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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素描

國
立中興大學創立於 1919年，為國內歷史

最悠久的國立綜合大學，「誠、樸、精、勤」

的校訓，樹立了純樸篤實及勤勉精進的校

風。目前全校共有文、農資、理、工、生科、獸醫、管理及法政 8個

學院，學生約 1萬 7千人，為國立第三大，且為中台灣唯一的頂尖研

究型大學。

興大有許多頂尖的特色領域，特別是農業科學、動植物科學、化

學、工程、材料科學、生物與生化、臨床醫學、電腦科學、環境 /生

態學、藥理學與毒物學及社會科學領域，更名列國際 ESI機構排名全

世界前 1%。除此之外，也特別重視數位人文的發展，並積極推動前

瞻性、跨領域人文與科技的整合。另為落實教育向下紮根的理念，除

與優質高中職簽訂「興中會」聯盟外，並在今年 2月 1日完成興大附

中與興大附農之改隸。

興大圖書館館藏豐富，是中部地區規模最大的圖書館，另外，

興大也是中區網路中心與貴重儀器中心，並積極與中區等廠商進行產

學合作。為加速國際化，與多所國際著名大學簽定雙聯學制，並與近

二百所大學締結姊妹校。興大不僅追求學術頂尖，對照顧弱勢學生更

不遺餘力。而繽紛的社團、更為學生開啟豐富多元的生活體驗。

展望未來，興大將持續扮演帶動中台灣學術、文化、產業發展的

重要推手，朝向「台灣知識糧倉、國際智庫」願景邁進，期使未來躋

身為具特色的國際一流大學，培育具國際觀及對國家社會有影響力的

興大人。

 國立中興大學李德財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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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經濟發展》。隨後二十年間，出版 40餘種書籍。

高教授書生報國的熱切，關懷社會的心志，在他的書中，表

露無遺。高教授在美國定居的四十年間，即經常返台貢獻所學。早

在 1969年與 1971年暑期，即擔任經濟合作委員會人力小組顧問。

1977年與 1979年各擔任一學期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1980年擔任生活素質研究中心所長，並且於 1983年完成《當前大專

畢業人力運用之調查研究》。尤以 1987年出版的《經濟學的世界》最

為著名。

高教授不但是經濟學者、傑出的教育家、更是文化出版界的巨

擘。高教授 1981年發起創辦《天下雜誌》、1982年與王力行創辦「天

下文化」、1986年與王力行、張作錦創辦《遠見雜誌》。「天下文化」

已出版超過 2,900種書籍。

1998年自威斯康辛大學退休後，高教授更加投入引領文化事業

群的發展。近十年來又陸續創辦《30雜誌》、《哈佛商業評論》、《未

來少年》、《未來出版》，2014年更創辦了《未來兒童》。

高教授指出，「知識的落差是一切落差的根源」，台灣目前的問

題即在於知識的落差，以及觀念的偏見，並於 2006年發行世界一流

的管理雜誌－《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HBR）全球繁

體中文版》。

高教授相信，童年是一生的基礎，2002年起陸續為兒童及少年

製作好書及好雜誌。2011年創辦了《未來少年》。短短三年間，獲得

了金鼎獎最佳兒童及少年雜誌獎，已發行的冊數近百萬冊。在《未來

少年》月刊優質的基礎之上，許多家長、老師期為更年幼的孩子辦一

名譽博士表彰辭

高
希均教授被譽為華人世界倡導且傳播進步

觀念的先行者。五十年來，不但以身作

則，與時俱進，持續撰書與論著逾 50餘

種，其所創立及帶領的「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三十餘年致力以

傳播進步觀念為志業，現已成為華人世界深具影響力的集團，積極推

廣「讀一流書、做一流人、建一流社會」終身學習觀念，貢獻至為卓

著。

高教授 1936年生於南京，在江南度過童年，就讀於上海復旦中

學，1949年到台灣，定居南港眷村。先後在台北商職（今年八月改為

台北商業大學）、省立台中農學院（中興大學）（學士）與美國南達柯

達州立大學（碩士）畢業，並獲三校傑出校友獎。

1959年赴美國深造，1964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發展博士，

同年應聘為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經濟系助理教授，七年後升任正

教授，並膺任經濟系主任（1971–1980）。曾於 1971年當選美國傑出

教育家，1974年獲威斯康辛大學傑出教授獎（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Year），1998年獲威斯康辛州州長卓越貢獻獎，並獲聘該校名

譽教授。英文著述與書評曾發表於：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Asi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Area Studies, Center for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Industry of Free China.

高教授著作豐碩，25歲即以短短三個月暑假期間，完成十萬言

之《經濟發展導論》。1970年由經濟合作委員會出版第二本專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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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好雜誌，「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於 2012年 4月創辦專屬 5~9

歲孩子的《未來兒童》月刊，深具知識性、啟發性、未來性、可讀性，

陪伴年幼的孩子從識字開始，就能愛上閱讀，養成閱讀的習慣。2012

年，特別成立「未來出版社」，提供青少年們文學上、知識上、生活

上的心靈養分。

同時，高教授不斷邀請諾貝爾獎得主與世界級大師來台演講，

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莫言、Daniel Kahneman、Aaron Ciechanover、

Ada Yonath；全球意見領袖佛里曼（Thomas Friedman）、趨勢大師奈

思比（John Naisbitt）、哈佛大學榮譽教授傅高義（Ezra Vogel）、前哈

佛大學校長桑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競爭力大師麥可波特教授

（Michael Porter）、軟實力領導學大師奈伊教授（Joseph S. Nye）等。

高教授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與「財團法人遠見‧天

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並兼任行政院政務顧問、監察院諮詢委

員、教育部人才培育委員會委員，及國內外文教基金會董事。曾先後

擔任海基會董事、國統會研究委員、行政院顧問及經濟部顧問。此外，

曾受聘為中興大學知識經濟講座教授、中央大學榮譽教授。2013年

獲頒亞洲大學首位名譽管理博士。大陸媒體評為「你必須知道的 101

個台灣人」。

高教授在學術上教學、研究、推廣、服務之成就，以及對進步觀

念的提升與傳播，尤其是媒體出版廣泛而深遠之影響力暨管理長才，

足為本校師生之典範。謹代表國立中興大學，頒授本校名譽管理學博

士學位給高希均教授，推崇其卓越的成就，並表彰其對經濟、文化、

教育與社會的傑出貢獻。

                                                     校長 

 2014年6月6日

Doctor of Philosophy honoris causa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Honorary Degree

Professor Charles H.C. Kao was born in 1936, Nanjing, China. After 
receiving his Ph.D. degree from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in 1964, he 
began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career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River Falls. Promoted to full professor in 1971 and chair of the Economics 
Department (1971-1980), Professor Kao received multiple honors during 
his academic career(1964-1998), including th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Year award, Outstanding Educator of America, and Distinguished 
Public Service of Wisconsin. His writing appeared in American journals and 
Chinese publications. Two of his books, The World of Economics  and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 were especially acclaimed. In the l980s, 
Professor Kao founded Commonwealth Magazine, Global Views Monthly, 
and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Group in Taipei. 

Professor Kao is the award-winning author of more than fifteen books, 
with special interest in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Greater China. Widely 
described as a ground-breaker and shaper of public policy, Professor Kao 
remains an influential voice throughout Greater China as scholar and 
economic adviser to government leaders. Chancellor Gary Thibodeau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 describes Professor Kao as“a 
gifted economist and publisher, a warm, approachable, and giving person, 
who truly cares about others.”His enduring commitment and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set an example for academia. In accordance with 
Degree Conferral Law, Professor Kao is awarded this honorary doctorate 
degree.

Der-Tsai Lee, President  
June 6,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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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教授
Charles H.C. Kao

在南京出生，在江南度過童年，一九四九年來台。先

後在台北商職、中興大學（學士）與美國南達柯達州立大學

（碩士）畢業，並獲三校傑出校友獎。

一九五九年赴美讀書，一九六四年獲密西根州立大學

經濟發展博士後，同年應聘為威斯康辛大學（河城校區）

經濟系助理教授，七年後升任正教授，並出任經濟系主任

（1971–1980）。曾於一九七一年當選美國傑出教育家，

一九七四年獲威斯康辛大學傑出教授獎，一九九八年獲威

州州長卓越貢獻獎，並出任該校名譽教授。二○一三年六

月獲贈亞洲大學第一位名譽管理博士。

曾任經合會人力小組顧問、生活素質研究中心所長、

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講座教授、中興大學知識經濟講座教

授、中央大學榮譽教授、海基會董事、國統會研究委員、

行政院顧問及經濟部顧問。現為行政院政務顧問、監察院

諮詢委員、教育部人才培育委員會委員，及國內外文教基

金會董事。

一九八○年代在台灣發起創辦《天下》雜誌、《遠見》

雜誌與「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現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

群」與「財團法人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長，並

常應邀在大中華經濟圈與星馬等地擔任主題演講。

三十年前提倡「天下那有白吃午餐」、「決策錯誤比貪

污更可怕」、到當前「八個觀念改善台灣」、「讀一流書、

做一流人」，持續推動進步觀念。 

中文著作在台北出版的有三十餘種，著作曾三次獲金

鼎獎、倫敦金融時報第一屆亞洲企管著作獎、台灣三十本

最有影響力作者之一；在大陸出版的有七種，包括《經濟人、

社會人、文化人》、《經濟學的世界》等著作。大陸媒體評

為「你必須知道的 101個台灣人」。

英文著述與書評曾發表於：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view, Asi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Area Studies, Center for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Industry of Free China.

簡  歷

2012 年出席天下文化三十週年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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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賀詞

University of Wisconsin—River Falls
兩位校長祝賀

前任校長Chancellor Thibodeau
“Charles is a remarkable person---personally and professionally. He is a 

gifted economist, scholar and publisher with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He is also a warm, approachable and giving person who truly cares about 

others. Charles has long standing friendships and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individuals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government, industry, education  

and the arts around the world. I am privileged to have him as a friend.”

Dr. Gary Thibodeau
Chancellor, 1985-2000

現任校長Chancellor Van Galen
“Dr. Kao and Anne Kao have ha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our university. 

Dr. Kao served as an extraordinary professor who shaped the lives of many  

students. Through their generous gifts, they have supported excellence 

within the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nd the broader university. 

Furthermore, the Kao's have helped UWRF buil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to support the university's goal of global engagement. We are  

truly honored by their support of the university. ”

Dr. Dean Van Galen
Chancellor

（1）無愧為知識份子
韓愈說：「文以載道」，西諺則云：「觀念推動世界」，可見東西方對

觀念的力量都有深刻的體會。然則，觀念的改變又何其困難，真所謂

根深蒂固。因此，知識份子最大的榮譽，不在於學位的高低，不在於

著書的多寡，而在於他是否曾經用觀念推動世界。高希均教授不但有

崇高的學術地位，且著作等身；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成功創辦「遠見‧

天下文化事業群」，用溫暖的心、冷靜的腦、感性的筆，將進步的觀

念烙印在台灣政經發展歷程中。他已無愧於知識份子的桂冠。

——徐立德 行政院前副院長、財團法人孫運璿學術基金會董事長

（2）有說不出的魅力
高希均先生是我在高中的學長，認識他已有好幾十年了。

希均先生在人格特質上有說不出的魅力，透過他主持的文化事業，影

響了千萬人的思想與人生觀，對台灣貢獻至大。台灣如果多幾位像他

這樣的人，我們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王建煊 監察院長

（3）發揮了媒體正面影響力
高希均教授與我同年，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多年來，高教授始終堅

持「傳播進步觀念」的理想，以「豐富閱讀世界」為核心價值，創辦遠

見雜誌與天下文化，更首創「企業社會責任獎」，鼓勵企業關注 CSR

與節能環保議題，均是媒體發揮社會正面影響力的表率。今日，這兩

項議題已逐漸受到企業與大眾關注，高教授功不可沒，這也是我對於

高教授與媒體發揮正面影響力的最佳推崇。

——鄭崇華 台達電子創辦人暨榮譽董事長

 2011年威大校友會歡迎校長Van Galen及夫人（中排左一及左三）

在台北聚會 
 1996 年加州柏克萊大學田長霖校長與威大校長

Gary Thibodeau 及高希均在威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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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普及知識經濟
高教授是經濟知識普及化的一位大功臣。

    ——孫震 台大前校長   

（5）文筆引起共鳴
近代思想家梁啟超的筆鋒常帶感情，易滲入人的肺腑，而我認為現代

的經濟學者高希均筆鋒不僅常帶感情，而且也富理性。本來，經濟術

語是無感情而重理性，但高教授卻賦予它趣味，引起讀者共鳴。

      ——于宗先 中研院院士

（6）為台灣的進步與兩岸和平添柴加火
亦師亦友逾四十年的希均兄透過「天下文化」與「遠見雜誌」傳播進步

觀念；對兩岸華人，希均猶如促成光合作用的煦陽。身兼經濟學者及

文化企業家的希均善用庶民語言倡導新觀念，為台灣的進步與兩岸和

平添柴加火，鼓勵「讀一流書」「做一流人」的學養與願景，在走向「一

流社會」的路上，投下巨大的身影！

——陳長文 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

（7）快樂學習
我十分佩服高教授能夠深入淺出地剖析現今政治、經濟、兩岸關係與

文化的問題，讓我們能在如此生動活潑的方式下掌握未來，走向世界。

如果說學習是快樂的泉源，那一定是在讀高希均的書，他真正是能讓

我們在快樂心情中學習的人。書生報國，力量真是無與倫比！

 ——胡志強 台中市市長

（8）公共知識份子是不退休的
一位教授主要任務有三：教學、研究和社會服務。高希均教授自卸任

美國大學教職回國後，仍致力經濟學研究，出版專著；又創辦雜誌和

出版社，把社會當做「大教室」，供應新知能，提倡新觀念，創造新

風氣。同時又參與國內外各種文化和公益活動，充分發揮了一位公共

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和影響力。教授也許是要退休的，但公共知識份

子是永遠不退休的。中興大學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這樣一位傑出的校

友，應該感到光榮；高教授能得到母校授予榮譽，也應該感到高興；

而台灣社會能擁有這樣一位公共知識份子，則是我們大家的幸運。

 ——張作錦 聯合報前社長、遠見雜誌創辦人

（9）書生榜樣
高希均是現代書生報國最好的榜樣，他有科技腦、人文心和中華情。

從他的書中，你可以看到他的熱切，篇篇都在談如何提升台灣的競爭

力，創造兩岸雙贏的契機。

  ——洪蘭 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10）頒授亞洲大學名譽博士
高教授學養豐富並具有宏觀之國際觀，領導「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

傳播新觀念，用知識提升台灣創新力和競爭力，並鼓勵知識人具備人

文情懷，對於台灣之進步貢獻卓越且影響深遠，值得敬佩。去年亞洲

大學榮幸頒予高希均教授名譽博士學位，今年很高興看到高教授再榮

獲母校中興大學名譽博士，特此給予最崇高的敬意與誠摯的祝賀。

——蔡長海 亞洲大學創辦人暨董事長、中國醫藥大學暨醫療體系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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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處，在人間
古云，高處不勝寒，又云，何似在人間，讀來總覺，人間，是個遺憾

之地。

高教授的志業，卻是，秉持著「知識就是力量」的堅定信念，以及「耐

心就是度量」的深厚修為；數十年來，認真的，以每個事業，以每篇

文章，以每場演講，字字句句，實踐著「高處，在人間」的幸福理想。

我從內心，佩服！

——姚仁祿 大小創意齋創意長

（12）高教授永遠向前
高教授得過的獎不少，從美國的傑出教育家獎、威斯康辛州長卓越貢

獻獎、威大傑出教授獎、南達科達大學傑出校友獎，到金鼎獎終身成

就獎、亞洲大學第一位名譽管理博士獎⋯；但是頒授名譽博士這個榮

譽，尤其是母校中興大學授予，意義自是不同。

他常常跟年輕同事提到，在他唸書的那個年代，台灣只有四所大學：

台灣大學、台北師範學院、台中農學院和台南工學院。台中農學院就

是中興大學的前身。當年的老師和學生後來都成為推動台灣農業和經

濟發展的關鍵人物；當年的清貧落後生活更是促使這批師生投入改善

社會、建設國家現代化的動力。

如果問高教授得了獎後，最想做的是什麼？相信他會毫無疑問的說：

「傳播進步觀念。」高教授終身透過教書、寫書和出書，讓華文世界

的讀者分享他的所見、所學、所思；提高華人品質，推動社會進步。

如果問高教授，他自己最不想、害怕的事是什麼？相信他會回答：「最

怕觀念落伍、行動落後。」他熱心學習、創新，勤於思考、撰文、演講；

跟著他的敏捷思維和快速步伐走，雖然辛苦不易，卻永遠向前。

——王力行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

（13）因為有高希均，台灣更美好
能在高希均教授身邊工作，是我一輩子莫大福氣。儘管他的標準永遠

是世界級，非常嚴苛，但他總是以身作則，不僅求知慾與好奇心高於

每一個年輕同事，固定運動也讓他的精力、活力不輸年輕人，想像力

與創造力更是無窮。

高希均教授也是個永遠的樂觀主義者，總是人還沒到，笑聲先到。他

用他的一生在台灣這塊土地傳播進步觀念，創辦「遠見‧天下文化事

業群」，努力成為台灣前進的動力，因為有他，台灣更美好。

——楊瑪利 遠見雜誌副社長兼總編輯

（14）專業與回饋
百年來，推動華人世界進步的，是一群令人敬重的知識份子。而一向

「做什麼，就像什麼」、「有所為，也有所不為」的高希均教授，就是

其中重要的典範人物。

在一九五○年代、在南港眷村長大的高希均，只學會一件事：閱讀救

自己。中興大學的良師們開拓了一個清寒子弟的視野。今日，中興大

學頒授名譽博士予高教授，就是肯定他一生堅持的正派、專業和無私

奉獻，也是高教授榮耀母校的最佳回饋。

——林天來 天下文化副社長兼總經理

（15）未嘗一日懈怠
三十多年來，高希均教授一直以「推動進步觀念，建立一流社會」為

職志，兢兢業業為台灣的美好未來奮鬥，未嘗一日懈怠。有幸追隨高

教授的腳步，一再感受到他實踐力量之宏大，影響之深遠。得知中興

大學將頒授名譽博士給高教授，這項難得的殊榮代表了社會的肯定，

的確實至名歸！

——許耀雲 天下文化副社長兼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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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的溫床。他希望這個唯一的男孩能盡一些心力。對從沒有進過大學

的父親來說，大學任教是一個又清高又有貢獻的職業。

在他相當傳統的價值觀念中，父親從不希望我從政（「政治講利

害，不講是非。」）；從不希望我從商（「商人重利而輕義」）；時時刻

刻耳提面命的是：要我做一個受人尊敬的教書人（「有學問、有原則

的讀書人最體面」）！

（二）

要做一個體面的教書人，當然不只是在教室裡教書而已，必須要

把自己的專業知識透過文章、專著、演講等推廣到社會。

社會上要有些學者，在研究室裡，為知識而知識；也要有些學者，

走出學府，推廣知識。我選擇了後者─這一條實用的路。一九六四年

是我在威斯康辛執教的第一年，父親常常在信上告訴我：「不要做一

個學生聽不懂的老師，寫讀者看不懂的書。」

當我第一本中文書─《經濟發展導論》在一九六二年出版時，

我還在修學位，父親除了來信鼓勵之外，提醒我要「多搜集資料與

多做實地觀察」。第一本英文書─《中華民國人才外流的研究》在

一九七一年出版時，父親來信說：「我看不懂英文，但希望有一天由

於國家的進步，外流的人才會回到國內來，早一些幫助政府光復大

陸。」

對父親最大的安慰，可能是十三年前，我得到威斯康辛大學河城

教書與寫書──對父親的追思

沒
有父親從小對我的誘導，我大概

不會走上教書與寫書這條路。這

是一條崎嶇的路，一條要付心血

的路，也是一條會有收穫的路。一九五九年秋，這個青年人，從台灣

到新大陸修習經濟發展。他知識基礎淺薄，自我期許沉重。羞澀的行

囊中裝了一份助教獎學金、一本厚厚的英漢字典及一個強烈的求知

慾。

父親已經去世十二年了，他是一位倔強、盡責、平凡的文職軍人。

每想到他對我的勉勵，我就會產生一種內在的力量，使自己要做好教

書與寫書的工作。

（一）

三十三年前參加大學聯招時，填寫的三項志願是：外文、經濟及

農業經濟。結果讀的是第三志願─農業經濟。當時有些失望，回想起

來，這個失望也正是日後要格外努力的動力。

在自己成長的過程中，最嚮往的三項職業是外交、新聞及教書。

結果離開校門後，所從事的也是第三志願─教書。

教了二十三年書以後，讓我再來選擇最嚮往的職業，我的順序毫

無疑問會是教書、教書、教書。

我之當年會填寫農業經濟，以及後來教書，受父親的影響最大。

在他出生的年代（民國前八年），中國農村就是貧窮的縮影，也是動

文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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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已經不在人世二年了。從那一年起，我開始較有系統地在台灣討論

現代的經濟觀念。《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在同年八月出版，就是在

那個時候的一個紀錄。

如果我的一些觀點，曾引起共鳴，父親一定會提醒我「不要得

意」；如果另一些觀點，曾引起誤解，父親一定會鼓勵我「不要氣餒」。

在給我的五百多封家信中，父親反覆強調的就是「讀書人不能隨波逐

流，沒有自己的判斷；讀書人要有明辨是非，擇善固執的勇氣。」

（四）

沒有父親的誘導，我不會教書；沒有父親的勉勵，我不會勤於著

述。每次去汐止秀峰山骨灰塔探望父親時，我總記得父親的話：「做

一個教書人就要好好地寫些書！」

「子欲養而親不待」是何等心痛；「書欲呈而親不在」也是何等落

寞！

現在，敬以花了二年時間增訂的《經濟學的世界》新版獻給已經

去世十二年的父親。

（《聯合報》副刊 1987.8.8刊出） 

校區的「傑出教授」獎（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the Year）。這個是由

威大的畢業校友與在校同學，每年共同票選出一位得獎教授。在頒獎

典禮中，校長說：「高教授是一位人人可以接近的經濟學家。他的教

課、演講及教材是學生們能聽得懂的、看得懂的。」得獎的那一年─

一九七四─正是我在威大教滿了十年書，也正是父親七十歲誕辰的前

夕。

（三）

父親去世前，我從美國趕回南港的眷村，眷村比我十五年前離開

時進步多了。左右鄰舍都增蓋了房間，耀眼的油漆反映出眷村的生氣。

那是一九七四年底。

患有嚴重肺氣腫的父親雖然顯得虛弱，但精神安祥。在床上，他

以斷斷續續的低微聲音，一再告訴我：「這麼多年來，你的努力改善

了全家的生活。教書對你最適合，不要離開大學的教書，要好好地教

導學生，要好好地多寫些書，也應當多抽空回來，盡一些讀書人的責

任。」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我終於做了安排，回來第一次教書，可是父

1959 年出國八年後，在 1967 年首次返南港眷村與雙親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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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歲寫的第一本書：
     《經濟發展導論》

（一）

我的一生分散在三個世界：江南的童年、台灣的青少年、美國的

成年。

前二十三年在中國文化思維下所學、所思、所見、所聞，全是中

華的、中式的。

儘管在西方人的眼中，那是一個貧窮的土地、一個分裂的國家、

一個落後的民族、一個保守的文化；但是在台灣成長的那一代年輕人

卻都胸懷壯志。

美國大學的一份助教獎學金改變了我的一生。一九五九年一個清

寒的眷村子弟居然可以出國讀書，天下再也沒有不可能的事。

九月到達南達科達州立大學校園，眼前出現的，就是一個夢寐以

求的讀書環境；住在一位慈祥熱心老太太的二層樓洋房中，所有那時

在台灣嚮往的現代化設備—從電話、冰箱到電視，我都可以享用。

人間真有這樣開放、自由與富裕的國家。

從那一刻開始，更堅定了志向：要使自己的國家變得開放、自由

與富裕。

我興奮！我夢想！美國能，台灣有一天也能。

（二）

一九六○年代，在美國大學的經濟系中，討論落後國家的經濟成

長，變成了顯學；這就是「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學科

的興起。它變成了我的啟蒙以及終身研讀的領域。

對「經濟發展」二年的苦讀，突然自己覺得有些領悟。除了修經

濟系課程，我也修了社會系與政治系的課。儘管開始時吃力，但慢慢

地能體會到社會科學之間的相關性。

愛護我的美國教授給了我很多難得的機會：帶我參加學術年會、

幫他們出考題、改考卷、計算研究資料、擬定問卷、代他們上課、到

當地的民間團體做一些對有關中國的簡短介紹⋯。

每一個新經驗都要準備，都有些緊張，但都有收穫。二年的專心

學習，與生活上的融入美國校園，使我相信已可以立足美國。

（三）

一九六○年代的台灣，平均每人所得不到一百美元，一個典型的

落後地區。每月寄四十美元給雙親時，他們就變成了眷村的「最高收

入」者。

從中央日報的航空版，從父親及友人的信中，我每一次都被那股

台灣社會奮發上進的生命力所感動。政府與民間都有信心：台灣很快

就會富起來！

月光洒地，深夜踏雪走回住處，寒風刺骨。內心出現了可以預見

的掙扎：是來「留學」？還是「學留」？是要學成歸國？還是落地生根？

終於想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人才外流聲中的「知識內流」。

居然在二十五歲，自己就做了一次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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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在一九六一年春天修完碩士，九月在密州大讀博士之間的

三個月，試寫一本關於經濟發展的入門書。

（25 年後南州大贈我「傑出校友獎」，回到經濟系演講時，還說到

這本書。）

（四）

八月底寫完了十萬字，共有四部十五章。是以西方的學理及經濟

發展政策為主軸，提供給當時政府及學術界參考。原稿寄給當時的美

援運用委員會主委尹仲容先生，向他請示是否值得出版。尹先生回信

中告知，已通過審查，將由美援會出版。

這當然對我是一個極大的鼓勵。稿酬高達一萬元台幣（相當於八

個月的家用），當它轉寄到南港眷村時，我可以想像到雙親內心的安

慰。

很多年後，意外地收到王作榮先生寄來的一個厚信封。赫然見到

那本《經濟發展導論》，在扉頁上作榮先生寫著：

「此應為高希均兄之第一本經濟著作，對於著名經濟發展理論及

促進經濟發展之相關因素，均有精要之分析，已充分顯示出作者見解

1961 年暑假在美進修博士前有三個月空檔，勇敢地寫了這本十萬字的《經

濟發展導論》。承當時審稿的王作榮先生核可，於次年由美援會在台北出版。

28年後（1990年）作榮先生搬家時看到此書，寫下這段勉勵的話，寄贈給作者。
     

——希均附識，2013年5月

 第一本書

深入犀利，能綜合眾議，掌握重點之風格，雖距今已二十八年，仍值

得研究此一問題之學者及決策官員細讀。作榮時任美援運用委員會參

事兼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負責此書之編輯出版，爰綴數語，以資紀念。

王作榮  一九九○年元旦」

   

這位對台灣經濟發展有卓越貢獻的學者，原來就是當年的審稿

者，他對後輩的的愛護與勉勵，令人難忘。

（五）

二十五歲寫了第一本中文書。三十四歲在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學

（立佛福斯校區）升為終身職教授，第一本英文著作《人才外流》也在

次年出版。

在那關鍵的十年中，我全心全意地磨練自己，要在美國社會做一

個受人尊敬的中國教授。

（30雜誌，2004年 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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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師如雲

一九四九年政府撤退來台後，就逐步推動土地改革，包括三七五

減租、公地放領等，農業發展開始受到特別的重視。

在農學院（一九五四—一九五八）的四年，我們幸運地受教於多

位極負盛名的師長：教國文的徐復觀、英文的陳越梅、經濟學的劉道

元、農業經濟的李慶麐、農業政策的張研田、農業合作的尹樹生、農

業運銷的廖士毅等等。

徐復觀老師對文化及時政的評論犀利深入，受到社會重視；還主

編在香港出版的《民主評論》，我每期必讀，正如讀《自由中國》一樣。

在年輕學生內心裡，民主、法治、開放等理念已經在擴散。大三時，

復觀師轉赴東海大學，剛要出版《學術與政治之間》下冊，請我校對，

使我十分興奮。

陳越梅老師是杭立武先生夫人，學生都稱她「杭伯母」。衛斯理

學院畢業的她，在我們心目中，她的英文當然好得不能再好。她在最

大的第一教室上課全坐滿，窗外還是擠滿了站著旁聽的人。幾堂課後，

她能叫出每一個學生的名字，使我們又敬又畏。在教室裡上課的個個

坐立不安，就怕被她點到名，要用英文來回答；膽子小的同學，有時

寧可在窗外聽。嚴師出高徒，我們那班同學，真要感激杭伯母。

張研田老師學識淵博，每隔二週來台中講授農業政策。那時他已

在台大農經系任教，對我的學科考試及讀書報告似很滿意。在畢業後

當兵前的一段空檔，找我去台大擔任短期助理，幫他搜集及翻譯一些

（一）專心學習的好環境

我讀的是經濟，比經濟更重要的是教育。對獻身教育的老師，我

有最深的敬意；對母校，有最深的感恩。

回顧一生，大學是關鍵的四年。所受教育，影響了我一生。半世

紀前在省立農學院就讀（現在是「國立中興大學」）。那裡沒有大樓，

但擁有幾位大師，一大批農業科學的專家，近九百位求知慾強的青年，

以及樸實寧靜的校園；在那個克難年代，真是一個可以專心學習的好

環境。

農學院座落在當時就有「文化城」之稱的台中市的南郊，五百畝

地的校區有農場、苗圃、實驗室、宿舍、餐廳。筆挺的椰林大道，穿

越校園；左右兩旁是一排又一排木造的、矮矮的，有些東洋味的教室。

除了一小幢灰色行政大樓，及頗為莊嚴的禮堂，最吸引學生的就是規

模較大的兩層樓的圖書館，它是學生最常去的地方。

這些青年學生，來自台灣各地。有的來學畜牧、森林，有的來學

土壤、園藝，有的來學農化與農教；其中八十多位同學（分為兩班）

大多來自北部，像我一樣來學農業經濟。

那些帶有大陸鄉音的老師—不論是教國文、經濟學、土壤學、肥

料學、合作學—都可以歸納出一個結論：中國之窮，窮在農民；中國

之弱，弱在農業；中國之貧，貧在農村。我們立刻感受到自己的責任

是「以農立國，振興農業」。「誠樸精勤」的校訓，是要這些十八歲左

右的學生認真實踐的。

眷村‧農村，世界村
           ──台中農學院的四年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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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文獻，也因此認識了謝森中（後為中央銀行總裁）、李登輝（後

為總統）、王友釗（後為農復會主委）等著名學者。

劉道元老師是讀經濟的啟蒙老師。他發給我們自編的教材，有濃

厚的山東口音，認真地講授以前從未接觸過的觀念：如邊際效用、工

資鐵律。他常在《民主評論》上發表對美國資本主義的文章。有一次

他驚訝地發現我常讀他寫的論文，並且還記得論點。這個發現縮短了

師生距離。道元師有一次問我：「你要不要晚上用我的研究室讀書？」

那真是太意外的驚喜。從此每晚就不再去有蚊子的教室或到圖書館搶

位子。出國前夕去辭別，他勉勵我「先要讀懂西方經濟發展理論，再

經過消化修正，用到自己的國家，變成國家富強的政策。」

（三）人窮志不窮

在那國民所得不到美金一百元，在那沒有電視、電腦及手機的年

代，我們除了專心讀書，一無所有；但這些年輕人都胸懷壯志，也一

無所懼。

那個年代學生的生活圈就在教室、圖書館、宿舍。有輛自行車是

奢侈品，從外地來讀書的，學期中很少有同學能負擔起火車票回家一

趟。一個月的伙食費是一百二十元台幣，一個禮拜才有一次葷菜，清

寒家庭申請到一個月二百元助學金，就可維持。如果週末口袋裡有五

元台幣，去看一場電影（二元五角），吃一碗牛肉麵（二元五角），那

就會令人羨慕。

班上四十三位同學，大約有十餘位女生，大家都相處很好，其他

系中的同學（尤其美麗的），也大都（可以找到理由）認識。除了課業，

我也與高班同學胡家驊等組織文藝社，創辦了《積穗》雜誌，設法向

各界募款，很辛苦；也因此認識了住在台中享名文壇的張秀亞女士，

她優美的散文發表在學生刊物上，是何等的慷慨，至今還記得她的京

片子與秀麗的字跡。經過她的引介，我隨張雷神父學英文寫作，他一

週改一篇，使我終生受益。出國前他送「Charles」英文名，日後就變

成了美國友人最熟悉的稱呼。

那時台大施建生教授寫了一本好書：《經濟學原理》，售價

一百八十元，相當於一個半月伙食費，大家都買不起。一次論文比賽

中得了獎，訓導主任王天民老師告訴我，王志鵠院長要給個獎，問我

要什麼？我鼓起勇氣，提到這本書。不久收到這本書，上面還有院長

勉勵的字。我如獲至寶，日夜細讀，還在書上做了不少筆記。沒想到

一年後，在東海大學外文系的大一女生，因投稿《積穗》而認識，寫

信問我有沒有這本書。當時東海已在推動通識教育，外文系學生要修

經濟。她來自左營眷村，也買不起。她收到書後發現：我似乎是一個

好學生，對我產生了好感，投稿也增加了。她在東海畢業，就飛到美

1958 年 6 月畢業前在母校椰林大道。右一曾捷新，左一伊慶箴，

左二為自己，左三為東海大學的劉麗安（後來變成了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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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布魯金斯校園嫁給了我，這使我不得不相信古人的話：「書中自有

顏如玉」。前年是結婚五十週年，帶了兒子女兒再回到布城，追述那

段「書緣」，女兒回應：「難怪你總是鼓勵大家要多讀書多送書。」

（四）研習經濟發展

回到大四那年，我們幾位同班及高班的好朋友，常常在一起高談

闊論，都有「天下興亡」的使命感。農學院四年的訓練是紮實的。在

農業科學領域，我們已讀過化學、森林、水土保持、氣象、園藝、病

蟲害及農場實習等專業課程，在農業經濟本科已修過經濟學、統計、

運銷、管理、金融、農民組織、合作學、農業政策等課程。三個暑假

都隨教授到中南部及東部的農村做農家生計調查，在大四時還寫了近

十萬字的農民收入報告。我被農民終年的辛勞感動，對他們的低收入

感到不安。我已經在思維上變成了農村子弟。

我走出了眷村，與童年的江南，漸行漸遠；走進了農村，開始融

入台灣的土地。眷村的清寒，足以磨練志氣；農村的落後，必須尋找

新的出路。

從大三開始，常在圖書館研讀老師指定的英文書及學術期刊。

在英文材料裡，開始讀到「落後地區」、「經濟成長」、「貧窮的惡性

循環」這些名詞，一門新的學科：「落後國家經濟學」、「經濟發展」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Economic Development」

在一九五○年代中期的西方世界開始萌芽。

想起一九三六年出現的「凱因斯理論」，二十年後在台中讀經濟，

還是讀不懂；這次美國學者提出了「利用農村剩餘勞動力」、「資本形

成過程」、「農工均衡發展」等的新學說，它是何等令人嚮往！

大學四年，眷村子弟變成了農業新兵；此刻已經立志修讀「經濟

發展」。我知道：要使自己的國家擺脫貧窮，必須要先研究為什麼別

的國家會富裕。

我要趕上這列經濟成長思潮的列車，畢業前夕產生了強烈的意願

想到美國讀書。眷村的子弟，怎有能力出國讀書？讀到農學前輩沈宗

瀚博士的《克難苦學記》，給了我極大的鼓舞。（十多年後與沈君山教

授相識，我告訴他：令尊是克難苦學；你是瀟洒一生。他哈哈大笑。）

一份助教獎學金，使我趕上了南達柯達州立大學的秋季入學。經

濟系裡選的第一門就是「經濟發展」，教本就是魯易士教授（Arthur 

Lewis）的《經濟成長》（二十年後他因經濟成長理論得諾貝爾獎）。

課堂上是美國教授，三分之二的學生則來自落後地區。在教室裡

從沒有見過外國同學的我，一瞬間宛如走進了世界村，各種膚色，不

同口音，眼花撩亂，興奮莫名；也因此認識了來自韓國、新加坡、菲

律賓、印度、埃及、南非、智利等地的同學。

1958 年春天在母校行政大樓前，內有多位好友：張象容、

洪友仁、趙少平、周立達、林炳宗、郎毓彥等。我在第一排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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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學院蛻變成綜合性大學

在 1954─ 1958年間，我在台中省立農學院（現在的國立中興

大學）農經系讀書。當時在校學生不到一千，科系不到十個，畢業時

（1958年）學生總人數是 242位學士，五十年後（2010年），畢業總

人數4,282位，其中博士生187位，碩士生1,337位，學士生1,990位；

這真是令人驕傲的「教育奇蹟」。

經過了五十年的耕耘，農學院已經擴大為一個綜合性的優秀大

學，它擁有八個學院（包括理學院、工學院、生科院、管理學院、法

政學院等），三十二個系、二十二個研究所、十個學程。五十年前的

台灣，祇有一所國立台灣大學、三所學院（台北師範學院、台中農學

院、台南工學院），現在則已有一百六十三所。

近年回到興大，除了保存的幾間小建築，全是新穎的大樓。特

別高興看到了容納二千個閱讀座位的七層樓圖書館，及四千人的大禮

堂。一座優秀大學，除了硬體及眾多的科系，更需要的是校長的才華

與願景，教授的專業與投入，學生的學習與熱情，及校友的關心與支

持。即以我的母系（農經系）而言，著名的林英祥博士常回來短期講

學，林萬年系友捐款興建語言中心。

（二）樹立遠大目標

辦學校找到優秀的校長就是成功的一半。很幸運的是興大從去年

八月就延攬到一位新校長。他就是獲得多項國際榮譽的著名資訊科技

興大邁向知識糧倉與國際智庫
           ──李德財校長的抱負

在美國開放而又美麗的校園，宛如一座世界村，我跨出了第一

步，決心要向外面進步的、富裕的世界學習。那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

（五）再回母校

去年六月，回台中參加畢業典禮。母校已變成一個現代化、綜合

性的優秀大學了。五十二年前那時的畢業人數祇有 242位學士，現在

已高達 4,282位，其中博士學位 187位，碩士學位 1,337位，這真是

台灣的「教育奇蹟」。在講話中稱讚即將卸任蕭介夫校長兩任的貢獻，

更勉勵中興大學的畢業生要追求「三中」：（1）變成社會的「中堅」；

（2）發出「中間」的聲音；（3）結合「中國」大陸的人才與資源。

母校又延攬到中研院院士李德財博士擔任新校長。這位國際著名

的資訊科技學者，曾在美國西北大學任教多年。我有機會認識李校長

的新團隊，對他們充滿了信心。

一個大學有好校長，就容易吸引好教授，就容易培養好學生。

儘管半世紀前的農學院與今天中興大學相比，似乎有天壤之別；

但對我們而言，那永遠是「豐收的四年」。

（《聯合報》副刊 2012.3.15刊出）

2003 年，顏校長贈傑出校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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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精密機械、奈米科技、數位人文、文化創意機關領域共同發展。

（三）教學品質最重要

自己是教育工作者，教書時對教學品質的自我要求是嚴格的。我

從不敢不做準備，浪費學生的時間，傷害了他們學習的興趣。哈佛大學

校長伯克在專著《大學教了沒？》中指出：教學品質的好壞是影響學生

吸收知識熱情的重要因素。他並且提出了五項具體方法，告訴教育工作

者，來共同改善教育品質：

（1）激發學生對知識的好奇心。

（2）去除學習時一些先入為主的錯誤觀念。

（3）不斷拋出有趣問題，激勵學生思考。

（4）養成學生不是記憶、背誦，而是慎思明辨的能力。

（5）對學生的評估，要即時回饋。

在綜合性大學中，即使年輕教授有論文發表的壓力，也不能忽視

教學品質。「教」與「學」是指老師認真的「教」，學生認真的「學」。興

大教務長呂福興博士指出：教學理念就是培養學生「兼具人文與科學修

養，溝通與創新能力，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之菁英人才。」如果我在興

大任教就會時刻記住：這就是我的責任與使命。

普立茲獎得主佛里曼最近在《紐約時報》專欄中指出：除了美國之

外，他最喜歡的就是台灣。當兩年前《遠見》邀他來台訪問時，就驚訝

地發現台灣人民充滿天分、熱忱與智慧。這些美德正來自我們的教育，

我相信母校會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嘉惠青年學子。

（遠見雜誌，2012年 4月號）

學者李德財博士。在他獲得伊利諾大學的資訊工程博士後，長期任教於

美國西北大學。在 1998─ 2008年間擔任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4年當選為中研院院士。

李校長在就職講詞中豪氣萬丈地提出：「要打造興大為智識糧倉與

國際智庫。」這真是一位校友渴望母校的新校長，要以他的國際聲望與

美國一流大學的任教經驗，所提出的遠大目標。科學家要有一分證據，

說一分話；領導人要有一分自信，提二分遠景。

在台灣各大學整體聲望排名榜中，中興大學排名第十。（見遠見

《2012大學特刊》，2012/2/21出版，頁28）。這樣的成績，雖不盡滿意，

但可接受。在殘酷的競爭下，大學的品質與排名是不進即退。

我一向贊成充滿潛力的個人及組織，尤其在替換領導人之際，必

須要揭示新的目標，勾劃新的願景；然後訂定步驟，全力衝刺。唯有

aiming high，才能走向高處，更上層樓。

面對世界新潮流，從半世紀前的農學院，擴建到綜合性的大學，

是選擇了一條健康的路。尤其在資訊時代（100學年全國大學生攻讀科

系人數最多的就是資訊管理（技術）高達50,639名），有這樣一位在資訊

領域傑出的學者領航，興大就更有機會航向世界（join the world）。

要興大變成「知識糧倉」，就是運用興大優勢，發揮農學生物科技，

綠能科技，奈米科技，結合理工優勢，深化數位人文與藝術多媒體內容；

同時要結合大台中地區高等學府與中部科學園區，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

區，開發西部綠色科技走廊，扮演台灣西部知識糧倉的角色。

在國際領域，興大已成功地將農業科技推廣至泰國、越南等國家，

被譽為東南亞農業智庫；更要進一步與國際知名大學共同成立跨國研究

 2011 年 8 月 1 日教育部吳清基部長（左）主持李德財新校長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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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發表的著作（二十七本
自己寫的；十七本係合著或合編）          
                 ───半世紀來提出的觀念
年代 提出的觀念與主張 代表性的書

1960 ─ 69 ■ 提倡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觀念與政策。

   ‧ 政府要加速社會基本投資及引進外資。

     ‧ 注重人才投資及教育普及。

   ‧ 創造有效的投資氣候，鼓勵私人企業。

   ‧ 規劃自然資源的運用。

   ‧ 訂定長期發展計畫。

（1）《經濟發展導論》

     （美援會，1962）

■ 提出人力規劃、教育支出等政策建議。

■ 人才外流中，倡導知識內流。

（2）《人力與經濟發展》

     （經合會，1970）

1970 ─ 79 ■ 政府首長不能經常「三思而後不行」。

■ 內閣人選應當公開討論。

■ 節省點點滴滴的石油，需要點點滴滴的努力。

■ 能者多勞，能者更要多思。

■ 沒有一個國家因教育投資過多而破產的。

■ 審察經濟干預及管制的負面作用。

■ 分享知識─展開多讀書運動。

■ 書櫃代替酒櫃，書桌代替麻將桌。

■ 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每個人要自求多福。

（3）《一個知識份子的感受與期望》

     （學生書局，1975）

（4）《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

     （聯經，1977）

（5）《開放的觀念》

     （聯經，1978）

（6）《美國人文及社會科學論文集》

     （主編，學生書局，1973）

（7）《美國通貨膨脹及其對策》

     （主編，聯經，1975）

（8）《教育經濟學論文集》

      （主編，聯經，1976）

（9）《我國大專畢業生專長利用之調

       查研究》

      （與徐育珠合著，教育部，

       1976）

1 3 4 5 7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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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 99 ■ 不要強人領導，要強勢領導。

■ 發揮政府的能，運用民間的錢。

■ 堅強立足台灣，和平轉化大陸。

■ 台灣應當分擔國際責任。

■ 國民黨要做的不是「討好」，是「求好」。

■ 台灣的根本危機：在人民的冷漠。

■ 格局決定結局；大格局才能帶來好結局。

■ 國民黨應去大陸投資。

■ 塑造尊嚴之島：「粉身碎骨所不計，要留尊嚴

在台灣。」

■ 以廉能對抗貪污與特權。

■ 新台灣人之路─建構一個乾乾淨淨的社會。

■ 欣賞勝過擁有。

■ 開放社會的美妙。

■ 如果田長霖出任北大校長。

（20）《追求活的尊嚴》

      （1990）

（21）《台灣經驗四十年》

      （與李誠合編，1991)

（22）《台灣突破─兩岸經貿追蹤》

      （與李誠、林祖嘉合著，1992）

（23）《大格局》

      （1992）

（24）《觀念播種》

      （1994）

（25）《優勢台灣》

      （1994）

（26）《台灣經驗再定位》

      （與李誠合編，1995）

（27）《台商經驗─投資大陸的現場

         報導》

      （與林祖嘉、林文玲、許彩雪

         合著，1995）

（28）《競爭力手冊》

      （與石滋宜編著，1996）

（29）《新台灣人之路》

      （1998）

1980 ─ 89 ■ 傅利曼的諍言：「從政者不會是天使。」

■ 需要經濟人的效率，社會人的公平。

■ 應把深厚的經濟基礎、豐富的精神遺產、優美

的自然環境和進步的觀念留給下一代。

■ 決策錯誤比貪污更可怕。

■ 創造財富才能照顧低所得。

■ 疑中留情。

■ 工商界資助藝文活動，完全符合自己利益。

■ 台灣「美中不足」的是：其他層面的進步遠落

在經濟之後。

■ 要「均」的不僅是「富」，把「均」延伸到其他

層面，就有更多的平等。

■ 與北大師生分享現代觀念。

（10）《迷思中的沉思》

      （爾雅，1980)

（11）《共產世界去來》

      （聯合報叢書，1980)

（12）《經濟人與社會人》

      （（1982)

（13）《以色列紀行》

      （1982)

(14）《當前大專畢業人力運用之

         調查研究》

      （生活素質研究中心，1983)

（15）《溫暖的心、冷靜的腦》

      （1984)

（16）《做個高附加價值的現代人》

      （1986)

（17）《經濟學的世界》

      （1987)

（18）《對有權人說實話》

      （1988)

（19）《傳播現代觀念─我的思考

         軌跡縮影》

      （省訓團叢書，1988)

25 26 27 28 2920 21 22 23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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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 向百年「時代」人物致敬。

■ 台灣之不寧靜全與大陸相處、相交、相容相

關。

■ 年輕一代不能靠政府，要靠自己立足社會，融

入世界。

■ 我們都是競爭力的信徒。

■ 「台灣蛙」跳上「大陸肩」─兩岸「小而美」與「大

而壯」的結合。

■ 啟「開放」門，破台灣「悶」。

（42）《百年仰望─ 20 位名人心目

         中的民國人物》

      （與張作錦、王力行合編，

         2011）

（43）《寧靜革命不寧靜》

      （2012）

（44）《詩歌人間》

      （與王力行總策劃，2013）

附註 ■ 蔣經國主政時期（1969~1988 年 1 月）。經濟平均成長率 9%。

■ 李登輝主政時期（1988 年 1 月 ~2000 年 5 月）。

■ 陳水扁主政時期（2000 年 5 月 ~2008 年 5 月）。

■ 馬英九主政時期（2008 年 5 月 ~）。

李、陳、馬三位總統二十五年執政經濟平均成長率約為 5.4%。

附註：個人著作除註明其他出版社外，均由「天下文化」出版

2000 ─ 09 ■ 「濫」無處不在。

■ 對價格太計較，對價值太輕視。

■ 新讀書主義。

■ 文化產品的豐富，才是現代社會的驕傲。

■ 一小座書城、一小方淨土─「人文空間」的誕

生。

■ 閱讀─終身的承諾。

■ 一架軍機換一個翻譯中心。

■ 大格局思維─「新台灣人」變成社會主流。

■ 「台灣優勢」比「台灣優先」重要。

■ 不獨不統下的兩岸雙贏。

■ 提倡有靈魂的知識經濟。

■ 開放社會才能提升競爭力。

■ 提升人的品質與生活的優質。

■ 培養科技腦、人文心、中華情、世界觀。

■ 「學習型台灣」才能歷久不衰。

■ 十年冷漠，唯有反冷漠。

■ 軟實力比硬實力對台灣更重要。

■ 「V 型」選擇是指七個因素同時改善：願景、

誠信、承諾、人才、開放、和解、年輕一代。

（30）《三人行看台灣新價值》

      （與張作錦、王力行合著，

         2000）

（31）《知識經濟之路》

      （與李誠合編，2000）

（32）《讀一流書、做一流人》

      （2001）

（33）《高希均筆下的人與書》

      （2002）

（34）《經濟學的新世界》

      （與林祖嘉等合著，2002）

（35）《一流書、一流人、一流社會》

      （與王力行合編，2002）

（36）《反冷漠的知識人》

      （2003）

（37）《八個觀念改善台灣》

      （2004）

（38）《星雲八十》

      （與王力行總策劃，2006）

（39）《兩岸經驗 20 年》

      （與李誠、林祖嘉合編，

         2006）

（40）《我們的 V 型選擇》

      （2007）

（41）《閱讀救自己》

      （2009）

30 31 32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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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在
大陸發表的簡體版著作
（共九本，其中三本係合編或合著）

1.《經濟人社會人文化人》（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2.《台灣經濟發展 1949 ─ 1989》（與李誠合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1992）

3.《天下那有白吃的午餐 ?》（北京三聯書店，1996）

4.《觀念播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

5.《構建一個乾淨社會》（上海三聯書店，1999）

6.《經濟學的世界 上》（與林祖嘉合著，北京三聯書店，1999）

7.《經濟學的世界 下》（與林祖嘉合著，北京三聯書店，2000）

8.《觀念創造奇蹟》（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9.《閱讀救自己》（人民出版社，2011）

1964 年到威州大教書，45 年後（2011 年）離開美國返台時，這幢房子捐贈給了學校。

校方取名為 Kao International House，作為國際學者交流。2002 年時留影於家中之藝術空間。                                    

1987 年家中庭院的春景。 

1 2 3 4

5 6 7 8 9

2000 年與孫兒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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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歲在上海。 1997 年在台大教書時。

1998 年在上海會晤汪道涵先生。在此前後曾多次見面。1971–1972 年在丹麥哥本哈根任教，與妻子及兒子（時十歲）、女兒（時八歲）留影於美人魚前。

1988 年 5 月為我離開大陸 39 年後首次回大陸，應北大校長丁石孫之邀講述「西方社會之進步觀念」。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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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5 月，左起王永慶夫婦與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夫婦在台北生活素質研究中心合影。 2011 年 9 月返威州大演講：「美、中、台的經濟前景」。

1990 年陪同威大校長 Gary Thibodeau 夫婦拜訪李國鼎資政（中間者），

右一為李亦園院士。

1994 年在舊金山參加戈巴契夫主辦的「世界領袖論壇」。左起：高希均、戈巴契夫夫婦、

前行政院長郝柏村、郝海宴教授。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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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星雲人文世界論壇」，右起蘇起博士、王發行人、星雲大師、傅高義教授、高教授。 2014 年 4 月 16 日事業群同仁們給我一個驚喜生日派對，這些工作伙伴與我一起

傳播進步觀念。（目前有 250 餘位同仁）

2013 年 3 月諾貝爾獎得主康納曼（中排左一）與馬總統應我們之邀在圓山飯店討論「理性思考與公共政策」。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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