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政治學系 EMPA 就讀感言 
 

第七屆學員 

高憲文 

（法務部調查局）

 

台灣民主開先鋒 

大學搖籃育英才 

政治菁英聚一堂 

治理國家笑談間 

研究學問不怕苦 

究根追底好精神 

所求無非百姓好 

讚揚國家萬年福 

 

楊國禧 

（行政院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 

 

個人走在軍、公職的公衛路上三十多年已逾知天命之年，

有幸能進入全國最高學術殿堂『台大』，是機緣更是福分，在全

球華人世界最頂尖政治學術園地，真正見識到一流學術精英的

智慧和功力，每個大師授課『體系弘博、立論精深、主旨端嚴、

風趣瀟灑』你能從中獲得宏觀見解，更能知曉「以古為鏡可以

知興替」的道理和寶貴經驗。 

古有明訓「木受繩則直；金就礪則利」是遵行和學習的目

標，學海無涯，進入台大 EMPA 是人生的新舞台、新里程碑，台

大 EMPA 值得你珍惜和把握。 

 

鄒智純 

（臺灣新能源產

業促進協會） 

 

從「社會大學」就業很長一段時間後，目前能夠繼續充電，

享受讀書研究的樂趣，感覺真好！ 

就讀台大 EMPA 可以拓展人生的深度及廣度，在社科院寧靜的校

園裡學習，老師ㄧ級棒、同學超友善、歡迎一起加入這個一流

人才匯集的大家庭，共同邁向生命中另一層次的高峰。 

 

李靜婷 

（民視新聞部） 

 

如果你只想混學歷 

千萬別來台大政治所 

如果你想攀人脈 

也千萬別來台大政治所 

這裡只有嚴格師資管控的超優教學品質 



深入又可活用的超高度知識 

還有同學間相互勉勵而水深火熱的研究生涯 

 

所以 

台大的招牌 

不因在職班而打折扣 

甚至更嚴格 

 

想跳入無涯學海 

甚至淹死也在所不惜的 

歡迎你來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許書銘 

（中興工程顧問

公司） 

 

其實讀書和進修對我來說，並不是什麼陌生的事。秉持著

「終身學習」和「教學相長」的理念，我再次報考台大 EMPA，

也很感謝師長給我這個機會就讀。 

在歷屆學長、學姊和同學中，我想我的背景算是比較特殊

的。首先，我學的是土木工程，專長是結構設計，基本上和政

治學沒有太大關連；其次，我來自私人企業，服務的單位在國

內算是最大的顧問公司，我的資歷已超過 15 年，且擁有工程技

師執照；再來，我已經完成博士學位，攻讀博士期間並曾接受

公費獎助到德國的營建研究中心進修，目前也在大學教授結構

設計課程。我之所以這樣描述，目的是想說明個人的理論和實

務兼具，且受過很扎實、很嚴格的工程訓練。 

即使如此，台大 EMPA 仍然給予我相當大的「震撼教育」。

對於長期接受自然科學的我，能夠再次接受社會科學的洗禮，

無論是在觀念、思考和心態上都需要重新調整，不啻為一種很

好的訓練。在這段學習過程中，深深地感受到老師的熱忱和用

心，以及課程的豐富和靈活，加上授課時間集中在星期六，對

於需要時常開會、出差、加班的我，亦是一大福音。 

對我而言，或許「學位」不再那麼迫切，然而「知識」卻

是無價的，台大 EMPA 確實提供了我良好的學習環境，再一次向

本系和師長獻上我誠摯的敬意。 

 

郭明政 

（立法院） 

 

「三輪車駛，就三輪車食；三輪車若無駛，就做乞食。」

親戚的輕視鄙夷，兒時玩伴的戲謔之詞，午夜夢迴，卻是三十

年前一個花蓮鄉下小孩心中永遠的痛。 

十八年前，這個花蓮鄉下來的小孩跌破眼鏡式的進入台灣

最高學府，開啟了神奇的法學領域學習之旅，四年的大學生活

從啟蒙到順利通過國家公務員高考，是無數在此最高學府中最

優秀的大師薰陶下的成果。 



十多年公務生涯的社會歷練，心是虛了，也惶恐了，在長

官及家人的支持下，因緣際會又重拾書本並重新踏入曾是如此

熟悉的校門，通過台大 EMPA 的入學考試，依過往的經驗相信這

樣的選擇是對的，也相信 EMPA 的師長，一定都是台灣這方面學

術領域最頂尖的大師級人物，為我們授業傳道解惑，最後將能

滿載而歸。 

 

金國誠 

（開平高中） 

 

就讀台大 EMPA 不但是您一生的榮耀，更可幫助我們與時俱

進審時度勢開拓視野涵養內在，有能力用更宏觀也更深入的境

界去看世界上所發生的大小事，對於工作效能更有收事半功倍

之能，每位教授學養之豐均為一代宗師，教學認真傾蘘以授，

上課如沐春風令人芧塞頓開，每每令人醍醐貫頂打破舊有思

維，就如同打通任督二脤脫胎換骨一般，您不能不來試試，否

則將會後悔一輩子。 

 

李書孝 

（環宇法律事務

所） 

 

醫療新知： 

您是否有下列症狀，如果有的話，可能是罹患「井蛙觀天」症

之徵兆，這是資訊時代所發現的癌症，嚴重者可能會使你變成

「會移動的活化石」。但及早發現、及早治療，絕對有痊癒之機

會，並使您重獲彩色人生，邁向高峰。 

（一） 自己覺得已經看不到自己的缺點或需要改善的地

方；、 

（二） 感覺近年來，除了平日工作忙碌外，沒什麼新鮮事；

（三） 沒什麼機會認識新的朋友，或老友間沒有什麼新話

題； 

（四） 對於新事務表面上不屑一顧，但內心極度排斥及恐

懼。 

介紹您一處專門治療此種病症的地方—國立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政府與公共事務組。 

這裡大師無數，教學熱誠大過您的體力，教課內容超過您的預

期，療程二年，無建保，須自費，成效良好，無庸保證。 

但在治療期間有嚴重之下列副作用，患者要盡力克制； 

（一） 您會理直氣壯的與主管爭論違憲問題，把主管嚇的

呆若木雞的坐在辦公室內，不知如何處理。 

（二） 您會在妻子（或先生）看電視，大談「宇宙論」、「因

果論」、「混沌理論」…，令她（他）馬上關電視，

自動去做家事，少和您聊天。 

（三） 您會不斷的教訓您的子女不知掌握讀書方法，逼他

們一見到您出現就四處逃竄。 

（四） 在朋友聚餐時，您會忍不住的大談國際及兩岸關係



趨勢，使他們猛問問題而忘記去付帳。 

貼心叮嚀：要遵守神醫指示，不可缺席，定期繳報告。祝 早日

康復 

 

林岩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台大 EMPA碩士專班是針對社會菁英量身訂製的專業訓練課

程，有幸進入世界一流的學府進修，絕對是您生涯規劃不可缺

少的部分，讓您脫胎換骨成為社會傑出的菁英。 

 

黃英貴 

（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 

 

沒當學生已經很久，爲了怕自己與社會脫節，選擇了台大

政治學研究所在職專班，幸獲入門，開始了在職學生學習之旅。

第一次上課的迎新，老師希望我們能入寶山不要空手而回，要

準備好未來 10 年的核心能力，台大有信心絕對做得到，能更新

現有觀念，在工作上看事情上能更宏觀、視野更廣。雖然我們

都是在職的學生，平常公私忙碌，但是老師並沒有因為這樣而

減少對我們的授課水平，上課一個多月，收獲甚豐，台大 EMBA

絕對是最佳的選擇。 

 

王復興 

（國防部海軍司

令部） 

 

從沒想會進台大讀書，而且是這麼憧憬的系所，這裡的老

師都是菩薩，諄諄教誨；同學都是共修、精誠團結合作。 

讀書、學習、研討、研究，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與其當很高的

官、賺很多的錢，不如獲得無限的知識！ 

雖然有壓力，但我們很快樂！希望您也一起來。 

 

雷耀龍 

（行政院客家委

員會） 

 

大丈夫當如是也 
 

熙來攘往的台北市在徐州路上止步，幽靜深邃的徐州路在

台大社科院裡沉思…… 

這一帶街廓沒有太多的車流與人潮，新舊交錯的建築物高

低相接，在濃蔭蔽天的路樹掩映下，斑駁著歲月的刻痕，也鎖

住了漫逸在空氣中的人文。 

徐州路上的台大社會科學院是一個以人的尺度來建構的學

術殿堂，在這兒，人是一切的標準，因此空間的大小全以人們

最悠閒的步伐來度量，而建築的量體也以人們最素樸的歷史感

來保固。此間一向不崇尚哥德式的高偉，也不追求巴洛克般的

雄華，更不爭逐現代主義派的多功能大樓，百年來只獨鍾那股

對文藝復興時代的精神回歸。用心諦聽，小小院區裡的一池春



水、三兩紅樓、五六拱廊、十百椰林等等建築語彙，全都在傳

達著人文與理性的主題，似亦暗合著人生追求不惑的探索。 

人之一生自而立以迄不惑，性靈上的滋補似乎隨著年歲的增長

而日漸枯竭，難復年少時蓬勃的生機與好奇的生趣了。自就讀

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的碩士在職專班後，每週六我必來此上課，

感覺就像是重新驚豔了一場場的奇遇，為自己繁瑣平淡的生活

畫上了許多饒富意趣的問號與驚歎號。 

在這所名校中的名系裡，名師如雲，名人備出，正所謂談

笑有鴻儒，往來無白丁。有幸親炙明師的教誨，每每帶給我的

不僅僅是一連串的問號——為什麼老師所闡述的學理與我習以

為常的認知間存在著諸多的差異？尤有進者，更為我貧乏的智

識帶來連連驚歎——老師條理清晰的思辨常使我由衷發出醍醐

灌頂般的讚歎！而師長誨人不倦的熱誠與平易近人的態度，散

發出十足的學者風範，凡此都令人感佩於心。 

台大政研所的碩士在職專班就是以這樣高標準的師資陣容及一

貫嚴謹的學術規格，循序漸進地為學生們闢掘出廣深的研究內

涵。幾年下來，吸引了各界菁英競投門下，培育英才無數。 

人生幾何，有此機遇，可以進名校、拜明師，從而開眼界、廣

交游、增學識、長智慧、得學位。有為者，豈只亦若是；大丈

夫，更當如是也。 

 

陳銘國 

（台北市北投區

公所） 

 

當榜單出來的時候,如願的考上了台大政治研究所,令我雀

躍萬分,但對我這個沒有上過正規大學的人來說,卻是另一種挑

戰的開始,每逢週六懷著興奮又期待的心情去上課,聆聽台大教

授明師講課,確實是一大享受與自我成長,每堂課怕漏失了教授

的金玉良言及相當有深度的論述分析,都不敢打瞌睡.班上的同

學來自各種不同領域的職場機關,各有見解,透過熱烈的討論增

廣了我的視野,更提升了我的知識深度,在工作上無形中增加了

一股助力. 

 

許盟顯 

（監察院） 

 

淬鍊與成長 

從基層到中央機關的公務人員生涯，工作領域由「執行單

位」轉變為「政策規劃」層面，再成為「協助監察委員行使調

查權」之角色，深深體會到專業知識，與時俱進之重要；同時

為適應「終身學習」生活，激起投入 EMPA 行列的意志與動能。

美好的人生，需要經過一番美好的戰鬥與淬鍊，有幸進入

臺大政治系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就讀，不但是一種榮

耀，也是一種福份，更是一種成長。雖然每週上課的匆忙、緊

張與勞神，但每位老師傳授給我們的，正式注入生命當中的活

水與甘泉，收穫能不滿筐？ 



在充滿變數新世紀的年代裡，無一事不可能，亦無一事可倖得，

唯有掌握時機，把握當下，迎向前去，才是最佳選擇。 
 

陳真慧 

（台北市政府衛

生局） 

 

離開校園數十載，再重回母校不同學院就讀，其思緒係複

雜的；回想當初報考 EMPA 班時，家人直以為我何時對政治有興

趣，並告誡我千萬不要踏入政治之途，以免陷入萬劫不復之境；

當時的我僅能以苦笑回應。雖然開學後每週揹著重重的書包，

拖著蹣跚的步履，於夜幕低垂之際回家，但心中卻是激盪迴漩

的；現在的我卻能充滿信心地說：「如欲給自己重拾書本之樂

趣、沐浴於大師級風範的教學學海中、藉以重塑自身思考價值

體系的機會；心動不如馬上行動，即至 EMPA 班就讀是您最好的

選擇。 
 

周春盛 

（監察院） 

     

懷抱著"世事洞明皆學問，人情練達即文章"的學習目標，

十分忐忑不安地再度踏入校園；各種渾沌不明的世事亂象與疑

惑，課堂上，大師級的老師們，只消輕鬆詼諧地就一語道破，

讓大家了然於胸。所以，如果你想要尋求豁然開朗的不凡經驗，

來這裡就對了！ 

 

李文英 

（台北市議會） 

 

台大政研所在職專班老師們都非常  

賣力教學  

而且按部就班 循序漸進的指導  

讓我們得到很紮實的學問  

同時提昇問政的視野  

對於政治工作者而言  

應是最佳選擇! 

 

陳霞素 

（臺灣高等法院

檢察署） 

 

台大 EMPA 擁有國內最優秀的師資與研究資源。來到這裡，

不但能悠遊於博大精深的學術領域，一窺研究方法的途徑，更

能提昇性靈修養與哲學省思的能力。學海無涯，高明的老師方

能造就卓越的人才，想讓自己卓越，請到台大EMPA就讀準沒錯！

 

葛惠敏 

（國防部國防大

學） 

 

再次唸碩士學歷，在別人眼中多此一舉， 

但我自己最清楚，我的基礎，是不夠紮實的， 

所以，我選擇了台大，我知道我所不足的，這裡找得到！ 



上課前的期待； 

上課中的充實； 

上課後的滿足； 

預習、複習中的知不足； 

充滿吸引力及挑戰的學習循環， 

打破僵化的思維，互動討論式的教學， 

台大 EMPA 有， 

我喜歡，相信您也會喜歡！ 

 

林明勳 

（國防部） 

 

各位未來的學弟妹： 

事業有成的你(妳)及一事無成的你(妳)，覺得人生乏味，生活

目標不明嗎？你覺得學富五車、才高八斗的淵博學識，在插科

打渾的環境中已不能滿足你思想上的空虛了嗎？你覺得自己游

刃有餘的工作職能，已不能滿足支撐你向上位爬升的需求了

嗎？ 

如果你已是職界同儕間的菁英模範，那你一定要學些新典範，

這裡的政府與企業專題一定能顛覆你的思想。 

如果你覺得 2人世界單調乏味，那你一定要學學兩岸關係，一

定會讓你覺得樂趣無窮。 

如果你喜歡多角戀情的刺激，那你一定要學學國際政治，一定

會讓你樂在其中。 

如果你認為司法不能獨立、公理不得伸張，公法專題一定會讓

你了解亂源之所在，妖孽如何來。 

如果你不知如何在公款法用規定中，幫國務機要費及特別費解

套，財政管理一定會讓你找到巧門。 

如果…… 

如果…… 

如果曾經年少輕狂、放蕩不羈的你，來不及加入全國最高學府

享受學術自由的氣息，倘佯在思想的無限解放中，那你一定要

掌握這次機會， 

加入我們吧，親愛的朋友，因為缺了你(妳)，一切就不圓滿，

沒有你(妳)，一切也不美好。 

 

這裡一定會解構你的思維，而且一定能重構你的思想，只要你

願意，這裡一定會讓你信心滿滿，驕傲的走出校門，大聲的向

人說出---我是台大人，我是台大政治學系 EMPA。 

 

親愛的朋友：如果你還在台大校門前徘徊，躊躇不安，舉棋不

定，歡迎你進來走走、坐坐，感受一下校園的安詳，看看百年

古蹟的美，聽聽學子開懷的笑，聞聞學術的氣息，體會校園內

隨處不經意便輕輕的、靜靜的輕拂過你身旁的學風，這裡的助

教們都很熱心，這裡的學長姐們都很親切，這裡滿腹經綸的老



師們，都猶如父兄慈母般呵護著你、教導著你，朋友們，別再

猶豫，舉步向前，歡迎你加入台大政治學系的大家庭。 

 

PS1：如果你問我，像我這種貨色怎能考的進來？ 

     --- ㄚ得算哇好運嗯，ㄚ無哩係麥安怎。 

PS2：你想結婚嗎？你想拍照嗎？這裡除了有許多老男熟女，還

有一些些曠男怨女，歡迎你(妳)來博感情，手攜手，心連心，

一起在百年古蹟中留下你我的歷史軌跡。 

 

鄭瑞成 

（台北市政府主

計處） 

 

「立法機關或民意代表可否調閱行政機關之會計憑證？」

這個問題對於之前未進入台大 EMPA 的我來說，頂多引用審計

法、行政程序法等未盡明確的法律條文，協助長官撰擬一份較

具主觀意識的模擬答覆稿。但自從進入台大 EMPA 之後，首揭問

題已可引經據典，並包括以往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之相關解釋

等，彙整成一份頗具客觀及說服力的說帖；而這個改變卻是因

進入台大 EMPA 之後才有的。朋友們！你有我之前類似的問題

嗎？請來台大 EMPA，你一定可以迎刃而解的！ 

 

王瑞鈐 

（財政部台北關

稅局） 

 

生也有涯，知也無涯！ 

 

處於資訊爆炸年代，面對多元社會各種光怪陸離現象，加上自

己工作經驗都在相同領域打轉，於是心中累積了許多疑惑苦思

不得解，進入台大 EMPA 就讀，總算為我這困境找到了出口。 

 

教授們學有專精是必然，但最可貴的是都能精確掌握時代脈

動，將理論與實存狀態作清晰有條理的連結，幫助學生以嶄新、

宏觀的角度來理解當前各種現象。每上過一堂課都覺得思緒更

清朗，實在太精采了！我想所謂「如沐春風」，應該就是這種感

覺。 

 

人到中年，還有機會在大師們引領下擴展知識領域，真是太幸

福了！ 

 

陳育偉 

（行政院） 

 

在忙與盲的工作泥沼中，生活常不自覺的陷入迷思。就在

一偶然的機會，被 EMPA 豐富多元的課程內容所吸引；進專班後，

每回在聽完專業又敬業的頂尖師資精闢講解後，對照目前社會

上紛紛擾擾的議題，與整個政經脈絡的演繹變化，更能清楚的

瞭然於心，生活的寬度與深度也就隨之無限延伸。 



曹凱玲 

（台北縣政府新

聞處） 

 

台大，給人神氣的感覺，只不過你沒走進來就沒法懂。 

重回校園就像是一種神奇魔法，把人從這個世界帶到另一個世

界，將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同學們都放在同一班，跟著老師利

用周末一起讀書，一起討論，一起增廣見聞，看看工作與生活

之外的世界有啥不同，聽聽老師及學長姐的生活經驗，如果想

要有些正向改變，在Ｍ型社會力爭上游，台大 EMPA 是最佳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