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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2⽉10⽇對��經濟�⽽⾔�是個�別的⽇
⼦�因為我們在�天正式成⽴了經濟�校友會�當⽇�許
�校友⾃台灣各��來共襄盛���留下了許�活動的照
��但我們覺得�張顯得�別彌⾜珍貴�⼗��意義�照
�中的⼈物由左⾄右��別是呂��學�(88B)����
(25B)�陳品欣(25B)����(25B)��家�學⻑
(88B/90G)��世�學⻑(88B)�駱秉正學⻑(88B)
��們�別於去年��三⼗�年���經原���相�37
屆的學弟��學⻑��同�⼀堂�除了代表我們已經是⼀
個很⼤的家庭��更重�的是許�寶貴的經驗�會��經
濟�校友會�續的傳���想88�學⻑����的�路�
���⽇的學弟�已���校友們的協助�在升學�就�
⽅⾯�得更�、更�的�訊�����88�學⻑�們的�
�參��你們每�的出席�每⼀張照�都在幫��經濟�
寫�史�同����當⽇�來助陣的其�各�校友們��
了你們的⽀��我們未來⼀定會變得更⼤更��

由左⾄右�呂��(88B)����(25B)�陳品欣(25B)�
���(25B)��家� (88B/90G)��世�(88B)�駱秉正(88B)

 經濟學�校友�員會��寧(93B)�林�儀(98B)  �上

經濟學�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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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37屆的學弟妹與學⻑姐同框



各位校友⼤家�� 

⾸先預祝⼤家2023年⼯作順⼼���健��擁�更�實��
的⼀年��年���

經濟學�校友會社團法⼈��在⼤家�續的⽀�下�於
2022/12/10順利�辦成⽴⼤會���章���出理�事�推
�秘書⻑並組成�的幹部團隊�相信秉����絡校友���
增�校友互助交��回�⺟��服�社會為��來永續經��
�經濟��⼤家庭�⼀定可�讓⼤家在�場�⽣活⽅⾯因�我
的投�⽽共��

�的開������參加2/17的台�春�活動�讓2023年在
校友們相互祝福�溫��圍中繼續�⾏����

會⻑王軍�(97G) �上

經濟學�校友會專欄

2022年12⽉10⽇
「國⽴��⼤學經濟學�校友會社團法⼈成⽴⼤會」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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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百��況

�丁�校友(93G)經�COLAZ���(校��品�售�
站)�成�在各⼤學校�(���⼤學���⼩舖)�續提
供校�元素�品�服����贊助本校友會紀�品�繼
�年4⽉校友回�家提供「��經濟專屬⾺克杯�杯
墊」�⼜在12/10的成⽴⼤會再�贈�每位出席者
「NTHU經典�⾦屬�針」�在��別���丁�校
友�

清華經濟專屬
⾺克杯與杯墊

NTHU經典款
⾦屬胸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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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校友(94B)�於1999年�2000年�續兩年得到⾦
⾺��佳紀��之�演�

在�⼼中��沒�那⼀趟難��記的�⾞旅��台灣�路
不斷變��卻很少�⼈�那�只存在於��⾞上�台灣⼈
⺠⽣活的紀�和��⽂����留下來……

《南⽅�寂���》紀��製作上���計畫正式�動�
經濟�校友們�意者��往⽀��
HTTPS://BIT.LY/3PWKGMA

或直�參�校友會⼀同��贊助��匯�⾄校友會財��玟
�帳戶�國�世�銀⾏(013) 帳�035506173106（註��帳
�為校友會專屬帳成⽴��暫⾏使⽤之帳�）  

匯����Email  amyamy415@yahoo.com.tw  告知�的
匯�帳�末五碼�⾦額����

4

照�來源�南⽅�寂��� ON THE TRAIN  FACEBOOK�絲專⾴

https://bit.ly/3PwKgmA


敏��讀 MINDI WORID NEWS !   

�上���何�益�⼯�訊息��享的校友�
      �⼤⽅�享告�我們喔�

��經濟⼈在科技產�發展�況�何��雖�實�
研發⼯��域�但校友們在半��產�的發展�間
�貢���寇惠仁校友(91B/93G)�志家科技�事
⻑�張禎容校友(90B)�台積�產品定價��⻑�
�⽂�校友(96B)�瑞昱半������事�群�
��游智閔校友(96B)�采鈺科技�⻑�許禮磬校
友(05B)�AMD (��超�半��) TAIWAN
FINANCE CONTROLLER��温棋校友(07B)�台積
������部經理…�校友的表現�是�⽬共
睹��志在科技產�發展�或想了�科技產�的趨
�發展���彼��交��

沒錯就是��經濟敏�校友(11B)�國
���界的�仔��敏��讀是「⼿�
裡的國���台」�每個⼯作天早上8
�13��推�⼀則由敏�整理的國�        
���幫⼤家整合國�⼤⼩事�⽤��
��的⼝吻�書給⼤家��   

敏�的使命是讓每個⼈都對國���產⽣興��並學會
�讀國���� 終�⽬�是把國���推�給�語世
界的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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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經濟�校友會協辦本校科技�理學院厚德會主辦的
「半��產�⼤師論壇活動」�經濟�校友出席⼈��
20位�對論壇�容的�闢�析�預測�Q&A�各�收
��會�⼤家交��絡並合影留��在上�⽇�五下
午����別�假�來參加論壇的校友們�其中不少是
�兩年�⼀�參加本校校友會活動的校友��對主辦&
協辦單位是�⼤的⿎��

⾄12/10已繳會費成為正式會員�計永久會員4⼈�常
年會員61⼈�共計65⼈�累計�會費�常年費收�為
NT$137,550��別⼀記�12/10當晚呂��學�(88B)
(�稱�⼦)除了是我們��經濟��⼀屆的學����
⽴⾺當先拿出現⾦繳費成為�⼀位永久會員����⼤
家�續加�成為社團法⼈正式會員�

校友活動��

2022年12⽉2⽇經濟�校友會協辦
本校科技�理學院厚德會主辦的「半��產�⼤師論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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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經濟學�校友會社團法⼈成⽴⼤會�校友出席
�絡�順利完成�除順利��章��活動計畫�預
��並�出�⼀屆理事15���事3���單�下� 

由左⾄右�理事���(09B)�理事羅��(11B)�
常�理事��寧(93B)�常�理事王⼠豪(91B)�常�理事駱秉正(88B)�

理事⻑王軍�(97G)�常�理事�世�(88B)�理事�國珍(9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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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貞校友(94B)專題演講��「�找⽣命中的
鑽⽯」為題�講���⼀段回憶變成�史的經��當
天���正在執�的�路紀��部��段⾸��校友
們�享�

2022年12⽉10⽇ 專題演講講者校友��貞(94B)

2022年12⽉10⽇ 

��貞校友

專題演講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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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嘲為經濟學的�兵�但從旁⼈的⾓度來看�
�貞校友其實在⼤學�期就已經�楚知�⾃⼰效⽤函
�中的X和Y是什���因��更��去⾛⼀��典型
經濟⼈的路�

�貞校友期許⼤家都��⽤更�元的⽅式來衡量⾃⼰
的表現�並找到由⾃⼰來定義的那顆⽣命中的鑽⽯�



12/10現場⼩��
郭興⽂校友（92B）當⽇在豔陽⾼照的⾼雄匆匆開完�司例
會���即趕赴⾼�站�上參�經濟�校友會的成⽴⼤會�
但因�暇參考�⽵天���短袖帥�的�型（下���者）
��場其���⽑⾐或�套的�友形成強烈對��引來不少
的關切�校友會在��別��郭興⽂校友��的��參��

12/17協辦2022歲末��校友��品��會�在⽵�市
��屋�會所�辦��桃⽵�校友��活動�除了提供
�會者紅�知識的學��講�����何�賞�提早�
受�����享⽤佳���之��更是跨�校友合辦活
動的濫��提供跨��跨產�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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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春�團������表單報��

�間: 2/17星期五PM 6:30~9:00

��: 台�AMBA�⼭意舍�店

�址: 台�市南港�市⺠⼤��段8�17F 
         (�⼭站4A出⼝)

�話: 02 2653 2828 

校友會活動預告 

JOIN
US!

2023春酒團聚，
邀你⼀起共享温馨時刻~~

有你、有我，
⼀起繼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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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沒�⽩吃的午��但�⽩吃的晚� !

� 1 0位報�的在校⽣��別給予免費�� !

 

�� !�� !



經濟學系大小事

111學年度�校�動會�經濟�同學表現�眼��別在
個⼈賽�團�賽�得�異成績�

經濟學�男�隊於�⽣盃��亞軍

*100M 男⼦⼀�組 �⼀� 曹智陽(24B)
*200M 男⼦⼀�組 �⼆� 曹智陽(24B)
*400M ⼤隊�⼒男⼦⼀�組 �⼆� ��鶴(23B)�
            江�⽣(25B)�陳建禎(24B)�曹智陽(24B)
*100M�⽣⼀�組 �六� 鄒宜�(26B)
*�校�競賽錦�男⽣組 經濟學��三�

�⽣盃隊員�陳璽�(26B)���綸(24G)�⾱柏�
(26B)�陳星宇(26B)�LEONARD FRUEHAUF�⾼�帆(科
�院學⼠�)�陳允謙(26B)�劉恩成(26B)���洋(科�
院學⼠�)

100M 男⼦�⼀� 曹智陽(24B) 200M男⼦�⼆� 曹智陽(24B)

400M ⼤隊�⼒男⼦ �⼆��由左⾄右�
    曹智陽(24B)�陳建禎(24B)�

��鶴(23B)�江�⽣(25B)

經濟學�男�隊於�⽣盃
��亞軍隊員團隊合影

11



研�所�續放榜中�恭喜經濟學�同學⾦榜提�

   台⼤國企所:�⼦寧(23B)�劉��(23B)�
                      王智�(23B)��亭�(23B)

   台⼤會研所: 劉庭�(23B)

   �⼤經濟所�張元嘉(23B)�劉��(23B)�
                        楊惠閔(23B)��彥維(23B) 

   �⼤科法所�張恒�(23B)

經濟學�⼤⼩事

��經濟�校友會同賀

經濟學�王軍�(97G)��科�
院111學年度�出校友����
於2023年6⽉10⽇��典禮當
天頒��

經濟學�����授於本校服��32年��於2023
年2⽉1⽇正式�休�並��⽂��語⼤學校⻑⼀
��本校科�院訂於2023年1⽉10⽇中午�辦其�
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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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A KIRA活動�經濟�����⼯�不
���⼼������設��科共同於2022年12⽉
8⽇在晶�會��辦���會�

經濟學系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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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璇�授��的�⼠���⼼同學��
�2022年�⼤科�院�⼠⽣研���並已於2022年
12⽉22⽇完成頒�典禮�

2022年12⽉8⽇ ����KIRA KIRA活動照�

2022年12⽉8⽇ ����KIRA KIRA活動照�



��作為志�

       轉眼間����師來到�⼤��已經30年的�間�在�
之間�學服�的⼯作讓�師�識了很�同事朋友��覺得很
���我們詢問為何�擇當�師����師表��當�師⼀
直是⾃⼰的志��從⼩到⼤都想當�師�在⼤學�被師⻑�
�很��不�是為⼈師表的�度�抑或是��學⽣的���
都受到當�的�師很⼤的影響�

     「當�師是⼀個可�影響別⼈很⼤的⼯作�」���師
���來�完�⼠學位回國��就�擇回來台灣���當初
因為喜�跟同學互動�且�師�個⾏�可�更貼�年輕⼈�
較��知年輕⼈的�動�所�在做研����間�定來�⼤
���

⼈物專訪�經濟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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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授



       
       ����師�提到�因為⾃⼰���當�學⽣�於是現
在當�師���同理學⽣��科較抽���果學⽣考得不
��較難�收課堂的東西��理��在�求學�段���到
的�主�很注重經濟學的實��⽤�因��影響了�師在�
學上的⽅式��是在上課�會常拿報章�誌做�例�讓學⽣
理�經濟是⼀⾨�⽣活相關的學問�
 

       我們�問��果重來�會⾛上��的路嗎��師向我們
�享�⾃⼰�休�會去⾼雄⽂�⼤學服��之�就希��休
��為�會�貢��剛�⾃⼰��個�求����緣��
合��師�������沒在⾼雄⽣活��應該會�很��
鮮��「希�⾃⼰����求�求變的�度�去⾯對⽣活的
每⼀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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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當⽇�����授�採�組成員合影

由左⾄右�劉祖�(22B)��澔哲(25B)�����授��伊�(25B)



�經濟的緣�

       當初�擇經濟�是因為家裡經��加上⾃⼰不���所
��擇了經濟相關的科��在所�學科裡��發����師
�⼤的是�計學�當���剛�步�但�式語⾔和�計學�
�的��卻已�⼈���⽽當�的�主�較重視�計學實�
應⽤的����讓����師意識到經濟學是⼀⾨可�⽤的
知識�⽽不是⼀個�域⽽已�

       ����師�為經濟學可�很�的訓練��思考�不只
經濟學裡對於�理應⽤的訓練�學��何在⽣活中⽤經濟學
的⾓度看�事��對未來⼈⽣�很�幫助�
除�之���師�希�同學��索�經濟����讀的學�
不�⾼�學校很⿎�學⽣不設限的盡⼒去�索��希�同學
�利⽤�⼤擁�的豐富�源去�索�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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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書�」

  其實除了�授�����師�����書��⻑��師
很享受在�書�的⼯作�對���師來���書�是⼀個完
�不同的�域�且當��⼤正在裝��書�����師��
��個�緣去參�了很��書��去學��書�的規劃跟設
計��師�向我們提到�當�其�在�書�服�的同事是�
書�專�的�但⾃⼰不是�因�在�書�服�的期間���
�員們了�到�何提供給讀者�的服��⾃⼰從同事的�上
學�到了很��當���開��受到許�讀者的��和�
定�對於�師來�很�成就��

經濟學的⽣活�度

  經濟學對�師來�佔了⼈⽣很⼤的⼀部���師在採訪
的���向我們�享⾃⼰�何⽤經濟學的⾓度去看⽣活�因
為經濟學的緣故�讓���師做�定�常會考�效率�利⽤
�源�再想想是否��更�的�源可�使⽤�或是該�源�
否�更�⽤��但�來發現不只是效率�效益�同樣重��
由於每個�源都�不同⽤���果使⽤�個�源�幫助到更
�⼈的話�效益會更⼤����師�為�思考�何去幫助�
影響到更�⼈�對⽣命會是更�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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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江柏皓(04B)

⼀� 各⼯作組⼯作協�
⼆� 彙整各�報表
三� 執⾏理事會�議

活動組�林怡�(04B)/彭�元(19B)/�岳晉(17G)/
              許仕明(17G)

⼀� 各�活動計畫之�訂�推⾏
⼆� 經濟�⼈交�推展

�關組�張佩�(04B)/�固�(04B)/駱�敏(15B)/
              劉祖�(22B)

⼀� �理�共關�事宜
⼆� 形�經濟�校友會對��� 
三� 溝�宣傳⽂稿潤��發布 
四� ��⺟校成⻑基⾦
五� ��經濟⼈�⼦報��
六� 各式活動紀�

經濟學�校友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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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組��玟�(17B)/劉亭�(19B)

⼀� 校友會財��理�年度報表��
⼆� 各�活動預��核
三� 帳��理

永續服�組�（師⻑/校友/在校⽣/��員）
                     陳冠⾄(04B)/朱晉鉳(17G) /劉��(17G)/
                     宋⻑�(19B)/林�德(19B)

⼀� 定期�辦在校⽣�涯座�
⼆� ����校友�⺟�在學⽣交�
三� 師⻑/�屆��員/
        ��校友�絡建⽴�各���絡⼈�⼝建⽴
四� 海�校友��庫建⽴��絡�⼝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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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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永續服�組�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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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庫建⽴

����經濟學��員��寧��員林�儀
                  校友會會⻑王軍�
�     ��⾞𣑲��王�云�林希��劉祖�
採     ��劉祖������楊⼦���伊����鴻��澔哲  

⼯作⼈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