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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介紹 ∣《政事此時此地》是左右對稱的設計圖，分別代表春夏及秋冬。盛夏時學校送舊迎新，歲末則有包種茶節和文化盃，而社團表演、大會考也成了青春回憶。
四維堂見證了政大人重要的里程碑，政事，就應該由此時此地娓娓說起。

# 政向思考

# 新生訓練

創刊號
發行人的話

歡迎新政大人！
校長郭明政期勉培養多元及跨國競爭力
校訊記者 劉文琳報導

莓、太陽花、反課綱等，塑造了現在的民主社

政大於 9 月 8、9 日舉行新生訓練，今年「政式

大的力量，可以就關注的事情表達看法、做出

啟航」活動因應防疫需求改以線上直播讓新生遠

距收看。所有師長透過螢幕歡迎新政大人，學務
處還拍攝影片教學解惑，對此，新任學生會會長
《政大校友》電子報，採月刊形式發行，每期規劃八個版面。

2020 年遭逢疫情挑戰，學校在短時間內即擬定周延措施，感謝教職員工生付出與努力，以及全球

校友的溫暖關懷，不管是異地辦公、93 校慶及畢業典禮，均在兼顧防疫之下圓滿完成。在此抗疫
的艱辛時刻，本校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強調以學生為中心，教學為主軸，重視國際發展及連
結，推動 E 計畫及大學社會責任 USR，得到高度肯定，並獲 3.3 億補助經費。這項計畫是未來三

年校務發展之重要軸心。獲得補助經費是起點，透過全體教職員工生齊心努力，使辦學成效最大
化，教研成果回饋國家社會，則是學校的下一項艱難任務。

將各種辦學成果廣泛周知，對內提升向心力，對外觸及社會各界、全球校友，提升整體形象，是

本校邁向頂尖的重要環節，這次《政大人》創刊目標即在透過資源整合效益，擴增影響力，進而

讓所有政大人在訊息分享與溝通當中，更了解、關懷及認同母校。創刊號是新的起點，這溫馨園
地需要大家合力呵護和灌溉，敬請每位政大人從此樂讀《政大人》，和我們一起攜手翻轉新頁，
共創未來。

校長

總編輯 朱詠薇、陳慧琦
陳巍杉、陳宜潔、陳家弘
主編
臺北市文山區 116 指南路二段 6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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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工作坊」等不同屬性活動，學校各單位包括

校長郭明政在開場時強調：「抗疫雖然艱辛，

但我們守住了！我們學校是安全的。」對新生
們暖心喊話，並熱情歡迎剛完成來臺檢疫的海

外新生，加入政大這個溫暖大家庭。同時，勉

整的校園資訊和生活攻略助新生認識學習環

境，期待他們能順利適應大學生活並善用學校
多元豐富的資源，開展不一樣的政大新生活。

勵新生培養跨國競爭力、多語訓練和迎接 E 世
代的能量。他也期勉來自弱勢家庭的孩子：「千

萬不要覺得那是弱點，反而是人生的禮物，因

為這會讓你更有能量。」學校提供多元獎學金，
讓同學有更多自我實現的可能，最後祝福新生
「在政大的日子快樂、幸福。」

黃承瀚上臺致詞表示，政大是一個能讓你多元

探索、嘗試錯誤的場域，希望大家都能在大學
由年輕人領導的學生運動，包括野百合、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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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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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總務處、學務處以及各系所，提供完

歌仔戲社於社團之夜展現唱腔與身段（照片來
源：學務處課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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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政
胡鴻仁
林佳和

是能順利地透過視訊跟大家聊一聊。」

時間」、「社團之夜」、「政式啟航」、「焦

政大首頁

發行人
顧問
總監

生會，一同落實校園民主。

新生訓練活動依序安排「小隊時間」、「院系

生活裡摸索出自己的輪廓。他也提到，在臺灣

郭明政

行動、進而改變社會。」藉此鼓勵新生加入學

政治三黃承瀚表示：「很遺憾沒辦法實際跟大家
互動。不過感謝所有新生週的籌備夥伴，今年還

《政大人》是國立政治大學的新刊物，合併原有的《政大校訊》及

會模樣。他指出，「身為青年的我們擁有無窮

創刊號

no.1

臺北市副市長
蔡炳坤
本報記者 陳家弘訊

「中美合作體育館兼活動中心落成鐫石誌念，
蔡炳坤認為一所偉大的大學要具備
歷史涵養與深度（攝影：秘書處）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臺北市副市長蔡炳坤一

字不差地背出四維堂落成碑的內容，也提起他
對四維堂的回憶與感想。

「以前常在裡面聽演講、考試。」以多功能禮堂為設計目的的四維堂即便經歷了退出

聯合國、中美斷交等歷史事件，也經歷過 921 大地震的洗禮，依舊在指南山下屹立不
搖一甲子。即便校園硬體環境日益充實完善，四維堂依然忠實地發揮它的設計初衷，
為校內大小活動、考試提供遮風避雨的場地。

話鋒一轉，蔡炳坤提起了「四維」的典故。「四維」出自《管子．牧民篇》：「何謂四維？

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又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再三強調「四
維」是維繫國家正常運作的根本，也是個人處世的標準。

「政大的四維堂、建中的紅樓都揭示了禮義廉恥。」民國 28 年，教育部訂定「禮義廉

恥」為全國各級學校共同校訓，四維的概念也因此反映在校舍建物命名與牌匾上。近
年來由於風氣改變，新建校舍也逐步捨棄四維標語及命名，僅能在部分老建築中尋找
四維曾經留下的足跡。

在發光

前 Facebook 產品行銷長
矽谷阿雅（鄭雅慈）

級
韓文系校友

級
教育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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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中的四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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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周佩怡編／鄭雅慈撰

「我戰戰兢兢地走上舞台，燈光很亮，看不清楚台下的
人，荒廢了兩年沒彈琴的手，有些顫抖。」鄭雅慈回想
著當年校歌比賽的細節，她表示韓文系同學就十幾個

人，別的大系可以挑選人參加比賽，但她們小系全員都
上還不夠人，自知大概比不過那些人才多又練習勤的大

系。「我將手輕輕放上琴鍵，當開始演奏那一剎那，緊

矽谷阿雅鼓勵學弟妹自己創
造機會（照片來源：鄭雅慈）

張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專注的當下。」回顧十多年的職涯，鄭雅慈覺得同校歌比
賽一樣，嘗試前總是緊張，但當真正開始著手，世界就只剩下她和挑戰了。
樓上校歌歌聲宏亮，震得四維堂一樓的自強報社社辦轟隆轟隆。
鄭雅慈當初飲恨沒考上新聞系，學校又很要求英文程度，而她當年英文「爛到爆」，
因此也無法轉系，於是轉而加入學校的校園報社。很多幹部們都跟她一樣，想到電視
台實習，但當時，大部分的電視台都規定要相關科系才能申請實習。她與幹部們約好

一起在社辦腦力激盪，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到電視台實習，正當大家集思廣益尋求突
破點之餘，她注意到一旁同學用剛成立的報紙《勁報》當桌墊，就靈機一動提議：「要
不我們先去報社實習好了？明年我們可以用報社實習的經驗，再去申請電視台實習，
電視台就不能說我們沒經驗！」

「非常欣慰政大能將果夫樓、

就這樣，鄭雅慈到了《勁報》實習，負責指導她的簡竹書是個才華洋溢的記者，總是

議。」蔡炳坤認為大學一定要

者的每一天都是未知，突破的唯一方法就是去試試看！」第二年，電視台果然破例收

志希樓及四維堂提報文資審

溫柔而堅定，不只啟蒙了鄭雅慈的職涯，更教她擁有迎向未知的勇氣，簡竹書常說：「記

有老樹、老房與老人，一所偉

了鄭雅慈這個非相關科系的大學生。但她灑脫地認為「很多時候，你不試試看，根本

大的大學不僅在軟硬體環境上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傲視全球，更要具備歷史涵養
的同時，也能了解構成現在的
過往歷史，讓四維堂成為連結
政大人過去與未來的橋樑，繼
續佇立在校園內提醒政大人切
實記得「禮義廉恥」。

臺北市副市長蔡炳坤（左二）曾
返校演講（照片來源：蔡炳坤）

級
民族所校友

本報記者 劉文琳訊

四維堂承載無數校友的珍貴回憶，或許是考試、社

團、畢業典禮。但對新任考試委員、現任原住民族委
員會副主委伊萬．納威（Iwan Nawi）來說，四維堂

有著更加特殊的意義，她笑著透露：「當時就是在四
維堂舉辦婚宴。」兩位新人打著赤腳，身著傳統賽德

對伊萬．納威來說四維堂有其
特殊意義（攝影：秘書處）

克服飾，就在原住民族歌手的伴唱下舉行婚禮宴客，她說：「這就是邱若龍的創意。」
伊萬 Iwan 回想在政大就讀民族系碩班時，與編繪《霧社事件》的著名漫畫家邱若龍結

婚的細節，兩人上午先在藝文中心舉辦邱若龍以賽德克族為主題的畫展與民族婚禮，
中午則到四維堂以自助餐的形式擺出原住民族特色料理與中、西餐，宴請親朋好友和
學校師長。

回到民風保守的 2000 年，年初時任民族學系主任林修澈，以及王雅萍、黃季平兩位
系上教師以特案專簽的方式，請當時的校長鄭瑞城批准學生伊萬 Iwan 與邱若龍在四

維堂辦理民族婚宴，而校長也欣然同意。邱若龍更以大大的新婚照片擋住講台上的國

父肖像，對此，鄭瑞城也持開放的態度並完全尊重，甚至擔任兩人的證婚人。於是兩
人，就在原住民族朋友的歌聲與全校師生的祝福聲中，完成一場與眾不同且難以忘懷
的婚禮。

邱若龍因本身對「霧社事
件」歷史背景的濃厚興趣，

花費數年創作臺灣原住民

族抗日的同名漫畫《霧社

Sep. 14

事件》，也以 16 釐米拍攝

克族與霧社事件》紀錄片。

2020

往後更擔任多部影視作品

美術指導，包括公視電視
伊萬．納威（左一）與著名漫畫家邱若龍在四維堂舉辦
民族婚禮（照片來源：伊萬．納威）

劇《風中緋櫻》、導演魏

德聖作品《海角七號》及

《賽德克．巴萊》等。

為例鼓勵政大學生：
「 有 時 候， 機 會 是
給 準 備 好 的 人 的，
但 其 他 時 候， 真 的
沒 有 機 會， 與 其 在
那 空 等， 不 如 自 己
創 造。 等 別 人 給 你
開 一 扇 窗 很 好， 但
偶 爾， 你 要 自 己 把
門 踹 開！ 如 果 你 追
鄭雅慈（左三）大學時期對四維堂充滿回憶（照片來源：鄭雅慈）

不 到 夢 想， 那 就 自
己創造它！」

第 21 屆學生會會長
黃承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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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周佩怡編／黃承瀚撰

新任學生會會長黃承瀚回首在政大的這些日子，早
晨步入校園、下課跑教室、傍晚搭乘政專回宿舍，
以黃承瀚為首的學生會努力打
造未來美好願景（照片來源：
黃承瀚）

總是可以看見四維堂在層層樹影下溫柔地佇立，彷
彿記錄著同學們在政大的時光。

「許多學生活動都在四維堂舉辦。」黃承瀚細數各種

不同活動，如系上制服日、政大之夜、社團展演、營隊、畢業典禮等，而他認為唯一共同
點就是走進四維堂時的期待與振奮，「四維堂以不同的色彩在政大人們的記憶裡鮮明。」
其實，校內學生自治組織的核心也在四維堂內。東側為學生議會辦公室，西側是學生
會、研學會辦公室；黃

承瀚表示四維堂除了是
校史演進的見證者，也
是學生自治的心臟，許

多前輩的努力都在這裡
傳承。

如同四維堂之於政大的
形象，以黃承瀚為首的

學生會期許未來帶給同
學們可靠、歡欣、貼近

〗

《Gaya ─ 1930 年 的 賽 德

鄭雅慈以自己

級
政治系學生

考試委員
伊萬．納威（Iwan Nawi）

89

四維堂是進校門後第一個映入眼簾的建築，六十多年屹立不搖，見證歡笑與淚水，成為政大最永久也最具代表性的精神象徵。
《政大人》創刊號，邀請不同世代分享對四維堂的記憶和故事，讓《政大人》挺政大人的故事，從四維堂開始說起！

與深度，讓學子在往未來邁進

同學的願景。「希望政

大人的生活在四維堂的
見證之下能夠變得更加
繽紛，精神歷久彌新、
生生不息。」

新任學生會會長黃承瀚（右一）認為四維堂除了是校史演
進的見證者，也是學生自治的心臟（照片來源：黃承瀚）

話題 政 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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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錫堃帶頭上課

公企中心開設碩士學分班
本報訊
立法院委託本校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以下簡稱公企中

游錫堃致詞時表示，「亡國必先亡史，臺灣應該要加強臺灣史教

練，並由文學院院長薛化元授課，日前舉辦始業式立法院長游錫

為臺灣人應知臺灣事，全國公務員對臺灣史認識不多，他認為全

心）規劃「109 年度職員教育訓練 - 臺灣史碩士學分班」教育訓
堃、秘書長林志嘉、副秘書長高明秋及本校校長郭明政、公企中
心主任顏玉明皆到場出席。

育，如果對歷史不瞭解，這樣國就不成國。」他進一步指出，身
國的公務員包括司法官、調查局、警察和軍檢等都應該要補強，
先從立法院做起，往後就有更多的公家機關可以參考跟進。

郭明政致詞時則強調終身學習的重要性，「政大以各位為榮，
各位也當以政大為榮。依自由之家對自由民主法治的評比，臺

灣是 93 分等级的國家，超越美國的 89 分。在此基礎上，臺灣
最受肯定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學 - 政治大學，也當是華人社會最領

先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此次由立法院帶頭推動 ，盼以後其

他公部門也能共同合作提供員工進修課程，豐富終身學習成長
的價值。

本次臺灣史課程設計除了呈現我國歷史多源且多元的特色，以及
民主化發展的軌跡之外，也希望參與學員透過本課程對外可以認
識臺灣國際地位的演變。授課教授薛化元認為歷史的發展脈絡反
映各階段臺灣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因為對自己土地不了解，
授課教授文學院院長薛化元盼透過課程讓大家多認識臺灣歷
史（攝影：秘書處）

領航臺灣新政大
109 年校務共識營

容易做出錯誤的判斷，盼透過這門課讓大家多認識臺灣歷史。該
課程約 30 名立法院職員報名，游錫堃則是第一位報名參加，他
笑稱：「雖然公務繁忙，但會盡量抽空參與每一堂課。」

立法院長游錫堃出席始業式，致詞指出身為臺灣人應知臺灣事
（攝影：秘書處）

培育人才莫忘初衷

109 學年度主管聯合交接典禮
本報記者 吳季柔訊

109 學年度主管聯合交接典禮日前於行政大樓會議室舉行，新舊主管齊聚一堂，氣氛熱絡。典禮開始由校長郭明政逐一頒發新、續
任主管聘書，並致贈紀念品予卸任主管，感謝同仁的辛勞付出。郭明政提醒同仁勿忘初衷，「選擇這裡，就是要投身教育，培育出
更多優秀學生。」

致詞開場時郭明政感慨防疫有成的艱辛與得來不易，「面對看不見的敵人，這一年大家真的辛苦了。」他也衷心期盼政大全體皆能
夠平安順遂；此外，他更肯定政大在人文學科的成績，鼓勵同仁抱有信心，「學校只有一個任務，目標就是培育人才，只有一個工
作就是教學，其他都是次要。」期待與政大學子共同成長。

卸任國合長蘇蘅代表卸任主管致詞，她認為政大的魅力在於人文傳統與各學科的卓越表現。回憶與政大結緣四十年，她感慨萬千，「政
大就像我的家一樣。」對於卸任她滿懷不捨，認為接任行政職務是很好的磨練，她笑說「郭校長與校務團隊都是沒日沒夜搏命演出，
為了政大的成績排名努力。」這段和大家共同打拚的點滴，她以泰戈爾經典語錄「天空沒有翅膀的痕跡，但我已飛過」感性作結。
校長郭明政主持共識營開幕並報告未來校務發展願景（攝影：
秘書處）

代表新任主管致詞的則是新任總務長張其恆，針對總務處的展望他認為最重要的責任在於提供後勤，以及學生、教學與行政團隊最有

效的協助。他也早已訂下新的目標，一是合格的餐飲服務，二則是校園環境美化，落實大學社會責任，打造更友善的工作與學習環境。

本報記者 姜期儒訊
本校 109 年暑期校務願景主管共識營，日前於行政大樓第一會

議室舉行。共識營由校長郭明政開幕致詞並報告未來校務發展願
景，隨後進行討論各國修課學制、系所評鑑結果及後續處理計
畫、海外招生及獎學金規劃，以及高教深耕 E 類課程（USR 及 E

平台相關課程）補助計畫。郭明政以「讓我們一起打造領航臺灣
的新政大」為題，期許團隊珍惜剩下的任期，並擔任好公共意志

的匯集者與執行者角色，讓政大不只是臺灣的大學、是亞洲的大
學，更是世界的大學。

郭明政提出七項工作重點，分別為深耕計畫、華人文化的國際連
結、國際與區域發展、多元學習、國際化、E 化教學及社會責任，

其中以「華人文化的國際連結」為重點項目。他指出，除持續運

作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也必須加強華語文師資培育及東南亞語
文教育。此外，國際化已是當代趨勢，郭明政除鼓勵系所培育學

生成為地球公民，更強調政大不會忽視本土教育，希望透過跨國
跨校學位學程建立體制性的合作，訓練跨國界的新生代領袖人才。
在校務願景方面，郭明政表示，政大會持續培育跨領域多元能力

的人才，並結合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爭取與國內外大學、政府、

企業合作的機會。至於教師聘任方面，今年的專任教師從 682 名
增加到 712 名，未來也將多元攬才並尊重各系所專業。另外，為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郭明政也鼓勵系所加開 E 化課程，或與國外
大學聯合授課，以補足無法進行國際交換的學生需求。

校長郭明政與卸任主管大合影（攝影：秘書處）
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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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世界校友總會籌備起跑
14 位產官學巨擘共襄盛舉

積極投入，即早實現。」除了擴大推廣校友證、
創立校友會館外，此刻正籌劃成立世界校友總

會以團結校友力量，而其他計畫也將源源而
出。

受老部屬趙怡之邀，前副總統蕭萬長在眾望所
歸之下慨然應允接下總會長職務。1961 年外
交系、1965 年外交所畢業的蕭萬長，提到求

學時期在政大滿載而歸，之後擔任公職出國訪
問時也經常受到海外校友的熱忱款待，因此他

對校訓「親愛精誠」四個字特別感到意義非凡。
蕭萬長希望未來的世界校友總會能成為校友與
在校學生交流的平台。

郭明政表示，「我會努力把政大打造為國際漢學
的重鎮。」 除了振興漢學、推展華語文與國際

合作以及關懷在地小農之外，郭明政也形容政大

前副總統蕭萬長希望未來的世界校友總會能成
為校友與在校學生交流的平台（攝影：秘書處）

是「南方世界的開拓者」。由 11 個國家舉行的

南島論壇，甫簽約決定由政大主導執行。他認為

與會校友們將全力協助母校世界校友總會的成立與運作（攝影：秘書處）
與會的 14 位政大校友都曾先後為產官學界巨

李慶平、以及仍在財經界擔任要角的樂天商銀

前新聞局長邵玉銘、前政大校長張京育、前考

德向邦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楊克誠。

擘。除兩位主人外，貴賓有前副總統蕭萬長、

本報記者 林亭訊

試院副院長吳容明、前經濟部長林義夫、前海

為籌劃世界校友總會，校長郭明政、副校長趙

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前立法院副院長鍾榮

怡日前於「校長之家」舉辦發起人會議，邀請

吉、前總統府資政胡為真、前中廣公司總經理

第一波傑出校友集思廣益、討論籌備事宜。

這一切都需要校友的支持與鼓勵，他說：「跟美

＃抗疫 Online

董事長簡明仁、新光金控副董事長李紀珠和美
趙怡強調，凝聚全球 14 萬校友的感情是未來

的重要使命，「這項任務非常艱巨，但我們將

＃新世代接棒

北加校友雲端感恩送暖

南加新會長洪巍盼經驗傳承

北加校友會不畏
疫 情， 5 0 多 人
線上歡送馬鍾
麟 處 長（ 照 片
來 源： 北 加 校
友會）
南加校友會訊

政大北加校友會成立至今 68 年， 註冊的成員近 600 位， 最年長

南加校友會由於武漢肺炎的影響，自年初即紛紛取消春節聯歡、

24 位理事們努力於校友的關懷與交流，希望無論在生活、職場、

例行月會也只有利用網路 zoom 來議事。

事業、家庭等等各方面，校友會是海外遊子一個「近親近鄰」的

高雄舉辦之校友世界嘉年華等各項活動。理事會因應變通，每月

溫馨加油站。

歲月如駒，一年一度的新會長選舉也已到來。由於疫情仍然可

北加校友會每年固定主辦的大型活動有新春團拜、BBQ 年會和

式提出以電郵寄出選票，並於 8 月 15 日線上理事會議報告選舉

重陽聚餐。 例行活動有「展卷社」定期舉辦主題演講討論 ；「登

山社」每月周末健走；還有 2019 年剛剛成立， 由前政聲合唱團

指揮姜靜芬及團長毛莉莉帶領的合唱團。同時校友會全力支持協
辦駐舊金山經濟文化辦事處及地方社區大小活動， 例如每年六月
的金山灣區華人運動大會，十月的國慶升旗典禮、遊行等。 每個

以電話關懷資深校友，確定大家都有口罩。電話上的歡喜問候閑
聊，倒也是意外的收穫。 不能見面聚會，只能藉由線上社交聯

誼，雲端空中見面的方式保持聯絡。7 月 11 日駐舊金山經文處
處長馬鍾麟的感恩祝福歡送會就是在雲端舉行的。

馬處長 1980 年外交系畢業，自 2015 上任以來，勤政親和、 認
真負責、事必躬親。無論是主流社會外交任務以及僑界社團的照

量，就能讓政大擁有更多資源與機會。」

出席的政大傑出校友們也紛紛發言，緬懷當年
指南山下的溫馨時光，並一致表達將全力協助
母校世界校友總會的成立與運作。

＃登高半世紀

政大登山隊喜迎 50 周年

早期山房旁的政大山風光，除了民國 67 年的校舍外，還有政大
山海報、背景最高的馬鞍狀高峰即為政大山（照片來源：政大登
山隊）

慮，經過選舉委員會及多方考量，選舉委員會已於 7 月 31 日正

政大登山隊訊

結果。

政大登山隊明（110）年即將創隊 50 年，所有曾在隊上長大的

唯一青年才俊候選人，95 級財政系校友洪巍特別於 8 月 1 日晚
間，在 Webex 發表政見及對未來的展望， 內容摘要如下：

月幾乎都至少有一個活動， 可謂熱鬧忙碌。

今年被疫情所擾，聚會活動相繼取消。 灣區居家防疫， 理事們

世界校友會是個絕佳的橋樑。只要匯集校友的力

洪巍不負眾望高票當選
2021 年南加校友會會長
（照片來源：南加校友會）

北加校友會訊
的校友是今年 100 歲的沈克勤大使。秉承「親愛精誠」的校訓，

國學界一樣，每個大學都是屬於校友的大學，而

政大人，無不歡欣期待同慶登山隊的 50 歲生日。

民國 60 年老山胞賴東魄（61 經濟畢）與陳遠建（61 中文畢）、

許嘉富（61 財稅畢）、陳榮昌（62 哲學畢）等人向學校爭取成
立登山社，當時因為登山風氣不盛、山林活動風險又高，學校考

一、如疫情禁令取消，將繼續傳承，舉辦新春聯歡年會（會
員大會）。

二、青銀同樂、世代共濟。招募聯繫新生校友，提供生活

慮再三，不敢貿然應允，後來在體育組大力支持下，政大登山隊

才順利誕生，並且因為有指導老師制，山隊組織及出團均很嚴

謹，曾經一度是學校的「校隊」，隊員多達五百多人，是政大最
大的社團組織。

及求職輔助，幫助年輕或新移民校友接軌南加生活。

在校社團生命期雖只有四年，一群熱愛山野的老山胞號召下，畢

友資訊產品使用技能，建立南加州學業傳承網路。

室，剛好是「吾愛山」諧音），延續了旺盛的登山隊活力，五十

生活 E 化、新知不隔離，透過課程及分享全面升級校

業的山胞成立了五二三登山會（當時社團活動報名都在 523 教

年來，政大登山隊培養出很多優秀的人才，除了有持續在山野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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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成績斐然，深得中外人士的愛戴。 如此傑出的外交人才，

三、中流砥柱、菁英輩出。推動缐上課程，邀請校友分享

儷，待人處事真誠實在，而且多才多藝，隨時可以高歌一曲，感

校友優質企業推廣：舉辦新知講座、企業參訪等活動，

政大登山隊 50 周年慶祝活動正積極準備中，包括製作限量版登

分享師徒制，按產業分組校友提供經驗傳承。

國際性登山論壇、50 周年史料及登山裝備展，還有復刻版的全

政大校友與有榮焉。夫人謝寳玉端莊嫻雅、蕙質蘭心。處長賢伉
動衆人。

馬處長對校友會的支持不遺餘力。校友會的活動，必定在百忙之

中， 撥冗蒞臨，而且多是全程參與， 是落實「親愛精誠」校訓

資訊新知，透過網路讓校友們的寶貴經驗得以發揚。
並支持校友推廣優質企業。職涯導師：建立美國職涯

域引領風潮的專才，也有在各行各業的領袖。

山隊外套（小狐狸品牌獨家款）、製作 50 周年紀念專刊、舉辦
校越野健行。

的最佳表範。馬處長任滿回臺述職，校友們萬分的不捨。 衷心祝

參與 Webex 會議的歴屆會長及理事，均對 2021 年新任會長寄

不管在校時是否曾在登山隊駐留，或是現在喜歡戶外到處走走，

會在各行各業努力前行，繼續加油！

會長鴻圖大展，並成為母校與校友之間強而有力的橋梁。

網站（523.org.tw）或 FB 臉書官網「中華民國五二三登山會」。

福處長伉儷鵬程萬里、順心如意。感恩母校栽培之餘，北加校友

予厚望並正面肯定，且允諾將鼎力相助。校友們也在此預祝新任

歡迎大家加入 523 登山會這個大家庭。相關訊息可以參考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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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真理與正義是臺灣的劍與盔甲
捷克參議長韋德齊期勉政大

本報記者 許靜之訊

「捷克是臺灣最好的朋友，政大則是與捷克大學密切交流

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Miloš Vystrčil）日前赴政大發表

定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學，也對臺灣自由民主法治有許多貢

在臺首場公開演講，隨行參訪團包括布拉格市長賀瑞普
（Zdeněk Hřib）、捷克科學院副院長、大學校長、布拉格

愛樂樂團總監等學術研究機構、文化與媒體界代表等 44 人。
政大是全臺唯一設有捷克語學程的大學，與捷克交流往

來 也 十 分 頻 繁。2004 年 政 大 曾 頒 授 捷 克 前 總 統 哈 維 爾

的大學。」校長郭明政致詞表示，政治大學是臺灣最受肯
獻。此外，郭明政也引用清朝詩人孫星衍所說的「最難風
雨故人來」，形容在疫情的艱困時刻，有老朋友到訪，是

最難能可貴的美事。他也期許未來有更多政大師生到捷克，
也希望捷克的學生與學者到政大，促進雙方、三方的聯合
教學計劃。

（Václav Havel）名譽文學博士學位，肯定哈維爾推動行

外交部長吳釗燮則表示，韋德齊參議長雖是第一次訪問臺

賀瑞普及眾議院議員 Jakub Michalek 一行七人也曾拜訪

政大舉辦，「這讓身為政大校友的我深感榮幸，也很高興

政改革、民主政治及文學戲劇等領域的傑出貢獻；2019 年
政大。

灣，但對臺灣非常瞭解，所以將訪臺的第一場演講選擇在
擔任引言人。」吳釗燮也提及，政大長期扮演臺灣與捷克
友好關係的推手，「我要代表外交部表示誠摯的感謝。」

捷克參議長韋德齊以「行動是最好的語言」為題在政大發
表演說。「臺灣跟捷克最主要的共同點，同時也是我們最
大的優勢，就是我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國家。」韋德齊表

示，自由、真理與正義既是臺灣的劍、也是最堅強盔甲，
他呼籲臺灣民眾珍惜自己的寶劍和盔甲。

活動最後，政大準備校長郭明政親手栽種並得獎的茶葉、
唱團」的專輯，贈送給韋德齊議長。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

校長郭明政親手栽種並得獎的茶葉、臺華窯（Tai-Hwa）
製作的茶杯，以及「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的專輯，贈送
給韋德齊議長（攝影：秘書處）

心力量的他們，被譽為「臺灣的維也納合唱團」。韋德齊

天這個歷史的時刻，更是為了讓大家記住真理、自由、公

臺華窯（Tai-Hwa）製作的茶杯，以及「臺灣原聲童聲合
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與政大校長郭明政致贈儀式結束後
碰肘致意（攝影：秘書處）

由玉山當地布農族的小朋友組成。歌聲清澈、有著撫慰人
則回贈捷克共和國參議院紀念牌，他表示這不僅是紀念今

義是捍衛民主最重要的武器。

捷報！七名政大人入選籃球國家隊

盡力的他總是在場上給予建議和幫助。此外，
防護、體能、數據與學生管理團隊的默默付出

政大雄鷹再創紀錄

成員游艾喆和王凱裕則一同獲選亞洲 U18 青

政大雄鷹籃球隊喜傳捷報，包含田浩、洪楷

2021 世大運培訓隊的行列，共計七名球員名

並於八月中參加集訓，升上大一的兩名雄鷹新

練、比賽前後進行訓練、按摩照護、剪輯影片

與後勤補給，就是希望球隊能充分準備比賽，

本報記者 劉文琳訊
傑、張鎮衙和林彥廷在內的球員加入中華白隊

更是球隊不可或缺的角色，他們不僅在每次訓
爭取最佳成績。

年籃球代表隊選手，二年級的林勵則會加入

學生運動員都會為未來出路擔憂，對此總監孫

列國家代表隊，創隊史紀錄也替雄鷹團隊注入

間有限，最怕耽誤自己成長的機會，在追求運

強心針。

秉宏表示理解：「運動員當然會擔心，因為時

政大雄鷹籃球隊隊員們期許自己「儲備好能量，
自信出校門」（照片來源：政大雄鷹籃球隊）
此外，今年首辦的王輝盃以雄鷹創辦人姜豐年
的教練為名，旨在延續嘉義高中教練王輝一生

動表現的同時也希望多一份保障，因此選擇政

大。」政大雄鷹隊已經幫球員們規劃好未來出
路，透過校友各領域資源，目前也有球員已考
取相關證照並共同經營「政大雄鷹運動複合式
創意空間 NCCU Griffins Studio 62」，來到本

校不僅是一個選擇，而是更多機會的開始！

奉獻於籃球的熱情，吸引了國中、高中與大學
共 72 支勁旅前來大顯身手，眾多 UBA（大專

校院籃球運動聯賽）強隊也參與其中。政大雄
鷹籃球隊則在王輝盃分組預賽三連勝，進入四

強，四強戰逆轉擊敗世新大學，冠軍戰又再度
擊敗國立體大，全勝封王。奪下政大雄鷹籃球
隊成立以來的隊史首冠！

雄鷹除了有發光發熱的球員，更有資歷豐厚的
教練團隊，總教練陳子威與助理教練范耿祥皆
政大雄鷹籃球隊在王輝盃冠軍戰中擊敗國體大封王，奪下隊史首冠（照片來源：政大雄鷹籃球隊）

歡迎
來稿

為前 SBL（超級籃球聯賽）與中華男籃代表隊
選手，范耿祥更是達欣籃球隊前總教練，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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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更多校友專訪

本報記者 張維容訊

「機會、命運，請選擇！」益智競賽節目中說

「廣結善緣最重要。」謝震武曾任職台視法務

畢業於社會學系，音樂製作資歷超過 30 年，

系校友謝震武律師的印象，他也樂意向政大人

約。基於廣結善緣與增加實務經驗的動機，他

仍在第一線親力親為地玩音樂，也因此玩出一

話得體、舉止溫文的主持風格是許多人對法律
分享法律界、演藝圈雙棲多年的經驗，以及豐
富的閱歷傳承。

人員，經常接觸許多外單位節目製作人與合
常幫這些製作人們免費處理法律問題與討論合

約，也因此結交了許多演藝圈朋友，開啟他法

陳子鴻堪稱華語樂壇的金牌音樂製作人，至今
套獨特的處世哲學。

律演藝雙棲的道路。

憶政大，立定音樂志向

勉後進，傾聽不計近利

回憶起政大點滴，陳子鴻如數家珍地說起年少

三千人，卻只錄取六個名額，讓許多法律系同

「人為什麼兩隻耳朵，一張嘴巴？就是要人學

栽入音樂的世界，並與現任立委羅致政、已故

面對的競爭，謝震武頗有感觸。「系上法治斌

誌》票選為「說話最得體名人」第一名的謝震

憶恩師，堅定律師職志
「大一升大二那年，參加律師高考的有兩、

學人心惶惶。」回想起政大求學歷程與法律系
教授勉勵我們受過法律系的訓練，在邏輯能力
與思考上比別人強，這是許多企業所需要的人

才。未來各方面對法律人才需求大，千萬不要
妄自菲薄。」也因為法教授的這一席話，讓謝
震武立定終身職志，最終考取律師執照。

武向政大人分享他的「傾聽哲學」：在學說話
之前先學會聽話，把話聽清楚，才能夠將話說

歌手張雨生等人組成樂團；更為了買樂器、練
樂團而遠登指南宮吃齋飯省錢，甚至只有白飯
配醬油也甘之如飴。

的正確且得體。

趁著年輕為熱情放手一博

「不要計較眼下利益。」謝震武更勉勵政大人

彈吉他、玩樂團是陳子鴻大學時期的熱情所

積人和，總有一天這些人脈會成為生命中的貴

業仍容易被視為離經叛道，陳子鴻也一度為

把握當下，廣結善緣。唯有自然真誠付出、累
人、成功的基石。

法律系校友

說話最得體名人
謝震武耐心傾聽

級

71

會傾聽。」2008 年被《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

時期的輕狂記事。大學時期加入吉他社，一頭

72

社會系校友

逢機運，法律演藝雙棲

級

本報記者 陳家弘訊

陳子鴻勉政大人
勇敢追夢
終身學習

6

面 對談

政

從練習中獲取靈感

在。然而在當時，一個政大畢業生以音樂為志

「不要太相信靈感，要不斷的練習。」陳子鴻

此感到迷惘、徬徨。”Dream An Impossible

主要來源。平時對生活仔細的感受，再佐以毫

Dream.” 這 句 話 給 了 他 逐 夢 的 勇

氣，陳子鴻至今仍深深

感念當時陳秉璋
老師的鼓
勵。

認為音樂跟運動一樣，不斷的練習才是刺激的
不鬆懈地練習，靈感往往就在練習時迸出。

Dream An
Impossible
Dream
終身學習 never too late

陳子鴻勉勵政大學子，年輕時為了

充實自己要不斷的學習，等到有一
天不再需要為謀生努力時，仍要

廣結善緣

持續學習。”never too late”也
是陳子鴻的座右銘，只要敢於開

始，永遠都不嫌晚。

一生懸命，在音樂路上找到一輩子

的快樂

政大畢業，到 40 歲那年再重回校園，

陳子鴻說自己最認真學習的時光，就

是讀政大 EMBA 時期。人生有很多階

段，直到那個時間點才真正知道自己為

了什麼讀書。他也以自己執著在音樂這
條路上的故事，鼓勵大家找到自己
最愛的事情，花一輩子的力氣
做到好，他在音樂這條路
上找到了快樂，也立

志幫助身邊的朋
友快樂。

85 級
89 級

資科系校友
資管所校友

Serverless：微軟總經理潘先國剖析雲端趨勢

本報記者 林柔榕訊

販賣機結合大數據統計員工飲料選擇，計算

防守，「正是這堂課讓我意識到資訊安全是
非常重要的議題。」

飲用量、銷售量、糖分熱量攝取比例，資科

雲端創造無限可能

總經理潘先國為我們展示台灣微軟工作環境

潘先國表示，現今企業若想站在巨人肩膀上

系、資管所校友，台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
Sep. 14

與企業合作成果，帶政大人一窺雲端結合數
位轉型的趨勢。

2020

求學時期多方嘗試
談起當年政大求學歷程，胡毓忠老師的資訊
安全課程讓潘先國印象最為深刻。胡老師將
學生分成駭客組與防禦組，駭客組可以隨時
發動攻擊，因此防禦組就連半夜也不可怠慢

發展核心競爭力，將資源放到雲端儲存、運

算是較合理的選擇。除了雲端安全性高、速
度快外，企業亦不需自行採購伺服器，可將
相關預算更為彈性、合理運用。前陣子政府

伺服器，短時間湧入多少流量都不會造成問
題。」

為振興經濟發放許多券，但往往網站剛開放

鼓勵政大人培養資訊素養

伺 服 器 備 援 及 網 路 頻 寬 不 足 以 負 荷 所 致。

潘先國認為，現今學校可透過雲端運算，而非

不久便癱瘓。這是因為政府部門預算有限，

「運用雲端的運算資源，企業不需自行架設

雲端創造無限可能

購置伺服器等硬體資源，以建構 Serverless
Campus 為數位轉型目標。教學方面亦應讓

學生多接觸 AI、資訊相關方面的知識，「不
論什麼科系，都可以使用一些簡單程式語法

與 模 組 或 開 發 APP， 為 本 科 系 專 業 職 能 加

值。」潘先國也勉勵政大的學弟妹，即便非

資訊背景，也要多接觸以培養資訊素養，並
增強自己的英文能力，透過自己的軟實力，
看見更寬廣的世界。

政

點服務

居家偶拾
副校長 趙怡

7

< # 政議論棧 >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疫情有增無已。至目前為

會他生於憂患長於困頓而能行道天下，終底於

案例超過 2,700 萬，死亡超過 80 萬人（註：截

財無勢的小和尚，如何能憑著一己之力蛻變成

止，已有超過 180 個國家受到病毒侵襲，確診
至 9 月 7 日止），成為近 100 年來危害人類社

會幅員最大的浩劫。臺灣的防疫工作做得較為

妥適，疫情相對緩和，大家最感到頭痛的反倒
是心理的焦慮和行動的不便吧 !

不過也因此，生活中多出不少居家自修的機會。
這陣子我拜讀了幾本星雲大師的著作，用心體

成的奇妙經歷，也細細思索一名無依無靠、無

慨地說：「沒看這部影片之前，常把『愛臺灣』

掛在嘴邊，現在想想只能算是句空洞的口號。」

舉世同欽的宗教領袖和社會教育家、改革者；

當然，最值得省思的，還是由新冠病毒和極端

面呈現出令人驚豔的東臺灣原生態以及他僻居

帶來的警語：大自然的力量正對人類劣質文明

在網路上觀賞到詩人蔣勳用最優美的文字與畫

池上小鎮的恬淡生活意境；一部兩岸合製的歷
史紀錄電視影集「過臺灣」從塵封的書櫃中進
入眼簾，讓一家人首次對臺灣近代演進過程有

了完整而清晰的認識，一口氣看完它，女兒感

氣候變遷如嚴冬酷暑、豪雨澇災、枯水乾旱所
做一次次的反撲。無論是空氣河川的汙染、山
崖林木的濫墾、海底景觀的破壞，還是野生動
物的殘害，都無需等到戰爭的降臨，皆足以把
地球人推向滅絕的邊緣。

政需您的加入

成為學生的希望曙光！

為使弱勢學生安心就學，不因打工或經濟因素無法專心導致學
習發展受限，本校依照學生不同學習需求規劃經濟扶助、提升
入學機會、職涯發展等面向，誠摯邀請您攜手響應希望種子培

育計畫捐款行動，一份扶持的力量，幫助一顆希望種子的培育，
衷心期盼能得到您的支持，您的涓滴贊助，將積少成多、聚沙

成塔，輔助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更是政大校訓「親愛精誠」
的極致發揮。

請 即 掃 描 QR CODE 線 上 捐 政 ( 或 填 寫 捐 政 意 願 書 )， 郵 寄、 傳 真 或

email 至本校秘書處，並指定捐贈「高教深耕 - 希望種子培育計畫」 ( 對

國立大學捐款視為捐款政府機關，可 100% 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 / 企
業營利所得總額中列舉扣除稅額 )

政大校友
服務中心

創意變現工作坊

L

Line 官方帳號正式上線
校友活動消息不漏接！

人氣 Youtuber 返校啦！

Tiffany 的頻道「講日文的臺灣女生」創立不到 5 年已有 13 萬訂閱，目前是一週二更的高產
創作者。

本次講座將分享她出走東京一年的交換生活、日語口譯從業心得，以及在大學

期間誤打誤撞開啟的自媒體事業，讓她從一介迷妹搖身成為人氣網紅 ... 想知道
Tiffany 一路走來的箇中滋味嗎？ 9/17 讓我們相約好『日』子吧！

報名

許皓宜堪稱斜槓界翹楚，本身從中文系跨足心理學，又從教職搖身成為暢銷作家，最新身份
則是政大傳院在學中。

本次講座將分享她跨領域進修的初衷及心路歷程，並跟同學聊聊校園人際、職場

焦慮等議題，無論是新生還是即將畢業的老屁股，都歡迎一起來跟這位斜槓心理
師 Talk Talk ！

報名
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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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CU

Spotlight

“My NCCU” is a new publication released regularly b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ublished monthly and featuring an eight-page
layout, it represents a merger between the e-newsletters “NCCU
Campus News” and “NCCU Alumni.”

In the midst of adversity spawned by a global pandemic,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HESP) saw NCCU take a more student-centered approach, prioritize
teaching, and stres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forging of global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has promoted “Project E” and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receiving emphatic praise
and garnering NT 330 million in subsidies. HESP represents the focal point of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in the coming three years.
Indeed, receiving subsidy funding is merely the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entire body of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NCCU seeks to maximize the efficiency of its
administration; its next major feat will be to contribute to broader society and the nation through
its achievements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A message
from
the publisher

NCCU strides toward the apex of higher educa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vital steps: It widely
publicizes its accomplishments, builds internal cohesion, keeps contact with various social
sectors and alumni, and strengthens its overall image. By more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resources,
and thereby strengthening its impact, “My NCCU” serves to unite all stakeholders in a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communication, allowing students and alumni alike to better
understand, care for, and identify with their alma mater. This publication symbolizes a new joint
space, kind of like a sunny garden which everyone is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and nurturing.

I

n 2020,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 of a pandemic, NCCU took no time to draft a comprehensive
range of countermeasures.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for their tireless
sacrifices and efforts, as well as alumni around the world for their warmth and concern. Taking
precautions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we were still able to pull together and ensure
everything went smoothly, including office relocation, the 93rd-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and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I sincerely invite all Chengchi University folk to take joy in reading “My NCCU.” Together, let us
start a new chapter and join hands to create the future.

The 2020 Joint Handover Ceremony for Supervisors –

# Lo Chia-Luen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Lecture Series

Nurturing Talent
while Keeping in Mind
One's Initial Aspirations

		Dr. Kuo Ming-cheng, NCCU President

Third Committee Meeting Held;
Recipients of 1st Research
Scholarship Announced

Written by journalist Wu Chi-Rou

T

he 2020 Joint Handover Ceremony
for Supervisors was recently held
in confer ence roo m of the NC CU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The ceremony
featured a lively atmosphere, with all
incoming and outgoing supervisors gathered
together in one room. As it kicked off,
President Kuo Ming-Cheng presented
Certificates of Appointment to new and
continuing supervisors, and gave mementos
to outgoing supervisors, thanking them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commitment. President
Kuo urged attendees to keep in mind their
initial aspirations: “Having chosen to be here,
you must commit to education, to nurturing
ever more talented students.” We look
forward to growing and learning together with

NCCU students, he added.
During his opening address, President Kuo
lamented the painstaking lengths supervisors
had to go through 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contain COVID-19: “This year you were all
faced with an invisible enemy, and you truly
worked around the clock.” He expressed his
sincere hope that the entire body of NCCU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would remain
safe and healthy. He also commended
the strides made by NCCU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encouraging staff to have more
confidence in what they do: “The University
only has one mission, which is nurturing
talented individuals. Its sole task is to teach;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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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Kuo Mingcheng takes a group
photo with outgoing
supervisors (Photo by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iat)

A group photo of committee members attending the 3rd Lo Chia-Luen ICSLS Committee Meeting (Photo by the Lo
Chia-Luen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Lecture Series Office)
Article by the Office for the Lo Chia-Luen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Lecture Series

T

he third committee meeting for the
Lo Chia-Luen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Lecture Series (ICSLS) recently
convened, with committee members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three issues: Naming the
chair professor for the 2nd Lo Chia-Luen
Lecture Series, confirming the list of recipients
of the Lo Chia-Luen ICSLS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appointing the new director
of the Lo Chia-Luen Lecture Series Office for
the next round of lectures.
Given the unpredictable nature of the global
pandemic and the abundance of outstanding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Taiwan, after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academician and historian Tu Cheng-sheng
to be chair professor of the 2nd Lecture
Series; while academician and historical

scholar Fansen Wang will serve as the chair
professor of the 3rd Lecture Series. By
unanimous resolution, the committee also
designated Yang Jui-sung, the associate dean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to continue on as
the director of the Lecture Series Office.
Regarding the 1st Lo Chia-Luen ICSLS
Research Scholarship, applications were
submitted by applicants in 15 countries
and first reviewed by professors in each
academic discipline and then raised in a
committee meeting for resolution. 12 research
scholarships were granted in total, with
recipients hailing from prestigious institutions
such as Harvard University, US, Hamburg
University, Germany, Tel Aviv University,
Israel, and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a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