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經濟系學生赴加州大學柏克萊經濟系訪問學生辦法 

 

BESAP計畫全名為 Berkeley Economics Semester‐Abroad Program，係由臺大等全球

各地經濟系選派主修經濟系的學生，於大三、大四的上學期至 UC Berkeley 經濟

系訪問並修課一學期，並接受 Berkeley 年輕教授個別指導。該計畫一學期 12學

分的學雜費需自費 US$7,500（約 25萬元），加上機票（5萬元）與生活費（15‐25

萬元），共約新台幣 45‐55萬元。 

 

基本條件： 

A. 英文能力：Berkeley 要求 TOEFL至少需達（舊制）570 分（換算為新制  iB 90，

cBT 230），此為最低標準。 

B. 系推薦標準：本校大三以上主修經濟系的學生（含雙主修）與碩士生。 

1. 經濟學：修畢經濟系大二必修（個經、總經、統計），總平均 80 分以上。 

2. 英文：至少修習一門以上英語授課之經濟系必修課程（含研究所必修）。 

3. 數學：至少修習一門以上計量經濟相關課程，除經濟系必修之微積分乙與

統計學外，至少修習一門以上數學課程。 

 

以上 1‐3項資格於出發時必須全部符合方可成行。臺大經濟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亦

可比照大學部學生提出申請（因 Berkeley無碩士班），但以大學時非主修經濟系、

未修習本系大三、大四選修課程者優先。 

 

申請時請檢附英文的 Statement of Purpose，履歷，成績單（另附上已修習之上述

課程清單，並註明每門課程相關資訊，例如課程大綱網址等），TOEFL成績單（可

附 GRE 但非必備）。必要時得進行筆試或口試。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Berkeley 經濟系經濟系經濟系經濟系的必修課表與的必修課表與的必修課表與的必修課表與深造建議深造建議深造建議深造建議 
 
 
一、Berkeley 經濟學主修的必經濟學主修的必經濟學主修的必經濟學主修的必修課表修課表修課表修課表2 
 
  經濟系主修必修微積分(全年兩學期)、統計學(一學期)、經濟學原理(一學期)、
個體經濟學、總體經濟學(各一學期)、計量經濟學(一學期)，以及五門大三以上選

修課程。學士論文可兼充作一門選修。 
 
原文如下： 
To graduate in economics, all students must complete the following courses: 
    * Math 1A-1B or 16A-B (or equivalent) (微積分) 
    * Stat 20, 21, 25 or any upper division Stat course (統計學) 
    * Econ 1 or 2 (or equivalent) (經濟學原理) 
    * Econ 100A and 100B or Econ 101A and 101B (or equivalents) (個體、總體經濟學) 
    * Econ 140 or 141 (計量經濟學) 
    * Five upper division electives courses taken within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at UC 
Berkeley or coursework from other sources approved by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preferably in advance.  
 
The honors thesis course, H195B, if taken for three units and a letter grade, may be 
counted as one of the major electives. All major courses must be taken for a letter grade.  
 
 
二、對於有志修讀經濟學博士的學生對於有志修讀經濟學博士的學生對於有志修讀經濟學博士的學生對於有志修讀經濟學博士的學生，，，，Berkeley 經濟系的建議是經濟系的建議是經濟系的建議是經濟系的建議是：3 
 
  經濟系大學部主修的最低畢業要求並非為了經濟學博士班訓練而設計。有志於

此的學生應該修讀比上述要求更多的數理課程(數學與統計學)。建議課程至少包括

「多變量微積分」、「線性代數與微分方程」、「較深入的個經總經計量」，以及

數學系(和統計系)其他的本系必修及大三以上選修課程。相關準備應該儘早開始，

甚至嘗試在大學時代就開始參與研究，在大四時撰寫學士論文。 
 
原文如下： 
Economics PhD Program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the Economics undergraduate 
major are not designed to be training for doctoral economics programs. Students who 
plan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should take more quantitative (math and stats) courses 
than the minimum required for the major.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include Math 53 & 
54; Econ 101A, 101B, 141, 103, 104, and 142; and additional upper division math and 
statistics courses. Preparation should start early in you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tudents who plan on going on to doctoral programs should participate in research as an 
undergraduate, and plan on writing an honors thesis during their senior year. 

                                                 
2 http://www.econ.berkeley.edu/econ/ugrad/current_requirements.shtml  
3 http://www.econ.berkeley.edu/econ/ugrad/current_gradschool.shtml  



柏克萊交換學生至今近三個月的心得 

 

 

我能順利到 UC Berkeley交換， 

很感謝經濟系提供的資源和老師的幫忙! 

 

除了原計畫規定的必修課程外， 

我另外選修了計量經濟和產業組織兩門課。 

 

我出發時帶了成績單到 Berkeley， 

在新生訓練上交給大學部的導師， 

很順利地 Econ 240B博一計量的授課老師允許我修課。 

 

當時我決定選修另一門大學部的產業組織。 

但如果再選一次，我不會再選這門課: 

從學習與研究的角度評論，此門課學到的東西有限， 

而且老師對教學內容規畫似乎不足。 

儘管如此，偶爾作業中指定閱讀的文章， 

仍然有助於提升我在經濟政策分析的視野。 

 

事後來看，我認為選修研究所的課並不會受到阻撓， 

但 Berkeley經濟系會希望修課學生具有足夠的基礎知識。 

(主要透過導師和授課老師的判斷。) 

我自己在學習時，也深刻體認教學速度之快， 

修課學生確實需要一定的能力才足以吸收。 

以博一計量課程為例: 

Berkeley一個學期就可以上完 

Ruud(2000)計量課本除了 OLS以外的整本教材。 

想像這裡正常的博士班學生，還必須同時學習個經總經和經濟史， 

緊湊的學習步調，是我在台大時難以感受的； 

雖然忙碌但卻十分充實，學習氛圍和環境很令人嚮往。 

 

我相信對台大經濟所過來交換的學生而言， 

在此修研究所的課是必要的， 

和優秀的國際學生競爭，此行會更值得。 

 

這裡的博班課程速度之快，學生吸收之快， 

對比之下，台大學生仍具有相當大進步的空間。 



上課常有人提問，儘管不見得每個都是好問題， 

但這種不怕犯錯與訕笑的態度，值得我們學習。 

激烈的良性同儕競爭亦有助於形成學生勤勉向學的態度， 

平時努力不足，甚至期中考的微小疏忽可能就拿不到 A。 

 

一開始博一計量課上我偶爾會提問。 

第一次 office hour時，老師誤以為我是這裡的學生， 

還告訴我要做計量研究得先通過博二的計量考試。 

(現在我確定他知道我是台灣來的交換學生。) 

因為在台大經濟所計量課上老師們的傾囊相授， 

讓我打下足夠的基礎，我在這裡的計量期中考，表現還算不錯。 

 

這計畫會遇到來自中國和韓國的學生。 

我和他們接觸地少，但卻可以清楚感受到， 

來自中國清華的交換學生，比台灣學生更加積極。 

台大學生勢必得面對來自各國優秀學生的競爭， 

當目睹對方的勤勉時，就不難感受逆水行舟的道理。 

 

此外，這裡的 seminar很頻繁，學生也可以自由參加。 

我雖然沒有每週都參加，但遇到有興趣的主題會過去聽， 

吸收新知，感受新的研究方向。 

 

至今近三個月的學習和生活，我會推薦學弟妹參加此計畫: 

到 UC Berkeley體驗學習環境，接受各種挑戰，進而提升個人視野。 

 

 

蘇俊華 



BESAP選課相關的經驗 

 

 

我參加 BESAP一學期過後， 

得到些許選課的經驗，在此和學弟妹分享。 

 

UC Berkeley的選課方式，就像是台大一樣， 

學生在開學前幾週都可以自由退選。 

因此，熱門課程剛開學很容易額滿， 

但是過一段時間後，可能就會有空缺。 

我原先考慮選修的行為財務就是這情形， 

一直到學期末我才知道，後來此課仍有空缺。 

 

另一方面，BESAP的學生似乎也可以多修課， 

並不侷限在兩門選修課。 

學生可以再多選課，可能需要多付學分費。 

這是我從中國清華學生那裡聽到的消息， 

但我沒有再向 Berkeley經濟系詢問。 

有此考量的學弟妹，屆時需要進一步確認。 

 

不久前我得知，往後上下學期都會舉辦 BESAP。 

由於上下學期開設的課程會有不同， 

且學弟妹或許對於想學習的內容有特別需求， 

我將自己知道的幾門研究所課程內容列出， 

提供給學弟妹參考。 

 

Fall 2009 

Econ 240A Econometrics 

前半學期相當於台大的高等統計推論 

後半學期則是 OLS(包含估計和檢定) 

 

Econ 201A Economic Theory 

偏好、效用、消費者理論、廠商理論、不確定性、社會選擇、賽局理論 

(至少教到 Signaling Game和 Bargaining Game) 

 

Econ 241B Econometrics 

時間序列 

 



Spring 2010 

Econ 240B Econometrics 

Asymptotic Theory、Time Series、GLS、SUR、Hetroskedasticity、Serial Correlation、

Panel Data、IV、GMM、MLE、LDV Models 

 

Econ 201B Economic Theory 

前半學期包括 Adverse Selection、Cheap Talk、Nonlinear Pricing、Moral Hazard、

Mechanism Design 

後半學期討論一般均衡 

 

Econ 241A Econometrics 

前半學期探討大樣本理論 (Handbook of Econometrics Chapter 36) 

後半學期聚焦在非參和半參估計方法 

 

總體我不清楚，下學期剛開學時在學校的書店看到， 

Recursive Methods in Economic Dynamics是某門課的教科書， 

但我不確定是否為博一課程使用。 

我認識的一個法國同學說他們有用這本書 

Monetary Policy, Infl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Keynesian Framework 

所以博一總體理論應該有教新凱因斯學派， 

這些大致上是我知道的情況。 

 

希望此資訊對學弟妹有幫助，進而表現得更好! 

 

 

蘇俊華 



很高興能夠與各位學弟妹分享這將近五個月的學習心得！回想自己在參與

本計畫之前，曾經參考、徵詢許多學長的心得或意見；如今本計畫已告完成，自

己也希望學弟妹得以從心得中獲得實質的幫助。為了達成前述的目的，定軒將先

詳述自己為本計畫訂定的學習目標，再就執行成效逐一作檢討。希望這樣的行文

模式，能有助於學弟妹思索與本計畫有關的問題，並解答可能存在的疑惑。 

 

學習目標 

定軒為本計畫訂定的學習目標有四項： 

 

目標一：與 Berkeley 的教授有更多的接觸 

目標二：學期成績 straight A 

目標三：必修「經濟專題」(Special Topics in Economics) A 等 

目標四：其他的可能 

 

目標一：與 Berkeley 的教授有更多的接觸 

王道一教授在某一場合介紹本計畫時，曾提及與名校教授接觸的重要性。  

教授說現今雖有許多畢業學長姊申請到美國的研究所，卻往往申請不到經濟領域

中美國前十名的研究所；對此教授認為：這是因為臺灣學生極少有機會能接觸到

美國名校教授所致。若是臺灣學生能夠與名校教授接觸，名校教授就能對我們有

更多的認識，甚至賞識我們，願意錄取我們或推薦我們給其他的名校。教授還以

中國學生為例，說明中國的大學極力爭取中國學生與名校教授接觸，這與當今中

國學生大舉進入美國名校或者有某種程度上的關聯。 

對定軒而言，定軒一直希望有機會能到海外進修，作進一步的學習，因此

有意參加本計畫，並將「與 Berkeley 的教授有更多的接觸」列為學習目標之一。 

*** 

事後檢視此一目標時，定軒認為自己與教授的接觸沒有很多，但是與課堂

助教們倒是有相當多的互動，分段詳述如下。 

 

office hour 是與教授接觸的時機 

在 Berkeley，大學部仍是以大班授課居多。雖然課堂上正如許多學弟妹所

耳聞的，非常強調師生之間的互動，張翼帆學長(以下簡稱張學長)：「這裡的老

師們也相當注重與學生的討論，對於學生所問的每一個問題都認真的回應」，蘇

俊華學長(以下簡稱蘇學長)也表示：「上課常有人提問」；但是在一班將近一百多

人的課堂上，還是很難跟教授有多少接觸。下課時間是可以找教授討論或是提

問，不過 Berkeley 也沒有制式的下課時間；何時休息、休息多久，完全由授課

教授決定，時間不是很充裕。寄 email 請教教授也是一種方式，但有時教授的尺



度相當嚴格，有的甚至在開學第一堂課就表明：不會回覆任何 email，有問題請

在 office hour 時再提出。 

如此觀之，office hour 顯然相當重要。在 office hour，教授有相當完整的時

間解答學生的疑問或與學生討論相關的議題。若是學弟妹時常在 office hour 時到

教授的研究室請教問題，必然能像蘇學長一樣，讓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

是，由於性格使然，定軒並不是很習慣在 office hour 向教授請益；相反的，定軒

習慣與助教或是同學討論，因此不能與教授多有接觸。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與助教互動 

張學長曾提到說有的課程助教程度不高。這樣的說法是有幾分真實，因為

Berkeley 經濟系並沒有碩士班；若是剛好由博一生擔任助教，程度不足也在預期

之中。但是，就著定軒的經歷，定軒認為 Berkeley 的助教多半是認真負責，甚

至是相當熱心的。以下是一個例子。 

這學期定軒選修「全球貧窮問題評估」(Global Poverty Problem Evaluation)，

認識一位課程助教 Willa Friedman (以下簡稱 Friedman)。在寫作「經濟專題」期

末報告時，由於某一關鍵研究數據不易取得，研究一度陷入瓶頸。為求盡快取得

數據資料，定軒曾設法與「經濟專題」助教 Shari Eli(以下簡稱 Eli)取得聯繫；無

奈是時 Eli 正好有些既定的學術行程，不及回應定軒的問題。此時定軒心生一計：

何妨請教 Friedman 呢？雖然 Friedman 是博一生、不是「經濟專題」的助教、研

究領域與這份報告也沒有太大的關聯；不過，要是她認識一些從事相關研究的研

究生或教授，或者也幫得上忙。於是便請教 Friedman。正如定軒所料，Friedman

是不知道哪裡可以取得這份資料，但是她認為 Berkeley 圖書館某位姓 Church 的

圖書館員(以下簡稱 Church)可能知道。抱著嘗試的心態，定軒寄了一封 email 給

Church。令人意外的是，Church 不但找到了這份資料，甚至因為資料庫不公開

的緣故而僅擷取定軒所需要的部分，將資料整理成 Excel 檔寄給定軒。因為這份

整理好的資料，之後不但研究進行得相當順利，報告也獲得不錯的評價。總之，

若不是 Friedman 的熱心協助，恐怕也不能有這麼完滿的結局。 

談到這些助教，定軒就不禁想到一個特別的經歷。期末考結束後定軒受邀

參加經濟系的畢業典禮。授予博士學位時，除了由指導教授頒發畢業證書外，同

時系主任也會宣布畢業生的博士論文名稱及未來職涯規畫；在二十七位博士班畢

業生中，約有四位將至世界銀行任職，其他則幾乎都是到大學任教(順道一提，

Eli 也是今年畢業，未來將從事教職)。換個角度思考，這些助教今日看來或許程

度平平，他們畢業以後卻會進入各大學，成為未來的教授；若是能與助教多有接

觸，對於未來的求學或是謀職或者也有正面的影響。 

在 Berkeley 的這段期間，由於定軒投注相當多的心力在「經濟專題」報告

的撰寫上，與「經濟專題」的兩位助教─吳勒民(以下簡稱吳)與 Eli─有一定程度

的接觸。為了給兩位助教留下好印象，定軒在報告繳交日前兩個星期就完成迴歸

結果的整理，準備趕在最後一次 office hour 時與助教討論(有關報告撰寫的技巧，

請見目標三)。討論當日最好將模型設計與迴歸結果列印出來帶到研究室，方便



討論。在此提醒各位學弟妹：不要將部分完成的報告 email 給助教請他們提建議，

因為助教都很忙，他們不會有時間細看；相反的，要熟悉模型設計與迴歸結果，

並練習向別人介紹你/妳的研究。在與助教討論時，助教會問很多問題，一方面

了解這份報告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了解報告的理論邏輯是否正確、迴歸估計是

否有偏誤等等；因此在討論之前，若是能對自己的研究結果有充分的理解，不但

能夠幫助助教提出合適的建議，更能加深助教的印象，讓助教願意更多認識你/

妳。在交出期中報告後，定軒收到一封來自吳的 email──那是一封 LinkedIn 的

邀請函。這確實是個非常特別的經驗。 

 

目標二：學期成績 straight A 

Berkeley 的成績計算採等第制或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在選課時，學生

可選擇採認一方式計算一科的成績。UC Berkeley Extension：「大學的成績等級

是：A=4、B=3、C=2、D=1、F=0。成績帶有加號(如 B+)每學分增加 0.3 分；減

號(如 A-)減少 0.3 分。(A+算作 4.0。)」；「P─通過(相當於 C-或更高)；NP─不通

過(低於 C-)」。事實上，對於拿 straight A，定軒實在沒什麼把握，但是想到張學

長的話：「如果是抱著來玩的心情，就學不到任何東西，等於白花了這筆錢。」

訂下這個目標，主要還是為了敦促自己。 

*** 

學期成績：大體上還好，不過不是 straight A。雖然目標沒有達成，這學期

十二學分的課程仍舊相當忙碌且充實，詳述如下。 

 

本計畫對修課有若干限制：學生必修「經濟專題」(四學分)與「經濟學團體

討論」(Group Study in Economics)，並選修兩門經濟系課程；除此之外學生可自

由選修任何學院開設的課程，不過必須支付額外的費用。定軒的兩門經濟系選

修：「中國經濟」(Chinese Economy，三學分)及「全球貧窮問題評估」(四學分)。 

「中國經濟」由 David Roland-Holst 教授授課。Roland-Holst 教授有個很特

殊的背景：他的童年是在臺灣度過的；由這樣的美國人介紹中國經濟，似乎更能

理解中國的不同與獨特。當初之所以會選修這門課主要是希望從不一樣的角度看

中國；若是從這個出發點著眼，這門課大致符合期待。 

「全球貧窮問題評估」則是由 Frederico Finan 教授授課。由於這是一門大

學生與研究生合班上課的課程(就像系上的 U 字頭選修課程那樣)，Finan 教授沒

有指定教科書卻有指定期刊論文數篇要學生預習，並於課堂上討論。同時這門課

也相當強調計量方法的運用：課堂討論時，Finan 教授會順道介紹著者使用的計

量方法。這學期學生有四次電腦作業；這些作業，主要是幫助學生練習如何使用

統計軟體 Stata 實際應用課堂上學到的計量方法。這學期 Finan 教授介紹了

randomized trial、difference-in-difference、instrumental variable、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robit、logit、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等。事實上，這些計量方法，系



上劉錦添教授在一年兩學期的計量經濟學中幾乎都有提到；對於修完一年計量的

學弟妹，這門課實在是複習與應用所學的絕佳機會。 

除了教授授課外，這門課還有其他的課程設計。首先，Finan 教授邀請專家

前來演講。這學期 Finan 教授邀請到前面提到的 Church 與經濟系的 Clair Brown

教授：Church 為我們說明在從事有關應用經濟學(Applied Economics)的分支──

發展經濟學(Development Economics)的研究時，Berkeley 圖書館中可供使用的電

子資源；Brown 教授則與我們分享協助非營利組織進行自我評鑑的經驗。其次，

Finan 教授還鼓勵學生參加一場與發展經濟學有關，簡稱 CEGA Day 的 seminar。

之前張學長曾提到他「修過一門叫做『非洲經濟發展』的課程」，並表示「這是

一般學校經濟相關領域較少關心的主題」，定軒對此持不同看法。就定軒所知，

單就美國而言，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重點，主要還是在非洲。而且，根據 Friedman

的說法，CEGA(Center of Evaluation of Global Action)是由西岸多所大學仿照東岸

某發展經濟學研究組織成立的；這一類的研究組織，每年都會選送大批大學生或

大學畢業生至非營利組織位於非洲的據點從事資料收集與整理等工作。由此觀

之，在美國，大部分學校對於發展經濟學，尤其是與非洲相關的議題，仍舊有一

定程度的關注；Berkeley 的不同，主要在於發展經濟學已從應用經濟學中分出成

為獨立的學門，獲經濟系支持得以籌設研究中心、舉辦 seminar 等等。若是學弟

妹有心從事與發展經濟學相關的研究，Berkeley 絕對是你/妳的不二選擇。 

回顧這五個月的學習，定軒認為對考試形態的不熟悉是學習上的挑戰之

一。以這兩門課為例，出題形式皆為申論題；但是一份考卷大概有十題申論題，

作答時間卻只有九十分鐘。如何在短時間內以自己不熟悉的文字寫出令教授滿意

的答案，確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過話說回來，蘇學長曾說：「平時努力不足，

甚至期中考的微小疏忽可能就拿不到 A。」若是平時肯努力投入，相信即使是這

樣的挑戰，也不是不能克服的。 

 

目標三：必修「經濟專題」A 等 

事實上，本計畫中必修「經濟專題」的課程設計是定軒參加本計畫的重要

因素之一。「經濟專題」由多位教授授課，而且這些教授各自從事不同領域的經

濟學研究；能在一門課中接觸到如此多元的研究面向，確實是個很難得的經驗。

除此之外，學生還能接受 Berkeley 高年級博士生的指導，在一學期之內完成兩

份十二至十五頁的報告。在完成報告的過程中，不但可以練習以英文寫作專題論

文，更能與 Berkeley 博士生就論文寫作進行充分的討論。訂定這個目標，主要

是希望藉由對報告的用心投入，獲得有關論文寫作方面更深入的指導。 

*** 

目標三應該是唯一「如預期般」達成的學習目標；而且在盡力達成目標的

過程中，定軒也得到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如目標一所描述的)。以下分段詳述個

人的觀察與經驗。 



有關「經濟專題」 

Berkeley 在介紹本計畫的說帖上，曾提到本計畫「提供獨特的機會，看見

因塑造並影響國際事件與政策而享譽國際的教授，並與之互動(包含諾貝爾經濟

學獎與克拉克獎章得主)」，指的應該就是「經濟專題」。「經濟專題」的授課教授

確實不乏此類人物，如這學期為我們講授勞動經濟學(Labor Economics)的分支─

─遷徙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Immigration)的 David Card 教授是克拉克獎章得

主；而試圖以經濟學的角度重述經濟大恐慌的 Christina Romer 教授，則是前美

國經濟顧問委員會(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 

不過這「看見並與之互動」的機會，僅限於課堂；課後想要與他們互動，

可就沒那麼容易了。曾經有一個本計畫的學生，在聽過 Card 教授的一堂課之後，

考慮寫作與此議題相關的報告；為此，她打電話到教授的研究室，希望能與 Card

教授相約面談。但話筒那一端，Card 教授的秘書表示：Card 教授很忙；若要面

談，恐怕要兩、三個星期後才能安排。面談的事，只好作罷。當然，這些大師級

的教授還是很樂意與學生互動。不過，正如目標一所描述的，「經濟專題」也是

大班授課的課程，想要與這些教授們有更多的接觸仍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另外，「經濟專題」配有兩位由高年級博士生擔任的助教：這學期是吳與

Eli。「經濟專題」助教的工作，除了在課堂上協助教授、點名、指導並共同批閱

學生的報告外，有時還要為我們授課。這一類的課程，主要是應教授要求，幫助

我們複習一些經濟學的觀念。 

「經濟專題」報告寫作經驗分享 

寫作「經濟專題」期中與期末報告大概是本計畫中最令學生頭痛的一件事

了：一份報告的長度要求為十二至十五頁，構思、蒐集資料到寫成報告的時間卻

只有一個半月；若是考慮期中考、春假等因素，實際可供寫作的時間恐怕只有一

個多月。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如何以不熟悉的文字，寫出受助教們青睞的報告，

定軒認為是需要一些技巧的。當然，這些經驗並不適用於每一個人，只是給各位

學弟妹作個參考。 

定軒的作法，簡而言之就是：舊作英譯，將以前寫的報告翻譯成英文。採

取這樣的作法有四個理由：一、如前所敘，十二至十五頁的報告，寫作時間卻只

有一個多月。回想以前在撰寫系上某一門課的報告時，雖然有一個學期(將近五

個月)的時間，結果尚且差強人意；要在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構思、蒐集資料並

寫成報告，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若是省下構思與蒐集資料的工夫，用有限的時間

翻譯舊作，則時間上相對充裕，不必倉促完成報告。二、助教們皆為高年級博士

生，程度與博一生助教不同；理論模型若是有邏輯矛盾或統計偏誤，助教們定規

不會容忍這一類的問題。若是採取舊作英譯的方式，由於舊作有系上教授批閱指

正，可確保報告中的理論模型不存在前述的問題。三、或者學弟妹會以為舊作英

譯就是將以前的報告逐字逐句翻譯成英文，其實不然。由於文字的特性，若是將

一篇文章由中文翻譯成英文，則篇幅會較長；因此，縱使是舊作英譯，仍須經過

一定程度的改寫。值得注意的是：若是舊作有引用英文文獻，也要取得之前引用



的文獻查閱原文。四、或許學弟妹會擔心舊作的主題太過在地化。事實上，助教

們相當歡迎與「外國」(這是就美國而言)有關的主題；若是以臺灣為主題，助教

們是絕對不會反對的。只不過在寫作時，要考慮到助教們的背景，對報告中提到

的制度、文化或歷史事件等作更詳細的說明與介紹。 

提筆至此，定軒想給學弟妹一句忠告：報告真的要好好寫。記得從前有位

教授，也是要學生寫報告；這位教授在批閱報告時是很認真，但給分也很甜。正

因如此，有些學生索性就敷衍了事，隨便找幾個變數，丟進 Stata 裡跑個迴歸就

完事了。當時定軒還很感嘆：早知這樣也能拿個八十幾分(相當於現在的 A-)，也

不必寫得這麼辛苦。如今看到自己的報告上頭寫著紅字 A，才了解先時的辛苦的

確沒有白費。總而言之，若是有機會參與本計畫，請別忘記將舊作帶在身上。 

 

目標四：其他的可能 

「其他的可能」泛指許多可供選擇的機會。有些是須要作出重大決定的，

比方說：要不要修研究所的課？要住在學校宿舍還是住在校外？不過，除了這

些，還是有許多的選擇是不須要幾經思量的，像是參加 seminar、與其他學生(本

計畫或當地的)交流等。簡單的五個字背後雖然有些掙扎，卻也讓人充滿期待。 

*** 

 

研究所課程 

本計畫說帖：「提供獨特的機會，修習研究所課程(前提是有適當的準備與授

課教授的許可)。」蘇學長：「我相信對台大經濟所過來交換的學生而言，在此修

研究所的課是必要的，和優秀的國際學生競爭，此行會更值得。」修習研究所課

程的好處，除了與 Berkeley 的博士生切磋學習、抵免未來碩士班或博士班的學

分，最好的莫過於博士班採取小班制教學，能與 Berkeley 的教授有更多的接觸。

但是，若是在不具備相當能力的情況下選修研究所課程，不但無法獲得前述的好

處，也不利於未來的學習。因此，雖然蘇學長認為是必要的(對經濟所的同學而

言)，定軒認為：對於此事，學弟妹可保持彈性，不必過度強求。 

seminar 

蘇學長：「這裡的 seminar 很頻繁，學生也可以自由參加。我雖然沒有每週

都參加，但遇到有興趣的主題會過去聽，吸收新知，感受新的研究方向。」從這

樣的描述中實在很難想像 Berkeley 經濟系的 seminar 有多頻繁──幾乎每週都有

將近十個不同主題的 seminar。seminar 大都辦在接近中午的時間，要參加是很

方便；但是多半不會提供餐點，最好自備午餐。這學期有提供午餐的 seminar 是：

PF Lunch Seminar、Development Lunch、Finance Lunch 及 Labor Lunch。 

這學期定軒幾乎每週都有參加 seminar，參加過的有：PF Lunch Seminar、

                                                 
 訂閱每週 seminar 資訊，請到

https://calmail.berkeley.edu/manage/list/listinfo/econseminars@lists.berkeley.edu。 



Development Lunch、Industrial Organization、Oliver E. Williamson Seminar o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以及 Labor Lunch。這裡的 seminar 皆是採取報告與問答交互

進行的方式：講者報告時，與會教授或學生可以隨時打斷並發問，對講者而言相

當具有挑戰性。講者大部分是 Berkeley 的博士生，不過有時也會邀請教授，甚

至來自其他學校的講者。在參加的過程中，雖然不能完全理解講者的講述，卻也

接觸到不少特別的研究議題，舉例：不同群體因素(如性別、社會地位)與盧安達

種族屠殺的關係、租屋市場的不景氣是否會減緩勞動市場的調整、自動通報與人

工通報系統對航班誤點狀況的影響等。 

住宿問題 

談到住宿，學弟妹第一個想到的應該是 International House (I-House)。事實

上在 Berkeley，校內所有的宿舍都開放讓任何學生登記；不過這些宿舍的登記時

間大部分都結束得很早，有意登記的學弟妹最好及早注意網頁上的資訊。至於

I-House，定軒也有登記，但是在排入候補名單之後就放棄了，改住在朋友家。

後來得知系上的另外兩個同學都住在 I-House，才發現要排入 I-House 並不是那

麼困難。提供三餐、就學方便及增加與其他國際學生互動的機會是 I-House 的幾

個重要的優點；但是，說實在的，I-House 的收費標準確實遠高於校外。這也難

怪在本計畫中的中國學生沒有一個住在 I-House，全部都在校外租屋。總之，住

在 I-House 是比較省事，校外租屋則比較省錢；如何選擇，端視學弟妹的需求。 

與其他學生交流 

在張學長與蘇學長的分享中，學長們都非常強調認真求學的必要性，定軒

對此同樣非常贊同；但是定軒認為：除了讀書求知，與其他學生的交流同等重要。

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學習的場域，並不僅限與教室與書本；體驗當地

的生活並與不同的文化接觸，也是一種學習管道。 

事實上，對於這一點，定軒認為本計畫作了非常好的安排。在本計畫中，

有一門必修課是「經濟學團體討論」(以下簡稱討論課)。記得在第一堂討論課時，

課程助教 Issi Romen 就告訴我們：這門課主要是為了幫助我們「走出 Berkeley」。

在這學期當中，我們從事了許許多多的活動：博士生學習經驗分享、在 Hearst Hall

聽音樂會、參觀 Oakland Museum、在 Memorial Glade 上野餐、到 AT&T Park 看

棒球比賽、參加經濟系的畢業典禮等等。這些活動所需的費用，幾乎都是由經濟

系統一支付的。在這些活動中，計畫中的學生有充分的時間互相交流：看見我們

臺灣的學生與韓國來的學生還蠻談得來的，還結識了好些以色列、德國、義大利

等國的學生；中國學生卻極少參與這些活動，就是出席也從不與其他國家的學生

互動。雖然正如張學長與蘇學長所言，中國學生的學習態度確實較臺灣學生來得

積極；但在臺灣學生的身上，定軒似乎看見了不同的可能。 

與計畫中的學生互動之餘，定軒還與當地的學生有某種程度的交流。由於

朋友家中幾乎都是 Berkeley 的學生，課餘的時間常會和他們一起參與社團活動、

出外郊遊等等。湊巧的是，定軒還透過他們接觸到當地的一個華人團體。這個華

人團體是由北美多所大學的教授、教職員工、訪問學者、研究生、大學生以及其



他熱心人士所組成的；其成立宗旨，主要是為在北美求學的華人學生，免費提供

接/送機、短期住宿、找宿舍、日常購物及協助辦理銀行開戶等服務。這個華人

團體設有一個網站，網址：http://www.xyabc.org/。網站雖然使用簡體字，但是定

軒曾與 Berkeley 的兩位負責人接觸過：兩位都來自臺灣，他們也非常樂意接待

來自臺灣的學生；使用簡體字，主要是因為經費有限，而且近年來中國學生較多。

目前定軒已接受兩位負責人的邀請擔任聯絡人；若是學弟妹有任何需要，也歡迎

各位與定軒聯繫。 

 

經過了這五個月，雖然不能達成所有既定的學習目標，卻也感到所得到的

遠超過所求所想。在此定軒還是要像張學長與蘇學長一樣，推薦各位學弟妹參與

本計畫：相信以各位的能力，你們一定能夠從本計畫中獲得更多。 

 

 

吳定軒 

連絡方式 

 EMAIL: sean940630@yahoo.com.tw 

 Skype: wu.tinghs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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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獎學金申請，請同學參考台灣大學國際事務處、

或社科院推廣海外教育獎學金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申請資格 

一般組，訪問學生計畫 

1. 本校大三/大四/大五/碩一/碩二/碩三學生。 

2. 大學部學生前學年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 

3. TOEFL iBT 90。 

4. 只限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限本校大三以上主修經濟系的學生（含雙主修）

與碩士生。)之學生申請。 
 

名額 

一學期 12 名。 

(限定交換第一學期人數 12 人) (需依本校訪問學生計畫辦法規定，繳交本校訪

問學生計畫費及對方學校訪問學生學費。) 

其他限制 

(訪問學生

計畫) 

欲申請訪問學生計畫者，修課記錄未達以下標準請勿選填。 

 

1. 經濟學：修畢經濟系大二必修（個經、總經、統計），總平均 80 分以上。

2. 英文：至少修習一門以上英語授課之經濟系必修課程（含研究所必修）。 

3. 數學：至少修習一門以上計量經濟相關課程，除經濟系必修之微積分乙與統

計學外，至少修習一門以上數學課程。 

交換期間 

交換學生計畫： 

一學期或一學年（限 8 月入學）  

 

訪問學生計畫： 

限交換一學期(8 月入學) 

 

學校年曆 
Fall Semester: August 16, 2012 - December 14, 2012 

Spring Semester: January 15, 2013 – May 17, 2013 

註冊繳費 

交換學生計畫： 

 須在本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若選修學分課程必須繳交該校學分

費。  



 生活費、交通費、住宿費及保險等須自行負擔。  

訪問學生計畫： 

1. 錄取一般組訪問學生計畫者，須自行負擔該校規定之訪問學生相關費用及住

宿費、生活費、保險費、往返機票費等。 

Tuition for one semester of 12 units, including related fees is 

approximately USD 7,500. This includes health   

coverage, tuition costs, campus fees, library and athletics facilities 

access but does not include living expenses  

(room, board and transportation). 

2.錄取一般組訪問學生計畫者，須在本校註冊並繳交本校訪問生計畫費 2,000

元，及部分或全額本校學雜費(詳見以下)： 

    1)未獲得本校補助者：繳交所屬學院學雜費全額 1/4  

    2)獲得本校補助，金額小於所屬學院全額學雜費者：繳交之學雜費同於獲得

補助之金額 

    3)獲得本校補助，金額大於所屬學院全額學雜費者：繳交所屬學院全額學雜

費 

       ♦ 一般生與延畢生皆依以上標準收費 

 

注意事項 

交換學生計畫： 

1. 開放甄選名額不代表保證錄取名額，該校拒收率高，請同學特別留意 ! 

2. 本校學生若僅選擇旁聽課程，課程結束後並無正式成績單，只由系所核

發証明文件。但本校承認該系所的成績證明並可抵免學分。  

3. 所有錄取同學均需再接受該校審核，但該校拒收率很高; 欲申請該校之

同學需先有心理準備，該校拒收學生亦不會提供任何原因。  

4. The Physics Department, the Business School, the Law School, 

and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tend not to accept exchange 

students. The decision of whether to host a student or not is 

entirely up to the department.  

5. 本交換案與另一加州大學交換案為不同之交換計畫。  



6. 限研究生申請。  

7. At Berkeley, costs for NTU students will include a registration/ 

health insurance fee ($585 per semester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1/2012), and a Visiting Student Researcher fee (at $400 per 

semestre in the academic year of 2011/2012).  

8. http://iveo.berkeley.edu/apply_to_berkeley ( for information 

about 2012/13 exchange program application)  

9. No guaranteed accommodation for exchange students.  

10. Student job not allowed.  

11. Other Cost  

 Visa : F1 Visa: $140/ J1 $450  

 Concurrent Enrollment Fee: $125(學分費另計，每學分$585)  

 Visiting Scholar and Postdoc Affairs fee: $400(無須另繳學分費，但

身分為旁聽生)  

訪問學生計畫： 

 

    1. 此計畫為「臺大經濟系學生赴加州大學柏克萊經濟系」訪問學生計畫，該

計畫辦法簡介請參考經濟系網頁。 

檢附文件 

交換學生計畫： 

1. 申請表  

2. Statement of Purpose/ Academic Interest  

3. The Curriculum Vitae  

4. Official transcripts（成績單）  



5. Grading key (comparison of grades to Berkeley System)  

6. 推薦信 (Optional)  

7. 欲修習課程 (Optional)  

8. TOFEL 成績單  

訪問學生計畫： 

1. Statement of Purpose  

2. The Curriculum Vitae  

3. Official transcripts(另附上已修習之經濟學,英文及數學知課程清單，

並註明每門課程相關資訊，例如課程大綱與網址等)  

4. TOFEL 成績單  

Area not 

open to 

exchange 

students 

(交換學生

計畫) 

The following departments do not participate in the IVEO Exchange 

Program:  

  

• The UC Berkeley School of Law 

• The Haas School of Business 

• The Berkeley Gradu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uditing 

Courses 

(交換學生

計畫) 

Exchange students may audit courses at the permission of the professor. 

Please note that auditors may attend courses but will NOT be expected 

to turn in assignments/papers or sit for exams, as professors will NOT 

evaluate them.  Professors cannot provide auditors with a grade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Exchange students seeking official credit for 

courses taken at UC Berkeley must enroll through Concurrent Enrollment 

(please see next section).  

  

Auditing courses is optional. If the applicant’s primary interest in 

coming to UC Berkeley is to conduct research related to writing his/her 

dissertatio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take courses. 

  

IVEO will provide auditors with an ‘audit report’ at the end of their 

time at Berkeley, which will list the courses that the student audited. 



  

It is possible for students to enroll in 1 or 2 courses via Concurrent 

Enrollment with a J-1 visa (see fees below). 

  

After arriving on the Berkeley campus, auditors must pay a Visiting 

Student Researcher Fee of $400. 

  

*Students coming to UC Berkeley to audit courses or do research will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on a J-1 Research Scholar visa. 

  

Concurren

t 

Enrollmen

t (交換學生

計畫) 

The Concurrent Enrollment program allows students from international 

partner universities to enroll in courses offered at Berkeley for one or 

two semesters on a space-available basis, without applying for 

admission to a UC Berkeley degree program. Students who wish to enroll 

with Concurrent Enrollment must take a full course load. The Graduate 

Division at Berkeley defines a full course load as 12 units per 

semester. Effective the 2010 Fall Semester, Concurrent Enrollment will 

charge $525 per unit. The Concurrent Enrollment program is 

administered by UC Berkeley Extension. 

 Concurrent 

Enrollment: http://extension.berkeley.edu/info/ConcurrentOvervi

ew.html   

 Schedule of classes: http://schedule.berkeley.edu/  

*Students who enroll in courses via Concurrent Enrollment will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on an F-1 visa. 

  

Exchange Program Fees 

Auditor/Researcher Fees 

J-1 Visa (processing/shipping): $450  

Visiting Scholar and Postdoc Affairs fee: $400 

 



Concurrent Enrollment Fees  

As of the 2011 Fall Semester, Concurrent Enrollment costs $585 per 

course unit. 

 

One Semester (full course load) 

F-1 Visa: $140 Tuition (12 units):  $7120 

International Student Fee:  $150 

Concurrent Enrollment Fee: $125 

  

Full Academic Year (full course load) 

F-1 Visa: $140 

Tuition (24 units):  $14,240 

International Student Fee:  $150 

Concurrent Enrollment Fee: $125 

 

One Semester (less than 12 units): 

J-1 Visa (processing/shipping): $450  

Tuition: $585 per unit 

Concurrent Enrollment Fee: $125 

其他資訊 

(訪問學生

計畫) 

1.  There is an office at UC Berkeley that assists students in finding a 

place to stay      (https://calrentals.housing.berkeley.edu/). They have 

lists of vacancies, personal computers that may be used to search for 

advertised housing, and telephones students can use to make calls 

about housing. The housing office claims that they normally will be able 

to find hous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in two working days. The 

internet site “Craigslist.org” may also be used to find housing and get 

an impression of the housing market in Berkeley. 

2.   Cost of Living: approximately USD 5,000~7,500 

3.   For additional questions, contact the BESAP Coordinator, Ginnie 

Sadil, at gsadil@econ.berkeley.edu 

Required 

Course 

Load for 

J-1 and 

F-1 

Students 

J-1 Students: 

Students auditing courses and/or doing research are not required to 

take a minimum number of courses.  

  

F-1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federal regulations governing F-1 students in the US,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must follow a full-time and directed 

course of study. Full-time means a minimum of 12 units per semester 

and directed means that for the most part the student must be studying 

within a single department. A minority of the student's coursework may 

occur in a separate though closely related department with the special 

permission of the host faculty at Berkeley. 

Visa 

Requirem

ents 

Visas for incoming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processed by UC Berkeley. 

  

Students coming to UC Berkeley to audit courses or do research will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on a J-1 Research Scholar visa: 

  

(J-1 visa) DS-2019 Processing/Shipping: $450 

  

Students who enroll in courses via Concurrent Enrollment will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on an F-1 visa: 

  

F-1 visa: $140 

Housing 

Housing is not guaranteed. Most exchange students spending a 

semester at Berkeley prefer stay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It has several 

advantages.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is ideally located at the edge of 

campus. Your furnishings and meals are provided; and you may confirm 

your housing before leaving home.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n the 

Berkeley Campus accepts reservations for one semester or more on a 

space-available basis. (http://ihouse.berkeley.edu/) 

Health 

Insurance 

for J-1 and 

F-1 

Students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have health insurance that meets the 

University's minimum requirements. If their insurance does not meet the 

approved levels, they may purchase insurance through our provider. If 

their home insurance meets the University's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health insurance, they may request an exemption from purchasing this 

insurance. Documentation of the coverage must be provided IN 

ENGLISH for our review along with the following completed Health 

Insurance Verification form: 

(http://uhs.berkeley.edu/vspd/BIO%20Health%20Insurance%20Info%20

Sheet%2011.09.pdf).  

  

If you do not provide health insurance documentation in English,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buy university health insurance from UC Berkeley. 

  

Health Insurance: approximately $535/semester (If not provided by 

home country). 

交換生心得 

/ 網頁 

2005/2006 國發碩 賴建宏 

2006/2007 電子所 鄭端儀 

2007/2008 電機所 鄭志弘 

2008/2009 語言所 王炳勻 

General 

Informatio

n (訪問學

生計畫) 

  

 BESAP provide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th the unique 

opportunity to enrich their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by 

spending one semester at world-renown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der BESAP, a select group of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majoring in economics and fluent in 

English, are individually invited by the Economics Chair to spend 

one semester in Berkeley, taking upper level courses in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and interacting with faculty. Students are 

assigned a mentor to ensure that each receives proper guidance 

in terms of course selection, meeting academic expectations and 

adapting to life at Berkeley.  

  

     Contact Person: 

Ginnie Sadil 

BESAP Coordinator 

Undergraduate Advi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547 Evans Hall 

(510) 642-1966 



gsadil@econ.berkeley.edu  
  

  

General Information  

Why study at UC Berkeley? 

Enjoy a unique vitality and spirit given by richly diverse racial and ethnic backgrounds of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nine million volumes, Berkeley's library holdings are the fourth largest in Northern 

America. 

If you are bored with Berkeley, you are bored with life.' said Clark Kerr, former chancellor. 

  

Overview 

Berkeley is the oldest among the UC campuses, having rich traditions such as a 

commitment to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Known for its architectural and historical 

landmarks, the 1,232-acre Berkeley campus preserves much of the tranquil beauty of 

California's early years. Its legacy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exceptional scholarship has 

brought 7 Nobel laureates, 18 MacArthur Fellows, 124 member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77 Fulbright Scholars, and 3 Pulitzer Prize winners into their campus. 

Berkeley's acclaimed faculty and talented students represent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 

ideologies, ethnicities, cultures, interests, and perspectives. 

  

Course Information 

http://www.berkeley.edu/catalog 

*Note: Not all courses are offered every semester. And the same courses are not always 

offered in corresponding semesters a year later. 

Money Matters 

The following is a list of estimated costs 

UNIVERSITY FEES (PER SEMESTER) 

  Spring 2000 



Registration/Mandatory Health Insurance Fee of $275 

Concurrent Enrollment Registration of $75 

Two Unit Independent study course $446 

TOTAL $796 

BOOK COSTS (PER COURSE) 

 $200 per graduate course 

HOUSING EXPENSES (PER MONTH) 

 One bedroom apartment is approximately $850 per month. (Two months rent is often 

requested as a deposit prior to moving in.) 

If you plan to stay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webpage 

for room rates: 

http://ihouse.berkeley.edu/l/room_info.html#rates 

* A membership fee as well as a 15 meal weekly board plan are included in these 

rates. 

LIVING EXPENSES (PER MONTH) 

 Food, utilities, and spending money will be approximately $800-1200 per month for 

single students in a rental apartment, $300 per month for food and travel expenses. 

You may want to allow more for travel and entertainment. If you plan to stay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you may anticipate expenses of about $200 dollars per month.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meals and utilities are included in the cost of board.) 

 

 

 

  

DS-2019 Request Short Form 

Understanding Your DS-2019: http://internationaloffice.berkeley.edu/DS-2019 



DS-2019 Request Instructions: 

http://internationaloffice.berkeley.edu/ucb_departments/j-1/ds-2019_request 

 

Required Attachments: 

-         Copy of biographical page of Passport 

-         Proof of financial support, minimum of US$1600/month  

  

Immigration and Arrival  

The Oakland Airport is approximately 15 miles from UC Berkeley. At the airport, you can 

take the AirBart Shuttle to the Oakland Coliseum BART station. Board a Richmond bound 

BART train and get off at the Berkeley Station. Exit the Berkeley station at Center Street. 

Walk for several blocks and you will see the Berkeley campus. UC Berkeley may not offer an 

airport pickup. 

  

Insurance 

All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on the UC Berkeley campus are required to carry 

health insurance for themselves. Health insurance purchased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an 

only be accepted as adequate coverage when accompanied by written proof of the policy 

benefit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http://www.uhs.berkeley.edu/vspd/visitingscholar.shtml#proof 

  

Contact Person 

Monica Allen Canzonieri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oordinat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360 Stephens Hall - MC-2300 

Berkeley, CA 94720 

Phone: 510-642-5462 

Fax: 510-642-9466 

monicaa@berkeley.edu 
 



Homepage: http://www.berkeley.edu 

Berkeley International Office: http://internationaloffice.berkeley.edu/ 

Academic calendar: http://opa.vcbf.berkeley.edu/AcademicCalendar/calendar.cfm 

Information for incoming students:http://ias.berkeley.edu/exchange_programs 

Course information: http://schedule.berkeley.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