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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建甫簡歷
其他現職：其他現職

- 行政院經建會諮詢委員
- 行政院貿易調查委員
- 行政院衛生署健保精算委員
- 台灣經濟學會副理事長

中華金融學會理事- 中華金融學會理事
- 台灣漁業經濟發展協會理事

經歷：
- 美國 Fulbrighter 2006
- 台灣經濟學會總幹事 2006台灣經濟學會總幹事
- 台灣經濟學會 理事 2000, 2002,2006
- 台大經濟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 2000/8~2004/7
- 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 2000~2004
- 國票金控董事 2002~2004

行政院國家發展研究班第三期結業 (副學員長) 2003/7~2003/9- 行政院國家發展研究班第三期結業 (副學員長) 2003/7~2003/9
- 德國自由大學客座教授 2003/1至 2003/2
- 德國DAAD 獎學金訪問教授 2003
- 考試院考選部典試委員 2000至 2003, 2002年為高考三級暨普考財經組召集人
- Salzburg Seminar 研究員 1998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1992/8 至1998/7-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1992/8 至1998/7 
- 中央大學產經所兼任副教授 1994/8 至1995/7;1996/8 至1998/7; 
- 暨南大學經濟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1996/8 至1997/7 
- 美國芝加哥大學 (University of Chicago) 研究 1995 /9 至1996/8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Clive W. Granger 2003 榮獲諾貝爾經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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拇指法則 (rules of Thumb)
M ki M l f th b bli h d i ThMankiw : My rules of thumb published in The 
American Economist
大學：觀念養成、人格培養的階段，可塑性強

金科玉律，受用終身金科玉律，受用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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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老師

王作榮：讀古文觀止

(不要相信訓你話 因為他自己也做不到)(不要相信訓你話，因為他自己也做不到)
林鐘雄：古典就是訴諸高閣

(讀約翰克莉絲朵夫，好的咖啡要跟好朋友分享)
孫震：念經濟理論畢竟不同於看流行小說 前者孫震：念經濟理論畢竟不同於看流行小說，前者
需要高度的抽象，與嚴謹的分析

陳師孟：總體經濟理論蘊藏豐富，是一顆切面
萬千而面面閃爍著智慧光芒的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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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千而面面閃爍著智慧光芒的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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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的問題

七年級生未來競爭激烈

台灣社會已經穩定發展

- 已經少有白手起家的機會

中國人四年級生關在鐵幕，五年級生開始進入西
方留學，六年級生初嚐資本主義甜頭，七年級生
已經是你的勁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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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你的勁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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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 Not To Be
做個博學之人，但不要成為書蠹之蟲

多閱讀

讀散文、讀小說、讀傳記

三日不讀書 便覺面目可憎三日不讀書，便覺面目可憎

餓書

盡信書不如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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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科技人，但不是科技奴

輕科技是類固醇---語出世界是平的

適度的電腦、電影、電視、電玩

將無聊變有趣 但不要玩物喪志將無聊變有趣，但不要玩物喪志

利用科技長見識：Internet , Google search, Wiki, 
i pod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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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d, 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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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性情中人，不要做個鬧情緒的人

控制情緒

善用衝動：動力

不怨天 不尤人：天將降大任於斯人也 必先苦不怨天、不尤人：天將降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智、勞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行拂亂
其所為,曾益其所不能。

把明天的煩惱留給明天去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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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明天的煩惱留給明天去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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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深思熟慮的人，但不要讓人覺得城府很深

思考 ﹦計算 ≠ 算計

沙盤推演，才能胸有成竹

經濟學的抽象與推理培養的就是沙盤推演經濟學的抽象與推理培養的就是沙盤推演

站在別人位置，以別人的角度思考

直覺反應也是個最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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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有 charisma的人，但不要做個輕狂之徒

連結者(connector) 語出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 連結者(connector) –語出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
- 魅力是可以揣摩模仿的

- 讓人覺得你有趣，不沈悶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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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言之有物，少蜚言流語

多寬容 少責難多寬容、少責難

- 不要剝削別人的消費者剩餘

吃虧就是買下次便宜

- 人際零和遊戲- 人際零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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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
培養良好的習慣，習慣成自然

習慣後，不用ㄍ ㄥ，來自潛意識- 習慣後，不用ㄍㄧㄥ，來自潛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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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進取性，積極有所為

- Think positively, actThink positively, act 
aggressively. 

台大經濟系 林建甫



培養守時的特性，不要浪費光陰

- 成功是零碎時間使用的正函數成功是零碎時間使用的正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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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廣泛的興趣

- 不失赤子好奇之心不失赤子好奇之心

- 跟上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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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 意志力⇔

想要做什麼，就做什麼

想要什麼，就能得到什麼

蘇格拉底：認識自己- 蘇格拉底：認識自己

- 心理學：自我、本我、超我

- Maslow: 自我完成、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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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方法

- 每天寫反省 (富蘭克林)
- 經常寫心得、感想- 經常寫心得、感想

- 隨時做推導 Nash in “Beautiful Mind”
的黑板Princeton IAS 的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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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報告

書讀不懂，不是你的責任，是寫書的人的問題

考試只是重複別人的發現，但考試強迫你記憶

報告不是東抄西摳 報告可全方位訓練自己報告不是東抄西摳，報告可全方位訓練自己

適度計畫，但計畫還要掌握變化

讀萬卷書 行萬里路
台大經濟系 林建甫

讀萬卷書，行萬里路



給高中生的意見

不要太早放棄，堅持到底就是勝利

不要太早將自己定型 未來的路還很廣不要太早將自己定型，未來的路還很廣

不要太在乎同學的看法，自己要有定見

不要太在乎XXXX的要求，有些很無聊

不要強出頭 出頭的釘子會被打不要強出頭，出頭的釘子會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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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大學生的意見

大學一晃即過，不要入寶山空手返

最少參加一個社團最少參加一個社團

修戀愛學分，交異性朋友

多聽演講，尤其大師開講

零碎時間：讀英文零碎時間：讀英文

寒暑假：讀平常不考的書，自助旅行

不要打工 想想 時薪的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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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打工，想想 100 時薪的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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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經濟系學弟妹的意見

了解經濟學之美：邏輯的完美

了解經濟學的實用性：經濟學無所不能了解經濟學的實用性：經濟學無所不能

了解經濟學的特殊性：溫暖的心，冷靜的腦

了解經濟學的侷限性：人不是那麼理性

讀華爾街日報 金融時報 經濟學人讀華爾街日報、金融時報、經濟學人

讀經濟學家的傳記

建立信心：經濟是抽象的學科，登了泰山可以小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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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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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於商場大展鴻圖者

修企管、財管、投資學

吸收廣泛的商業知識吸收廣泛的商業知識

隨時抓住練英文的機會

注意兩岸事物注意兩岸事物

灌溉人脈

讀個 MBA
進外商磨練進外商磨練

自己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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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學術工作所者

常想問題

泡圖書館泡圖書館

多講給別人聽

修數經、高統

開始接觸數學：線代 高微開始接觸數學：線代、高微

做考經研所的考古題

熟悉諾貝爾經濟獎的得主、理論

不要錯過經濟大師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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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錯過經濟大師的演講



學生時代影響我的一些書

蛹之生

陳之藩散文集：旅美小簡 在春風裡 劍河倒影陳之藩散文集：旅美小簡、在春風裡、劍河倒影

第三波

傳統下的獨白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改變歷史的經濟學家

金庸全套

張五常 賣桔者言 讀書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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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賣桔者言(讀書的方法、思考的方法)



現在我會介紹你看的一些書

費曼先生傳

黃河青山 黃仁宇回憶錄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錄

兩個幸運的人

資本家的冒險

槍炮 病菌與鋼鐵：人類社會的命運槍炮、病菌與鋼鐵：人類社會的命運

大河灣

引爆趨勢

世界是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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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

教學世界

工作世界工作世界
研究----deep thinking, 讀我一成果, 學問不煩瑣。
小品文 看我一短文 智慧進靈魂小品文---soft writing, 看我一短文, 智慧進靈魂。
演講----big mouthing, 聽我一席言,知識香又甜。g g, ,
其他世界

家庭- 家庭

-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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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勵與期許
教學目標：
★培養同學創造力，要有想像與原創的空間。
★培養同學敏銳的批判力 要於不疑中而有疑★培養同學敏銳的批判力，要於不疑中而有疑。
★培養同學獨立思考的能力，不要人云亦云。

教學原則：教學原則
★提供最新教材，使用最新原文課本 (每年換課本)；但盡信書不
如無書。
★提供生活實例 股市匯市報章雜誌的討論 與現實結合★提供生活實例，股市匯市報章雜誌的討論，與現實結合。
★提供世界觀與本土意識，英文筆記，國台英語三聲教學。
★提供考古題或思考題，而且一定考，給同學有準備的方向。
★提供中外經濟學者的生平軼事，給同學了解有為者亦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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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分原則：
★最多九十九分，而且經常有。
★沒有七十九，六十九，五十九。一定上調，給你好一級的★沒有七十九 六十九 五十九 一定上調 給你好一級的
GPA (萬一你要出國，申請學校)。
★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統計的大數法則：『數大便是準』。同學
多努力之下，自然應趨近高分數。多努力之下 自然應趨近高分數
★可以交報告。報告更可以看出創造力，考試只是重複人家的發
現。
指導學生原則：指導學生原則：
★每星期與學生討論至少三十分鐘，不遲到，不拖延，討論時電
話拔掉。(這是學習我博士論文的指導教授 Dr. Clive Granger) 
★學生可自由學習 自行發揮；沒有題目或相關資料時 給予支★學生可自由學習，自行發揮；沒有題目或相關資料時，給予支
援。
★理論創新，實證發現皆好，以學術貢獻為畢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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