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政治學系 EMPA就讀感言 
 

第三屆學員 

林信睿 

（宜蘭縣警察局） 

 

二十年的警察工作讓我只懂得警察，台大政研所專班讓

我開拓了國際關係、政策研究、憲政層次等領域，接觸到國

家最上位的視野。很值得投入!  

 

朱坤茂 

(法務部保護司) 

 

雖然是在偶然的機會，經表弟即台大政治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第二期的學員楊明諭的介紹，抱著好奇與嘗試的心情報

考台大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口試的時候，還被問及我準

備什麼時候要退休，但我仍然毅然絕然的踏進予在職專班，

一圓多年來想完成的研究所美夢。 

在報考之前的某一天，看了聯合報的民意論壇，談及在

職專班的種種，其中批評在職專班的學生異於一般研究生，

大多數只是想混一張碩士文憑，但迎新會上明主任就開宗明

義的宣布絕對是混不了的，兩個多月來，我們也發現真的混

不了，這正符合我的期待，因為，我想要的是貨真價實的碩

士學位而不是路邊攤的貨色。 

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們只上了明老師的國際關係，黃老

師的公法專題，蕭老師的政府與企業，包院長的戰略三角關

係，吳老師的兩岸關係，陳老師的憲法與人權，但給我的感

覺是開闊了視野。其中明老師的國際關係讓我見識到整體國

際社會的種種，就像是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領域，明老師還利

用課餘指導讀書的方法和論文的寫作技巧，還真的是有一套

不是蓋的；黃老師分析我國與外國公法有關的問題既精闢又

有深度，最讓我汗顏的是實務界奉為寶典的大法官會議解

釋，竟有眾多理論與實際上的瑕疵，使我不得不對「大法官」

另眼相看；蕭老師縱橫古今中外，從知識與智慧談到國際間

的東西對抗與南北對抗，再以政府與企業的互動作為終結，

令人讚嘆不已；包院長的戰略三角關係只有一節課，但對美、

中、蘇、日及中共的各種關係就有了明確的概念；吳玉山老

師的兩岸關係，從歷史講到現在的陳水扁總統的出訪，整個



兩岸關係的變動就如一則活生生的歷史故事；陳老師講的憲

法與人權雖與我的本業有關，但仍讓人覺得淺顯易懂。因此，

整體而言，台大政治學系研究所的教授陣容，絕對是國內的

翹楚。 

我是法律的實務工作者，擔任檢察官與主任檢察官多

年，目前擔任法務部保護司的副司長，以個人的年齡與經歷，

碩士文憑與我的陞遷全然無關，我就讀在職專班除了完成期

待已久的美夢外，更希望得到無窮盡的新知，而台大政治學

系在職專班就是我的最佳選擇，也歡迎更多的菁英加入我們

的行列。 

 

楊水美 

（合作金庫銀行） 

 

重回校園當學生的日子，讓原本鬆散的下班生活，一下

子忙碌起來，再也無暇問候久未謀面的同事好友們，也因此

接到許多好奇的電話：「水美在忙什麼?」，就連每年要一起到

日本逛逛的朋友，一聽說水美今年不出國門了，都覺得很新

鮮，紛紛要一探究竟。當答案揭曉，原來水美在讀 EMPA時，

結果卻是接踵而來更多的 “?”。 

 

第一問：只知道有 EMBA，沒聽過 EMPA？ 

第二問：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讀政治!與你的背景差 

太遠了吧! 

第三問：讀這個所有何用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得從專班的神奇處談起。再進入正規

學校成長，剛開始只是很單純的想：不要浪費客居台北的時

間，因此在學姐(大學)的強力推廌及幫助下，才得以順利進

入專班就讀。學姐以第一屆創班學生的親身體驗述說為何

EMPA值得讀，現在自己也進到這個環境，深覺學姐所言不

差，確有其吸引人之處。可以想像嗎?一個不看電視，報紙只

看副刋，整日在金錢數字中工作的人，可以讀政治專班。這

是專班第一個神奇，所有的同學來自各行業，各有專長，可

以共聚一堂一起學習，除了有學識的相互激盪外，更有生活

資訊與資源的交流。第二個神奇是：師長們的專業與敬業令

人景仰，當然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為人師表者應有之風範，

不足為奇，但如果每個老師尊口一開，信手拈來，宛如畫家

大筆揮灑一幅幅歷史場景，枯澀難懂的課程頓時鮮明生動起



來，讓上課讀書都成為一件賞心悅目之事，那也非得有上乘

功法不可了。最後，EMPA是塊奇特的園地，這兒有台灣首學

之府的光環，有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校風，更有那如肥沃

土壤般學識超群的師生們，絕對是未來國家菁英種子培育的

一塊良田。 

 

    無為地走入這遍滿奇花異草的 EMPA花圃，無關工作的升

遷，更無涉學位的取得，只盼在薰染滿身芬芳的同時，亦修

練一身功力，悠遊任何領域均無所礙。開學至今二個月餘，

偃然發現政治非屬少數政黨或是政治人物之事，其實是一種

生活，真實地緊密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你可以說不關心

政治，但不可以是不關心個人、週遭親朋好友生活的人，這

也是為何很不政治的人，要讀政治系的原因，現在面對滿臉

的問號，這就是答案了。 

 

張啟楷 

（年代新聞台） 

值   得  

   「知識和智慧有什麼不一樣？」這是蕭全政老師第一堂

課的第一個問題，他說人是矛盾綜合體，所以要先弄清楚自

己腦袋裡到底裝了什麼？他還有句名言：「唸書是件很賞心悅

目的事，如果上課真的聽不懂，也不要太強求」。 

   明居正老師治學和授課恰如其名：「明朝的張居正」，不

時耳提面命台大碩士班學生應有一定水準，在外交部工作的

毅鵬有次聊天時說，上老師的課很是震撼，原來國際關係可

以講得這麼層次分明又生動，實際上，聽毅鵬在課堂上發問，

也是一大享受。 

   謙謙君子，是許多人看過黃錦堂老師後共同的感覺，上

他的課，更讓人感動他事前的準備：開學前要先念的書單：

兩本吳庚大法官厚厚的書、七篇專論，全是老師親筆寫的，

上課時還不時補充新的期刊和新聞事件的內容，雅美等人

說，好喜歡上黃老師的公法。 

每學科缺課超過四堂，死當，明年重修。期末，每一學

科都要有一篇近萬字的報告，而且要上網公告天下，每個人

到底學了多少，連校外的人都看得到你的報告，網上見真章。 

   除了課業，從同學身上也可以學到很多。有學長有緊急



事件，黃老師和同學馬上組成緊急小組，宜信（衛生署中醫

委員會主委）宣布禁用馬兜鈴，也有很多同學關心，還有，

祖德突然上了蘋果日報。大家來自不同領域，甚至政治立場

迥異，但一起關心一個人、處理一件事，很是像一家人一樣。 

   每次老師開出新書單或有哪本書不錯，就會有同學建議

不要各自去買，請一起向某人登記，殺了價、書送到大門口，

信睿、日聰等人搶著去幫忙把書抬回班上，然後坐在最前面

的碧宗開始「一手收錢、一手交貨」。有次書太厚重，負責買

書的水美竟想把書先送到學校隔壁的台北商專教官室給章

豪。碧琳找到老師要大家看的論文後，不忘傳給大家共享；

水美和日聰把如何使用讀書軟體教給大家；每一、二天，總

會有人寄一些溫馨的作品或笑話，然後，嬋娟和淑貞會突然

提醒，老師又要加課或交報告了。 

   弘文升官，班上請茂盛幫忙送一盆花，結果他不只遠從

石碇跑到基隆，還用同樣的價錢買了可保存的唐三彩，上款

提「步步高升」，然後把全班每個人的名字都印上去。建基花

了長達二、三星期的時間，辛苦籌辦溫泉之旅，活動前兩天，

他不只逐一確認幾位老師和同學是全家參加？還遠從信義區

的市議會跑到北投區，確認老師要上課的教室和設備有沒問

題？還請工作人員把大溫泉池徹底再洗刷一次。 

   忘了誰講過這樣一則故事：一位留學哈佛的企業界第二

代，第一年回家過農曆年時，辛辛苦苦寫了一份畢業後要如

何經營企業的報告，結果卻被他老爸罵了一頓。第一代對第

二代說，把你送到哈佛念博士，是要你去交朋友、學別人的

長處，你的同學當中，以後可能有各國總統、重要的政治和

企業界人士，至於經營企業，等你接班後找專業經理人就可

以，要把時間用對的地方。 

   近兩個月來，功課重了些，但這麼一個對的地方、對的

人，有智慧、有溫馨，確實叫人值回票價，註冊費值得，犧

牲假日也值得。 

 

李日聰 

(內政部警政署) 

 

台大 EMPA就讀感言 — 給還在外面觀望的人 

對於寶藏如果您只在外面看或是用許多理由來阻擋自己

去探險，那就永遠與之無緣也怪不得別人。很久以前的我，



每當經過公館前面的台灣大學，就期盼自己能成為她的一

員，現在我終於拿到她的學生證。 

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之後，回到了西班牙。

在一次歡迎宴會中，忽然有人高聲說道：「我看這件事不值

得這樣慶祝。哥倫布不過是坐著船往西走，再往西走，碰上

了一塊大陸而已。任何一個人只要坐船一直向西行，都會有

這個發現。」宴會席上頓時鴉雀無聲，面面相覷。哥倫布笑

著站起來，順手抓起桌上放著的熟雞蛋，說：「請各位試試

看，誰能使熟雞蛋的小頭朝下，在桌上站住?」大家都拿起面

前的熱雞蛋，試著、滾著、笑著，但誰也沒把它立起來。哥

倫布微笑著，拿起熟蛋，把尖頭往桌上輕輕一敲，那稍微碎

了一點殼的蛋就穩穩地立在桌上了。那人高叫道：「這不能

算，他把蛋殼摔破，當然可以站住。」這時，哥倫布正色說

道：「對!你和我的差別就在這裡，你是不敢摔，我是敢摔。

世界上的一切發現和發明，在一些人看來都是簡單不過的。

然而他們總是在別人指出應該怎樣做以後才說出來。」1 

這是網路上看過的一則短文，讓我深覺得哥倫布之所以

能夠發現新大陸在於他---敢冒險嘗試，文中的新大陸就像台

大政治系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裡頭有無窮的至寶，教授的

學問與對學生的關懷當然是不在話下，毋庸贅言，從老師那

兒可以學得，如何進入一個領域、提昇個人的視野與做學問

的研究方法等；除此之外對於身為警察的我而言，同學們則

是無限的寶藏，因為大家來自各行各業且各有專精，更重要

的是都願意無我的付出，因此從同學那兒可以學到更多不同

領域的常識，當然也可得到更多的一般所無法得到「訊息」，

這無疑是一種視野、學識與能力的擴張及提昇；但是這些寶

藏如果您只在外面看或是用許多理由來阻擋自己去探險，那

就永遠與之無緣，也怪不得別人。 

 

而套句廣告詞「我發誓」，我絕對沒有比任何一個人優

秀，只是我「願意」而且「敢」，就如同哥倫布之所以能發現

新大陸一樣，是因為他敢給自己一個機會去「冒險」；來參加

台大 EMPA招生考試，只需要繳交報名費，並不需要冒著生命

的危險，您為何不敢來呢？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等

您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1 引自 http://celebrity.50g.com/htmlpage/favorite.htm 

http://celebrity.50g.com/htmlpage/favorite.htm


嚴嬋娟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生命就像列車 

  生命就像列車    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目標  

  也許你正如去年此時的我    

有點期盼又有點躊躇  

  但是    我終究及時搭上這班  學習的列車  

  跨進鑲嵌著金字招牌的學術殿堂  

           

在這自由多元的大觀園裡  

  有    一流的教授  一流的學子  一流的館藏  

  還有  源源不絕流轉的思維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們立下宏願  

  在政府與公共事務的領域裡  

  攜手同心開拓一條    通往全球的軌道  

             

如果    你想的和我一樣  

  臺大的門將永遠為你開著  

  我們守候在這裡    等你  

莊茂盛 

（臺北縣石碇鄉戶政

事務所） 

 

前進臺大政治研究所的願望終於美夢成真；每想至此，

泛紅的臉頰上總會流露出感激之情，實在無法喻於言表；真

心感謝蘇彩足老師、陳德禹老師、趙永茂老師、蕭全政老師

、黃錦堂老師、林水波老師、高朗老師、彭錦鵬老師諸多鞭

策，激勵我由學分班進階到碩士班，雖然歷經兩次失敗，也

許曾經讓您們失望過，甚至對學生我已失去信心；對我來說

，實在沒有顏面與勇氣再面對第三次挑戰，如今我已通過嚴

酷的考驗，實踐了老師們常勉勵的一句話「有志竟成」。在此

我也願意向昔日臺北縣政府行政領導班同窗摯友招手，尤其

班上的褓母-淑貞，蘇老師要我明年在臺大校門迎接您們，大

家一齊加油！！ 

 

顏章豪 

（臺北商業技術 

學院） 

達，則兼善天下！ 

台大 EMPA的團隊 

是菁英的組合，是前瞻的設計， 

群英薈萃，典型小型政府的縮影。 



 

何以稱「菁英教授」？ 

教授博學幽默，風格獨特，談吐詼諧，堅持立言。既年輕又

專業，不同課程，各樹一格，授課時百家爭鳴，學術競爭，

春風化雨，肢體語言豐富，洋溢動人風采，讓台大 EMPA的研

究生聽課時「收穫與享受極大化」。 

 

又何以稱「菁英學生」？ 

台大 EMPA研究生俱皆一時之選，為各領域之翹楚，專注認

真，實務熟稔，關心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之演變，

國際強權間的互動，兼及兩岸經貿、科技、戰略、國防等議

題。提問互動時，常見火力交錯。EMPA授課的教授，也盡其

所有，毫不保留傾囊相授。真理之辯，君子之爭，誠理論與

實務推磨，真金火煉、學問的煉丹爐。 

 

台大 EMPA的研究生 

要有五識— 

即豐富學識，寬廣常識，專業知識，具遠見宏圖的見識以及

窺破時機大膽勇敢行動力的膽識。 

 

要放下身段，空心謙卑— 

或許現仍掌握千軍萬馬，或許各有天地，或許曾經滄海，或

許手下名士、戦將如雲，但來到這兒―「心雅天地寬」。此地

不僅臥虎藏龍，更且茂林修竹，這裡只有親愛和藹的老師，

只有同學，在這裡可以看到人生的真實--謙和，虛懷若谷，

真誠相與。 

 

要親、愛、精、誠— 

同學在苦讀各種理論典範，觀察天文地理，盱衡國際大勢之

外，更須存小心，珍惜衛護彼此難得的同窗友誼，相互扶持，

教學相長，庶幾樹立 EMPA的典範，將來學有所成，能貢獻各

機關團體，或更上層樓，蔚為國用。 

 

要永遠心存感謝— 

「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放眼當今天下，雖不乏有知

人、識人之明的長官，但也多的是把人才當奴才的蠢材，而

尤沾沾自喜，自以為是天才。我們心比天高，感受到人性的

冷淡，卻也體會到陽光的溫暖。 



 

一生能有幾次選擇，在這國事多亂的中年？是台大的恩師，

是引領我們走入台大，提攜我們，拉拔我們的可敬又專業的

恩師，值得我們用一生永遠的愛戴與尊敬。 

 

佔地利之便，每週六，我穿過濟南路到對面的台大社會科學

院上課，踏上校園的土地，走上滿佈風霜與風華的階梯，心

馳神遊，試想著一代新人換舊人的滄桑，想著有幸進入台大，

有幸就讀心儀已久的政研所，心裡的悸動與感謝豈是一言能

盡，幸福其實很容易感受得到，不是嗎？ 

 

願 EMPA的師長同學，共襄盛舉，從茫茫人海裡吸收菁英，讓

菁英找到理想的心靈殿堂--台大 EMPA，找到人生真正的價

值，讓 EMPA成為台大的驕傲，共同許願： 

「達，則兼善天下」！  

 

姜碧琳 

（青輔會人事室） 

 

個人從 1996年擔任企劃處企劃科科長以後，肩負行政改

革業務，至 1997年政府部門引進企業家精神，開始辦理有關

政府改造工作，一直到升任簡任第十至十一職等的專門委員

審核研擬行政法人法草案，每天有開不完的會及腦力激盪。

這段期間，我的日子過得非常匆忙卻又混沌不安，因為我不

知道這些工作所代表的理論基礎，不知工作的背後所代表的

真正意義，難以說服自己，這就是我為何想要進入研究所讀

書的一個動力，也就是-追求真理。 

 

很感謝我的家人支持，使我的生命有所轉機，連帶使我

十多年來的工作有所轉變。在台大政治研究所的「政府及公

共事務專班」，讓我看到所謂「真知灼見」，像明老師提出國

際社會本質是「現實主義」，國家為了本身利益是無所不用其

極；蕭老師在談「亞太海陸爭霸格局中的政府與企業」，各國

為了海陸爭霸，爭相提出政府改造，以提高國家競爭力。從

這兒，明老師及蕭老師已經解釋了政府改造的必要性。其次，

黃老師的公法專題，教導我們如何從權力分立、人權保障及

中央與地方權限等三個觀點評論法案，使我在對同仁解釋及

宣導相關人事法令時，更有執行力。 

 



雖然在家庭、工作忙錄之餘，很難再抽出多餘的時間讀

書，更讓我常有休學或留職停薪的念頭，但想起剛開學時，

幾位老師勉勵：「熬過去，就是海闊天空了！」日子也就很快

度過。這學期即將結束，如今回想起來，我認為我不虛此行！

「腦袋」終於可以慢慢跟上「腳跟」了！ 

 

郭大文 

（總統府機要室） 

 

年少時，認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書中論理，似僅

紙上談兵，不切實際。 

 

行萬里路多年之後，雖對世事有所增長，惟發覺書到用

時方恨少。 

 

在台大 EMPA碩士班上課後，驚覺行萬里路不如讀萬卷

書，因為台大 EMPA師資精良一流，教學精闢有見地，同學來

自各方才俊菁英，真是一個值得駐足唸書求真理的好所在，

學術水準與環境絕不輸美國哈佛或英國牛津與劍橋。世界各

國各界的菁英才學之士，歡迎你們加入台大 EMPA 求知的行

列。 

 

陳敏鳳 

（聯合晚報） 

 

我擔任政治記者已經十多年，對於政治其實並不陌生，

但總覺得欠缺一些分析的工具和理論，無法把常識轉成知

識，雖然我在政大唸新聞系時，已經修過政治學輔系，讀過

比較政府和政治思想史等課目，但時間太久，在逐漸邁向中

年之際，早就還給老師了，因此想要來政研所尋寶。當時，

由於工作忙碌，不要說準備，差點連報名都忘記了，還好上

屆學長陳景峻委員在後面一直不停地提醒，到最後一天還請

人幫忙拿簡章，終於讓我成為他的學妹，十分感謝。 

 

    剛上學時，覺得壓力很大，心情很像波浪線，起起伏伏，

到底要不要休學，不休學唸不下去不是很糗嗎，何況年紀這 

麼大，自在地生活不是很好嗎，有空看看日劇不好嗎。不過，

到現在二個多月了，覺得能夠到這裡上學真是老天爺這輩子

給的好恩賜，雖然作學問還得多學習多加強，但光從老師、

學長和同學的身上就學得很多，讓我從在家看電視的歐巴桑

提升為政治研究所的學生。 

 



    以前沒有上學時，遇到不管是工作還是人生的問題，總

是腦袋一團亂，得依賴朋友解決。但是現在遇到問題，腦子

會馬上浮現課堂上老師教的。例如如果要評價中央政府作為

就要想想黃錦堂和陳淳文老師的公法課。而明居正老師的國

際關係課程則對我們處理辦公室及人生問題很有幫助，每有

困惑，就會想到這些國際強國有戰略，我的人生則應該要有

策略，什麼時候要用強國爭霸的方式處理呢，什麼時候要採

取小國扈從的方式處理；政黨以選票極大化來處理兩岸政

策，那我要用什麼策略處理我周邊的事情呢。頓時，我覺得

我的人生很有戰略觀。不過，把國際關係這樣運用，不曉得

老師會不會昏倒，順便問一下「真的會有人提梅花與國運的

論文題目嗎」。而蕭全政老師的政治經濟學，也是讓我們學習

到大格局和全方位觀察事情的角度，有哲學的位階，收獲很

多。而我們的導師蘇彩足老師，則以溫柔、親切的態度，給

我精神鼓勵，讓我安心一些，而她在預算的權威研究也是引

誘我繼續唸到兩年級的原因。未來下學期及兩年級會有更多

學問深厚的學者讓我們學得更多。 

 

    除了這些學有專精的學者外，學長之間的相處和討論也

讓我覺得上學真是精彩處處，有人幫我們買書，有人幫我解

決電腦的問題，每個人都是臥虎藏龍，十分不簡單。 

 

記得我大學聯考時，本來已考進台大，但是因為把政大

新聞系填了第一志願，錯過成為台大人的緣份，經過十多年， 

還是又成為台大人的一分子，印証了有緣總是會相逢這句

話。而且這次的相逢讓我的生活有著無盡的驚喜，謝謝老師

們願意收留，也謝謝同學和學長的協助。 

 

楊建基 

（台北市議會） 

 

從市府到議會，從文化、銘傳到臺大，每一階段各有感

受及成長的痕跡，特別是來到了臺大政治所以後，內心更是

驚嘆、雀躍不已。終於又走進學生時代夢寐以求的最高學府，

成為臺大人，也體會到走路有『風』的感覺，與參加甄試階

段的忐忑不安，猶然形成兩極的對照！ 

到了班上，才更印證了我們專班執行長蘇彩足老師的

話，她說當在甄選完第一屆後看名單時，才發現每一位都如

明珠般的耀眼；我看我們班上亦有同感，除了我是小璞玉外，



個個可都稱得上璀璨的鑽石，驚嘆師長們將陸、海、空軍、

警及中央上至總統府下到地方行政部門、民意及民間機關的

精英全部集結成為一班當同學的用心；也由於大伙在工作上

歷練完整、閱歷尚稱豐富，雖只有星期六的課程，但彼此很

快成為好同學、好朋友，甚至工作及學習上的導師。 

其實能夠那麼的有成效，都要歸功於系上所有師長們的

帶領及教導；包括助教的和藹可親、前後任系主任的智慧辯

才、各課程教授的博學多聞，旁徵博引，在專精領域各自獨

領風騷，相對也提昇了同學間的上課學習興趣，進而爭相發

問砌磋，而且見解獨到，下課後更圍繞著老師不肯讓老師離

去，每個人都抱著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的學習態度，老師們

更是經常主動要求補課來增加我們的功力，另外系上更設了

三位專任導師，協助同學們解決學習的問題，真的，這樣的

一流學府、優質的教授、用功的學生，不好也很難！ 

本班，更在歷任系主任、執行長蘇彩足老師的指導及班

代啟楷的帶領下，我們設有專屬的網站、進行了三次導生會、

兩次師生學習經驗懇談會、一次的全體師生的北投溫泉在地

文化學習之旅、以及課後的佛學講座、論文寫作講座等等，

未來我們既將辦理的有石碇鄉的野趣之旅、基隆海港風情巡

禮、玉山摘峯、宜蘭牽罟體驗，如此的真心安排，無他，只

為了增進彼此的情誼，提昇學習的效果，總之，因為有緣才

會千里相會，從大家高度的學習精神，不難看出大家對學校、

對師長、對學長、同學的惜緣、惜福。 

想報考且還在徘徊、觀望的未來學長們，看到前揭的陳

述，您是否也燃起一股稱羨及嚮往呢？不要再猶豫，來報名

就對了，這塊園地絕對是您結交益友良師、填滿智慧、追求

夢想、豐富人生的好地方，各位臺灣公私部門的英雌豪傑，

有自信的您，準備來報名吧！大伙均竭誠歡迎您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