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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先���諸��友們願意暫�放下⼿�的⼯作來�受會訊的專

訪�你們的⽀�是鞭�我們繼續成⻑的動⼒����校友會幹部們�

私的付出�讓⼤家在��校友向⼼⼒的��中不覺得�單�

        從下學期開��我們��試開設⼀個專⾨針對經濟�⼤學部⾼年

��研�⽣的�涯�享課��且課�講師�部都是由經濟學���的

校友來���期���學⻑�們所�享的求��求學�就�經驗�讓

在校⽣對於各個不同�域的產��更�刻的�識�幫助�們�早�⾏

相關的⽣涯規劃�同��希��由⼤家都是出�⾃��經濟�個⼤家

庭�讓互動��可��常輕�����更�拉�彼�的���屆��

��叨�各位�友們�並�⼤家�⼑相助�

        ���再�⿎��友們利⽤會訊中的QR code來��更�你們的

動��更��你們在�址關於「�願意讓在校⽣或�友們��e-mail

來詢問�關就�或升學的�訊嗎�」問題點�「是」�讓在校⽣��

識更�的�場動��

經濟學�主�

��寧（經濟93B）�上

系主任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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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級
大學部新生

��26�⼤學部�⽣

         �年9⽉�來⼤學部26��⽣�學�計��⽣68位�男⽣
36位；本國⽣94位�僑⽣6位���⽣4位�⽽本屆�4位��         
⽣�別來⾃⾺來西亞�泰國����越南����們加��⼤經

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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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系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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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級
研究所新生

��26�研�所�⽣

         �年研�所�⽣碩⼠�共計24位�其中�⽣�13位�男⽣
11位；�⼠�則計�男⽣1位�本屆研�⽣�景仍⼗��元�從
傳�的經濟�到會計��⾦融�經��理��景�����別的

是�1位來⾃�位學�設計��理學�；本屆亦�7位��於�
⼤的學⽣�因��⺟校於本�繼續攻讀碩⼠；���我們亦�來

⾃對岸的學⽣2��校友會在���⼤家加���經濟⼈!

 

26

3



停辦2年的經濟系

迎新宿營
重新啟動

停辦2年的經濟���宿�重��動

        每年由�學會主辦的��宿��受疫�影響停辦2年���
年在25��學會會⻑����副會⻑�伊�的推動下�重��
辦�主題為「超濟�雄」�活動從10/7〜10/9為期3天��點�
跨�⼤校本部校�跟�豐⼩叮噹科學主題���除了幫助⼤⼀�

⽣盡�融��所�����本�同學的向⼼⼒�

        ��本屆�學會��幹部的�⼒投��重��個活動並讓
�項傳��繼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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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盃的團體賽

獲得亞軍

經濟系在羽球
睽違四年，

睽�四年�經濟�在⽻球�⽣盃的團�賽�得亞軍�

        從初��環賽�別打敗�⼯Ａ隊���學院學⼠��三�
⼀晉��賽�⼜打敗原科院�隊��終在冠亞軍�賽中�上��

�隊��⼤��2:1惜敗�但仍屬睽�四年經濟��⽣再度在⽻
球�⽣盃的團�賽�得佳績�

照�爲先發隊員�

左⼀ 經濟⼤⼀�珮⼼（26B）亦是�單冠軍

左⼆ 經濟⼤⼀孟欣�（26B）亦是�單亞軍

右⼀ 科法碩⼀劉祖�（22B）

右⼆ 科�碩⼀�群�（22B）

��隊員�

經濟⼤⼀ ��沅（26B）

經濟⼤⼀ 陳泳�（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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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etet i Oslo
挪�  �斯�⼤學

        ⼤家��我是經濟22的林⼦��在⼤四下利⽤學校的交�
�會到挪��斯�⼤學��了⼀學期�在�半年中不只課�上的

學���是⼀個鍛鍊各⽅⾯的珍貴經驗�出國交��個�擇為我

的⼈⽣增添了許��所未�的⾊彩��為我的⼤學⽣活畫上了⼀

個完�的句點�

交 換

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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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挪�的�半年中�學�⽅⾯�台灣��常⼤的不同�打

破我對⼤學課�的�知��打碎了我�去三年的學��度�每堂

課�學�容���很�泛��是經濟�社會�政治⽅⾯的議題都

包括其中�是跨�域的整合學��每堂課的�度�完�不同於台

灣�⼀學期三堂課是學校基於確�學�品質�考�到學⽣負�之

下建議的��值�且由於重視培�學⽣⾃我學��獨⽴思考的�

⼒�課堂上的�授都只是為學⽣提綱���課�利⽤各種問題讓

學⽣思考並�⾏討論�再��課�中的問�互動來碰撞出更��

的思維�

       每星期課�課�都��讀⼤量的⽂本�才�在課堂上融�⼤

家的討論��才��組織的表�⾃⼰的想法��樣的學�⽅式對

亞�學⽣來�或許�⼒是相對較⼤的�但其實�⽽更�效率��

�免學⽣只會�讀書�⽽�樣開放性思考的�點同樣�應⽤在報

告�考試上�我上的所�課的報告跟考試�部都是申論題�並不

會每題都��準���因�就是⼀翻兩瞪眼�你平常讀了�少⽂

本�對�⾨課的�容����的思考�就會完���在��卷

上�⼀開�我�常不�慣沒��準��的考試��樣的⽅式讓考

試變得更加�活�具�挑戰性�讓我�常焦�⾃⼰的表現�但�

來發現想法可�因�很跳�框��可�提出很�可�性�⾃⼰研

��很�成就�的�容�享�只���⾔之�理並���的�整

出來��何�不�是我學�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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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活��截�不同的⽣活環境�為我�來了⼀��

的改變�⾸先是變得更加獨⽴�到⼀座陌⽣的城市重頭來��⼀

點⼀滴建⽴�的⽣活���是從�的我所卻步的�但�中間的�

�裡�我看⾒⾃⼰⼀步⼀步的成⻑��去�⼩且容易緊張的個性

在�半年裡����失了��到問題就想辦法��或是求助�其

實很�⽣活上的問題都不難���只��於開⼝詢問���中�

⼈互動�了�⼼�就會變得更從容⾃在�其��是語⾔�⼒�步

且更�國���千��強�⾃⼰去�不同⽂��景的同學交朋

友�

        在�樣的環境之下��語⼝語�⼒會�步�並且完�不�

怕��國⼈⽤�⽂溝��因為�真的就是⼀種溝�⼯具�並不⽤

�到⾃卑��記得⼀開��BUDDY GROUP的朋友�天的���

⼤家都講不太出完整�利的整句�⽂�對話�來�常費⼒�但是

經��個⽉��⼤家已經都�������⾄可�⼀�出去玩⼀

整天��會�得�彼�的���回⾸�個���會覺得很神奇�

很�動�再來�是對⾃⼰各⽅⾯更�⾃信�⼀開�課堂上都怕丟

�⽽不�發⾔�不�因為課�設計的��下必須開⼝��來漸漸

發現�享⾃⼰的想法並不困難�同學們�很�重每個⼈的想法並

不會嘲���授�會給予�定�不會讓⼈產⽣負⾯的�受�久⽽

久之就可�更順暢�更���去主動表�想法�在��中會⼀直

增加對⾃⼰的⾃信⼼�除了表�⾃我�國�的環境裡很�重每個

⼈的獨�性�因�我�學�去擁抱⾃⼰的所���樣開放的環境

讓我對⾃⼰的⾃信提⾼�不再那��度在意�⼈眼光�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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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的�半年不�是課�或課�的學�都讓我���收

��重��整了學�⽅式跟�度��成功打開⼼��⿎���去

��很�不同的⽂�和交了許�朋友����元⽂�的⾓度去看

�個世界�並且�刻��知⾜跟�恩�我�覺得在�半年裡�我

�得了很����不�是學��社交�旅���出了很�步伐�

�克服很��⼼的障��從⼀個�是畏畏縮縮的⼈�變得較為開

朗⾃信��⼼都很舒暢��攢⾜了⾯對未來的�量�所�真⼼建

議��⼒出國交�的同學必須把握�會去�試�經�半年�⼀

年�踏出舒��的你⼀定會被�向⼀個你做�定的�初��想不

到的�⽅�⼀定會�變成⼀個更喜�的⾃⼰�

9

�對University of Oslo, Norway��何問題�

����a0975438103@gmail.com �絡�



2022 09/16：
        台�校友⼩��由11�校友��於台�⽟喜�店�敘�計
97G、04B、09B、11B、17G跨5屆10位校友參��許�⼈之間
是�開校���⼀�⾒⾯�當晚�⾨話題是當�11�校友們�跨
不同��產�的發展�享���到許�其����的經濟�校

友����期�12/10「��⼤學經濟學�校友會 – 社團法⼈正式
成⽴⼤會」��會是組織�結校友們的�開��

2022 09/26：
        �主���校友會��學會於⽵�⾼�站��敘討論�校友可
�做哪�事項協助�辦�在校⽣�經�主�協助�初步共識是��

「校友�校��座�」學期課�����中��不同產�別校友鮭

⿂�校�

2022 10/22-10/23：
       向海那漾豪������於台中⼤�「向海那漾」���辦完
成�兩天⼀夜�采難�的���⼤家把�暢⾔�����願實現�

再約下��⼗���校友會�幹事柏皓(04B)�活動⻑�敏(15B)�
⼼�����質的活動�

 

活
動
花
絮

校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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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屆經濟�校友會團隊��下�積���各式活動活絡本�校
友間的���除了�敘���健⾏��校�校友回�家團圓�並在�

年10⽉的22⽇�23⽇⾸度�試�辦2天1夜⼩旅⾏�年�跨越三⼗載
的校友們⿑�台中⼤�向海那漾����享受���點�設�的同�

�相互交��

       22⽇中午�校友們先在台中�合�⽤��並��帥校⻑�⼤⾼為
元校⻑⼀同合影�當⽇下午����往本�活動�點台中⼤�向海那

漾����越���⼤⾨�的堤防即是海灘��潮�的潮間�⽣�豐

富��位校友�是�家�眷參加�⼤⼈們把握晚��的�光⾄海�或

踩⽔或�天�⼩朋友們則盡�玩沙�成群踢球�抑或��⿂���不

���夜晚��跨�⼗屆的校友們⿑�⼀堂共�晚��學⻑�們不�

私�傳�經驗�暢�各⾃於⾦融�⼯作�容��想；學弟�們�緊�

會詢問�涯問題�席間更�幸�到�國珍學⻑(97G)�享�的投�⼼
法�讓在場學弟�們�益良��

校
友
會 

「10/22~10/23經濟豪���x濱海⼩旅」

10月 

重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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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本�活動在��天�的��下�⼤合照畫下句
點�⼤家��給予許�正⾯的回���別��王軍�(97G)會
⻑組織本�活動�活動⻑駱�敏(15B)校友細⼼����幹事
江柏皓(04B)校友�約��⼈更期�下�的�會活動�

       校友會�在�絡校友��並增�互助交��本�出�為�
�神�實�的�現�由校友會幹部群�⼼�畫�彼�呼朋引

伴��召昔⽇同�共襄盛��校友們�����家�眷參�活

動�⼤家�由�⾏⾒⾯敘��本�濱海⼩旅⾏�終圓�結束�

且�響���⼤成功�

��期�下�校友會的活動�

本��稿��哲瑄(24B) 、 林希�(24B)

經濟�校友會10/22中午�⾼為元校⻑(左8)��禎富執⾏副校⻑(左4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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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訪

經濟�  �家�校友 (88B/90G)�羅��校友(11B)  
 
 

校 友

專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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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擇�⼤經濟就讀?

        家�校友��⾃⼰�較喜�⾃由的環境跟�試�的發展�

正巧�⼤�很⾃由的學���給學⽣去挑戰�試�的�會�關於

經濟����為經濟是研�⼈��擇的⼀⾨科學��找到⼈⽣�

�跟⼈⽣發展的平衡��樣的學問讓家�校友相當���

關於��經濟的許�「�⼀」

        家�校友從⼩在嘉南平原⻑⼤�⼩��成績跟功課都不是

很��但在⾼中�漸漸喜�思考跟�讀��表��「�種開�的

�覺�那�覺得知識�理論是唯⼀可���的�路�」其實家�

校友關於�⼤經濟擁�許�「�⼀」的經��除了是�⼤經濟學

�⼤學部的�⼀屆學⽣�在85年���⼤經濟�⼀�的�學會

會⻑�同��是經濟�碩⼠��⼀�的學⽣�

        家�校友�����參加國考�到�平交易�員會服��

現��平交易�員會�訊�經濟�析室主���個單位主�是負

責�平會所��訊的軟硬��產���跟經濟�析的⼯作��別

是很�國�的�件��扎實的經濟�析�因���所學應⽤於⼯

作�

經濟� �家� 校友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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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學裡看⾒的事

        家�校友碩���擇在��的經濟所就讀�當�論⽂的�

��授是�春興�師��向我們�享���師給的�發很��其

中�⼤的�發是���開朗的�度��春興�師的⼀句話現在仍

使����刻——「�不�平出在忌�⼼的⼤⼩�」家�校友對

我們��「�平是⼈���的很⾼⼀個⽬��雖��很�衡量�

平的�準�經濟學�許����正的理論�但其實⼀切都出於⼈

性�」

�⼭�⼈⽣

        家�校友假⽇��會去台�郊�⾛⼀⾛�每年�會�擇�

�⾼⼭的路線��費短則三天⻑則⼀星期去⾏⾛�⽬�百岳挑戰

�完成了�⼗�座�我們提問�覺得�⼭�項活動�別的�⼒在

哪裡�����⼭主��的是⾃�的耐⼒跟堅��是⼀項不��

跟別⼈�較的活動�因為每個⼈的�度都不⼀樣�⽽且⽬�就放

在那裡�家�校友�⿎�同學去找到⾃⼰的興���果可�找到

⾃⼰願意投�的�動的話�對⼈⽣會是很正⾯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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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更喜�⾃⼰的⼈�」

        家�校友在採訪的尾��勉�同學們�考試跟成績只是⼀

�的��何堅�⾃⼰的想法興�����良�提升品格才是�重

�的��拿�⼭的�⼦做���在登⼭的��當中�當你覺得很

⾟�的���都是在向上提升⾃⼰�因為�⾛的路都是下坡路�

趁�年輕�現在�什�想法和⽬���⽤⾃律去�求⾃⼰�實現

⾃⼰的理想�每⼀個成功的⼈都是很⾃律的⼈����家�校友

給了經濟�的同學們⼀個�切的期許�「�結來��希�同學們

�做⼀個⾃⼰不討�的��⾄是⼀個⾃⼰��更喜�⾃⼰的

⼈�」

"Be a person who can love yourself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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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校友2011年��於�⼤經濟��其�涯圍繞在�
位���產��曾經到� Google �度亞��部實��回到台灣
�加���APT�問�司�幫助其�軍亞�市場�⼀年半�加�
Yahoo�負責亞太��的�略規劃�之�加�⼀間台灣�家的�
��司 Appier�⾄�已在東京掛�上市�為台灣��⾛向�球
的⼀個代表�司�現���在 Mastercard ������問服�
部����續在��產�發光發��

�⼤經濟-⽂組�科技的結合
        當初為什�會�擇�⼤經濟���校友回憶到�當初�兩
個⾯向去思考�縱�台灣30年���為科技�是⽀�台灣經濟
的⼀⼤產��所�作為⼀個台灣⼈�但想做⼀個�球格局的產

��科技�就是��校友�⼀個考�的⾯向��⼆個⾯向��發

現⾃⼰喜�且具���的⼤學科��是�重在⽂法��結合�兩

個⾯向下�在⼀個理⼯強健的學校中就讀⽂組科���⼤經濟成

為了�的�⼀�擇�在�⼤經濟期間��兩件���校友���

刻的事�⼀件是⾦融海嘯�⼀件是當�的⾦磚四國�⾦融海嘯使

�意識到必須��思考個⼈的�涯�略�不�哪裡��頭就往哪

裡去�⾦磚四國讓��校友了�到⾃⼰�果想成為⼀個�球�的

⼈才�⾃⼰就必須��在��⾼�成⻑市場��的經驗�因��

求⾃⼰��在求學�期去⾦磚四國中的兩個國家�且���成

了�另����校友�提到�經濟�課堂上理論的推��訓練�

��定了思考的���構�對⽇�的�涯�很⼤的影響�幫助�

經濟� 羅�� 校友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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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培�的�質

        ��校友�為⼤專⽣��培�的關鍵�⼒�三個��別為�

1）語⽂�⼒�⼀定��⼀個世界主�的�⼆�語�
     �是成為國�⼈才�基本的�⼒

2）對於�技�的�受度和了����來��位⽅⾯�當現在�司
      �做�位轉型�����哪�的�技��

3）interpersonal 的�⼒��就是��⼈互動�關�建⽴�⼈�拓
      展的�⼒�在⼤學�期��社團或⼀�專�培�溝��團隊合 
      作�是未來的�場必�的軟實⼒�

       ��校友�為��社團或是實���更�效的培��三項關鍵�
⼒�實�去做�才��到��的效果�對於就讀經濟�同�想�投�科

技�⼯作的學⽣���三個建議�

1）在學校��相關的課��

2）拓展該�域相關的⼈��
      ��理⼯�景的學⽣或是在相關�域⼯作的學⻑�

3）直���產�中實��
      唯��樣才�踏��界並了�實�的⼯作�況�
       
       ⽽對於�何�得⼯作�會���校友提到��⼀種是直�去找�界
已經開的����⼆種是⾃⼰開��的⼯作�會���來���果你�

⼀間很喜�的�司�那你可�去研�它�找到⼀個⾃⼰��為�間�司

提供的�⽅�並���個想法去找�司的主事者��樣就��會主動為

⾃⼰爭�到⼀個�的⼯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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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Jumpstart

        ��校友看到了�界⼈才上的問題�企�找不到�合的⼈

才��質的⼈才找不到⼯作�會�因��兩位志同�合的朋友在

6年�⼀��⽴了Jumpstart�間�司��⽴⼀套⼈才加�的⽅法

論�希���效幫⼈才�企��軌�⾄��培�了��300�校

友�「�到問題��就去找��⽅法�當現⾏��的��⽅法

��就加��」�是��⽴�司�的�⼼動���是給我們⼤學

⽣⾯臨問題�的勉��「每個⼈在世界上都應該��對�⼈或是

社會�所貢�」��校友�常相信�個理���期�⾃⼰��在

社會上成為⼀個��『賦�』的⾓⾊�影響����到的⼤學

⽣�年輕⼈�使�們在�涯上�更順利的發展�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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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校友(94B)：

       ⽬���國家�������員會 - 副主��員�9⽉30⽇率團�
校�參加學���涯發展中⼼主辦的2022���才��會�主講 : ⿊
盒字的秘密 – ⾶���在�什�? 並�⼀步介紹����產��幫助學
⽣們了�整個��產��構�⼯作發展�會�

林庭陞校友(09B)：

        台��咖哩 �專�斜槓代表�⽬�兄弟�在台�市忠�敦�店經
�「�咖哩」��店（經�路��勿錯�）���雞���⽜⾁咖哩

�盒��⾁�⼩點��������合午�會議訂購�意者��

0973531550! 

林珍�校友(99B)：

       在⽵�經�光鮮��沙拉 ValofreshSalad��間�2個�層�1�
���種⽣���盒�湯品��包�沙拉吧�果汁������2�則
是�⽤���點包括光鮮��沙拉�光纖現���果汁�各式義⼤利

��京都⽔�&川蜀�辣�…��意者��03-550 8101，
【�間】10:00–18:30（�⽤11:00-16:00）

�上�在各��經����⺠宿的校友��⼤⽅�享告�我們喔!

校
友
校
友
校
友

百
業
百
業
百
業

現
況
現
況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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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2022/12/10 PM4:00
�點 :  台積�224�室
主辦單位 :  ��⼤學經濟學�校友會��會

會議�� :
16:00~16:20 ��⼤學台積�224�室報到
16:20~17:20 成⽴⼤會 :  討論���下�項⽬
                   111�112年之⼯作計畫�經費收⽀預��
                   章���
                   ���⼀屆理�事
                   臨�動議
17:20~18:00 專題演講 :  ��貞校友（94B）  
                   題⽬ :�找⽣命之鑽�  
18:30~21:00 �會 :  ��⽔漾��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校友會

每個⼈的曾經都�可�是其�⼈的
現��⼒的⽬��傳��共� 

社團法人正式成立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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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治⼤學應⽤經濟�社會發展�語碩⼠學位學�招⽣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of Applied Econom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IMES)

        �碩⼠學位學�是⼀個正規且��⽂授課的經濟相關碩⼠
學位學��⽬��收三�之⼀的台⽣��常���⽂�度��

並�興�學�利⽤���析應⽤經濟��社會發展議題者來報

考�本學�不⽤�試�只�書���⽂檢定成績���⽂⾯

試�⽬�台⽣�額不��且�年�⽣⼤�是台�政學⽣�我們

希���⼤的學⽣加��

��更詳細�訊��恰�下官��

IMES官�: http://imes.nccu.edu.tw

工
商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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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校友會⼈�服�組(⼈�專⻑�源交�服�組�⼈�⻑�岳晉
(17G))���在校友��庫的協同建⽴�串�校友��⼤交��同�
提供在校學弟�未來的升學��場�詢�因���校友們的協助�

���QR Code�撥冗在經濟�辦校友��庫做建檔或更��

        校友在�場�在社會�各司其��各�經驗��⼈學�之��
⽇�校友交� ��在校⽣�涯�享�活動��⼤家��參�協助�

資料庫
建立

QR code �結

��對於本會訊��何�問�建議�或想��享�何相關訊息�

�����⼦�件（econ@my.nthu.edu.tw）�我們�絡�

⼯作⼈員

����經濟學�校友會王軍�會⻑�校友�員會林�儀�授

�     ��⾞𣑲��王�云�林希���哲瑄

採     ��劉祖������楊⼦翰��伊����鴻��澔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