝
謝」二字。黃國華不忘調侃自己，倘若出席
金鐘獎「還要花五萬塊買一套 ARMANI，我
這麼胖根本沒得租！」

獲得客家委員會及浪漫台三線經費挹
注，公視找上黃國華，希望找到可以發揮客
家精神及帶動在地觀光的題材，素來家族與
茶葉產業頗有淵源的黃國華，便以新竹北埔
的東方美人茶為主題，加上自己對臺灣經濟
史的深入瞭解，「茶金」僅僅花費 4個月時
間就完成，但要成為編劇作品卻走了兩年以
上的漫漫長路。

「劇本你要考慮到走位、預算，要考
慮到寫到一半，本來我們預期的一個角色他
不來了⋯」就這樣不停修修改改，每進入一
個新的階段，劇本便要全部從頭重新檢視修
正，耗時兩年才能磨出這齣獲金鐘獎入圍肯
定的劇本。

不過，除了不再寫小說之外，談到要再
當編劇，也讓黃國華大喊吃不消，「台灣編
劇沒什麼地位，你寫出來的東西幾乎所有人
都可以改，拍出來以後發現很多都不一樣。」
就像電視劇中「四萬換一塊」的爭議，黃國
華說還好自己當初堅持出版小說，否則與史
實相反的爭議劇情恐怕跳到黃河都洗不清。

經濟系品茶法　開拓斜槓人生

「不管你再怎麼斜槓，你一定要在原來
的基礎，然後再踏出去。」黃國華自經濟系
畢業，一腳踏入金融業，卻又放棄高薪踏入
作家領域，先從部落格文章開始，進而出書
成為財經作家，再轉進小說世界，跨足編劇。
黃國華甚至在寫了「茶金」小說之後，開始
在網路上賣茶葉，自己則因為喜愛日本，不
僅寫旅遊書、美食攻略，還親自開線上旅行
社組團到日本，斜槓生活囊括投資、美食、
旅遊、茶葉、編劇、作家，涉足領域之廣恐
怕讓時下斜槓的網紅都自嘆弗如。

 （文接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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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泰寬 教授
( 負責學士班事務 )

學歷：

德國波昂大學經濟學博士 (2003)

專長：

銀行與貨幣危機、國際金融、動態隨

機一般均衡模型 (DSGE Modeling)

樊家忠 教授
( 負責研究所事務 )

學歷：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學博士
(2006)

專長：

家庭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發展經

濟學

副主任介紹

陳由常 助理教授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經濟學博士
(2022)

專長：

計量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勞動經濟學

李佳穗
專案計畫助理教授

學歷：

荷蘭萊登大學文學研究所博士 (2017)

專長：

學術英文寫作

陳慶池 教授
( 香港籍 )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博士
(1998)

專長：

賽局理論、機制設計與政治經濟學

朴埻錄 助理教授
( 韓國籍 )

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
(2022)

專長：

經濟理論、機制設計、訊息設計

新進教師

榮耀分享

☆ 本系李怡庭特聘教授獲選第 33屆中

央研究院院士

經濟學系李怡庭特聘教授，為美國賓夕

法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經
濟學博士，李教授的研究領域是貨幣理論、

銀行與金融市場等，特別是以個體理論為基

礎、搜尋模型 (search monetary models) 為工
具的總體貨幣理論。

李教授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教育部

學術獎、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臺大講座等榮

譽。李教授不僅研究表現卓越，教學更是傑

出，曾獲臺大教學傑出獎、教學優良獎，深

受同學肯定。

☆劉錦添、李怡庭二位老師榮獲臺大講座。

☆ 陳慶池老師榮獲教育部 111年度玉山學
者計畫。

☆ 廖珮如老師榮獲國科會 111年度「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

☆ 蔡崇聖、黃貞穎、陳旭昇、古慧雯、班哲
明五位老師獲 110學年度專任教師教學
優良獎；兼任教師楊子霆老師獲兼任教師
教學優良獎；陳儀老師獲全英語授課教學
優良獎。

☆ 蔡宜展、廖珮如及陳儀三位老師獲選為
111學年「孫震優秀青年學者」。

（文承上版）

黃國華分享，無論是寫作還是斜槓，「你
一定要有一個專業的東西，不管是什麼。興
趣是撐不久的，專業才撐得久。」而自己在
經濟系受到的專業訓練，對於邏輯跟思考很
有幫助，雖然經濟系不像理工科總有標準答
案，但經濟系的學生數學能力普遍優於文組

學生，加上具備成本利潤的基礎概念，以及
對總體經濟、個體經濟的瞭解，「臺大經濟
系就是培養最好當老闆的科系。」就像黃國
華稱自己獨特的「經濟系品茶法」，不是追
求品茶的儀式感，也不是追求泡茶的黃金比
例，而是在品茶後就能知道這個茶會不會受
到大部分人的歡迎，「讀經濟的到最後你的
敏感度就是要培養這個東西。」

黃國華說，自己最擅長就是停損跟停
利，大一面對二一危機，他果斷決定休學「停
損」重新再來，而如今「茶金」喜獲金鐘獎
入圍殊榮，也讓他決定「停利」封筆。即便
如此，從經濟系出發的黃國華早已練就百般
武藝，足夠他繼續開拓下一個嶄新的舞台。
(黃國華先生為本系 1991年畢業系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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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總經陪當兵　太太邀約當同學

「我還記得當兵的時候，在小金門服
役，天天看著廈門島，隨身的少數行李中放
著兩本經濟學的書，閒暇的時候就是看經濟
學。」一襲黑色襯衫，身為軟體顧問公司的
創辦人，擁有美國普渡大學工業工程博士學
位的陳俊仲，早在年少時期就對經濟學充滿
興趣，並在畢業廿多年後成為臺大經濟研究
所在職專班的學生，一圓年輕時的夢想。

博士畢業後，多年來全心投入軟體行業
的陳俊仲，生活似乎早已跟經濟學無關。因
緣際會之下，已從臺大 EMBA畢業多年的
太太的一句話──「想再回學校進修，要不
要一起？」──成為他攻讀臺大經研所的契
機。陳俊仲回憶起當時情況，自己剛完成臺
大 EMBA學業，緊接著又要投入臺大經研
所的學習，內心多少有些五味雜陳，「經濟
學我是很有興趣，但我好不容易才剛剛離開
學校不是嗎⋯⋯！？」

對於已經在普渡大學擁有兩個碩士學
位、一個博士學位的陳俊仲來說，要再繼續
攻碩士讀學位，心中原本有個「小小的坎」。
然而，回想起多年前在博士畢業典禮的那一
刻，自己感覺知識殿堂彷彿就在眼前，而站
在知識殿堂之前的自己是如此渺小、謙卑，
內心充滿著對知識的渴望。如今，面對另一
個學門時，自己應該重拾初心──重拾多年
前畢業典禮上的悸動。除此之外，能和太太
一起報考，有機會成為另類的「班對」，這
也是一件超級酷的事情，這讓陳俊仲決定和
太太攜手報考臺大經研所，開啟這趟嶄新的
知識之旅。

戴上經濟學的鏡片　培養不被世界左
右的定見

「我覺得管理學比較像藝術，經濟學比
較像科學。」2019年已經取得臺大 EMBA
學位的陳俊仲認為，EMBA除了精彩的課
程之外，還有許多課外活動，自己的運動習
慣就是在當時建立，直到此時都未曾停歇，
課內課外各方面都相當充實。而經研所的課
程，除了足量的課後作業，最讓人印象深刻
的是教授們有著令人敬佩的教學熱誠，超時
上課在經研所並非新鮮事。回想起謝德宗老
師所教授的金融機構管理，因疫情而採線上
授課，結果謝老師錄製了超過 90個小時的
課程內容，相當令人感動，也讓近日不時看
到外界報導社科院課業輕鬆的陳俊仲啼笑皆
非：「不會呀，我們經研所非常的扎實。」

陳俊仲認為來唸經濟研究所最大的收穫
是能讓自己「戴上經濟學的眼鏡，去看這個
世界的運作」。某天晚上睡不著，他無意間
瀏覽經研所班上的 LINE群組在討論美國升
息，立刻想起總經第三學期陳旭昇老師教授
的利率平價理論；英國新任首相特拉斯上任
後提出的大幅減稅政策觸發債滙雙殺，這可
對照毛慶生老師於總經第一學期曾提及的供
給面學派的拉弗曲線，而在實證上透過減稅
來增進經濟成長是具有爭議性的。在經研所
所習得的各種知識，幫助陳俊仲能以更科學
的角度來觀察這個世界的運作。

談起這些經濟學理論，即便是戴著口罩
只露出雙眼的陳俊仲，眼神中仍不停閃耀著
一股朝氣與活力。他認為，在沒有系統性地
學習經濟學知識以前，對於世界正在發生的
事情，相對缺乏有理論基礎的定見；但念了
經研所後，彷彿戴上新的眼鏡鏡片，去看世
界運作。「有自己的 opinion（觀點），我
覺得這點是非常棒的！」

大道至簡　經濟學理論驗證創業路

陳俊仲說，回想起來念經研所最大的幫
助，就是「Verify（驗證）我的想法。」陳
俊仲公司的網站左上角清楚的寫著「Enjoy 
Sharing」，原來公司一直在做的樂於分享，
就是競爭策略中最重要的差異化。

隨手拿了手邊的紙及鉛筆，簡單就畫下
供需市場，還在紙張上面寫下 PVC定價理
論。陳俊仲解釋，台灣很多企業最常用的市
場定價方式，就是根據產品跟服務的成本加
上預期的利潤比例，這是 PVC定價理論中
的 Cost成本定價概念；然而，能讓自己跟
競爭對手拉開距離，必須像蘋果公司一樣，
換成 PVC中的 Value價值面向思維，「要
能把產品的顧客認知價值最大化。」

陳俊仲回頭思考，不同於其他同業認
為知識一旦分享就會降低其價值，自己創立
公司時將「Enjoy Sharing」奉為圭臬，除了
以「分享知識」在客戶中創造自己獨特的價
值，亦讓公司內部藉此快速累積知識，以此
一步步奠定自身在市場上獨特的地位；PVC
定價策略讓他意識到，自己在市場上的差異
化，就是樂於分享。「因為念了經研所，
picture（圖像）是很清楚的。」

「我個人比較相信一句古老的諺語『大
道至簡』，真正的道理是很簡單的。」陳俊
仲說，經濟學中賽局理論撇除數學其實就是

談到創業，陳俊仲認為，最重要的是
必須找到 Niche（利基市場），雖然講出一
些 Buzz words（時髦術語）像是大數據、區
塊鏈、AI人工智慧等流行趨勢，募資相對
容易，新創公司要談夢想當然無可厚非，但
還是得從流行趨勢中找出利基市場，也就代
表企業要能找到 accessible market（潛在市
場），否則錢要燒完是很快的。

人的潛力無限　別被社會的框架限制

「為什麼要讀經研所？」很多人心中都
有疑問，就跟陳俊仲當初收到太太的邀約一
樣心中隱約發出的問號。陳俊仲形容，臺大
經研所就像是「隱藏版的計量分析營」，市
場上的顯學如數據分析、計量分析、行為經
濟學及實驗經濟學，都能在兩年內有系統地
學習。即便與職涯沒有即刻且強烈的連結，
陳俊仲說，光是可以「戴上經濟學的鏡片看
世界」就很值得，藉由經研所所習得的知
識，因應「升息」、「減稅」後續可能引發
的連鎖效應，說不定還能創造投資的被動收
入，何樂而不為。

就像很多人以為念什麼書就該做什麼樣
的工作，比如 IT從業人員就該是資工系、
資管系，陳俊仲認為，別被台灣的社會框架
限制住了。他以公司同事為例，不僅有行政
秘書轉職業務跑道，有的甚至成為數位轉型
專案的主要顧問，也有商學院畢業的同仁轉
換成撰寫程式的高手。陳俊仲說，讀書只是
一種「Training （訓練）」的過程，他相信
人的潛力無窮，沒有限制說什麼人適合念經
研所、什麼樣的人只適合做什麼事，重點在
於一個人有無能力踏出舒適圈，而踏出舒適
圈的能力是需要靠親身實踐來培養。

「低風險的方式把你推出舒適圈。」陳
俊仲認為這是來念臺大經研所在職專班顯著
的效益之一，而時間管理能力的精進則是另
一大效益。陳俊仲說，平日忙於管理公司，
加上扎實的臺大經研所課程，一定會讓人不
得不去精進自身的時間管理技巧；得益於
此，在這段時間自己未曾停止過規律運動，
甚至完成了一個 226超級鐵人三項賽事。除
此之外，自己來念經研所另一件開心的事，
是有機會成為吳聰敏老師的論文指導學生，
「能和老師的老師學習真的是一件幸福的
事。」

「如果還有機會，或許下一個想鑽研的
學問會是哲學。」陳俊仲說。以經濟學為例，
凱因斯學派、古典學派其各自的數學演算都
是正確的，甚至使用了類似的數學方法，然
而一開始的立論（假設）就已經決定了其分
析結果的不同，而一開始的立論往往是哲學
問題，想必哲學也是一門非常有趣的學問。
尚未寫完經研所論文，何時要再鑽研哲學，
陳俊仲也只能笑得開懷地說「我先休息一
下！」。(陳俊仲先生為本系碩士在職專班
學生 )

工業工程博士 CEO 陳俊仲
轉攻經濟學

 文、圖／張莉君

臺大經濟學研究所  在職專班  招生中

　　為迎接大數據時代，本專班教您正確判讀統計數據及簡單好
用的統計方法，並教您運用總體經濟分析利率、匯率、物價、貨
幣與財政政策，讓您成為金融業的佼佼者與獨特的「資料專家」！
本招生已廢除筆試，入學程序將只有書審與面試，歡迎報考！

簡章公告 112.01.05（四）
報名時間 112.02.17（五）~ 112.03.09（四）
詳情請洽專班網頁 https://mpea.econ.ntu.edu.tw/
或電洽 (02)3366-8440

「換位思考」，換
位思考的目的並不
是「我知道你在想
什麼，所以我可以
totally take advantage 
of you（利用你）」，
而是透過換位思考，
瞭解客戶、同事、
合作夥伴的需求，
進而創造雙贏。「只
有雙贏，才能讓任
何合作關係盡可能
永久且長時間的存
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