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了告別莊外這個老朋友，95 級法律系、99 級法研所校友許品逸特地向法院告假，帶著 2 歲的寶
貝兒子，和當時總是等在莊外門口的學長，也是現在的丈夫，一家 3 人前來緬懷曾經的青春歲月。

許品逸如今是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丈夫陳俊元則同為法律系校友、現任政大風管系教授兼系主
任。兩人最初相識是在法律系桌球隊，交往的第一年許品逸住在莊外，她仍記得那時陳俊元會騎著

摩托車，在莊外的巷口等她。對於當時的房型是 4 人或 6 人記憶已經模糊，但對宿舍外的滷味攤，
仍念念不忘。莊外見證了愛情，在他們的戀愛史中佔據了一席之地。 

許品逸感性表示，畢業後的這幾年，看著政大景物一點一滴地改變，熟悉的建築物被新大樓取
代，難免會有些許惆悵。如今莊外也即將成為「回憶限定」，只能透過照片與記憶回溯它的樣貌，
但在其中度過的青春年華，會永存政大人心中，成為不會被時間沖淡的燦爛風景。

本報記者 許靜之

「這 41 年來，莊敬外舍默默地承載了學生的生活點滴跟故
事。」副校長王文杰表示，莊敬外舍是許多政大人共同的回憶，
目前階段性任務已結束並功成身退，9 月後交予臺北市捷運局
進行盤點與拆除，未來將成為捷運環狀線的站點，預計於民國
117 年完工。 

莊敬外舍位於東側門對面的巷子內，隔著指南路與學思樓、商
學院相望，佔地約 3,000 坪，建築陸續在民國 68 年、70 年與
73 年落成，早期是女生宿舍，近年則是四、五舍為男生宿舍，
六至八舍維持提供女生住宿。

王文杰指出，未來的捷運政大站目前規劃至少有南北兩個出
口，南出口位於現莊敬外舍的大門，將連接山下校區的東側
門、以及指南校區的達賢圖書館；北出口則位於萬壽路上的
JASONS 超市附近一帶。
 

此外，在捷運站的站體上方，「目前規劃成為學校新的地標建
築，也就是未來國際大學城的入口。」王文杰表示，捷運站落成
後，將成為政大附近最重要的交通要衝與命脈，也會是政大重要
的「門面」之一，因此將妥善設計捷運站相關的建築與空間。 

捷運政大站位於環狀線的南環區段，採地下化的方式，捷運必
須穿山過河，而政大站因為面積夠大，將作為捷運局施工雙向
潛盾工法的區域，施工過程可能會有大量的土方產生。 「開始
施工之後，政大附近可能會出現一段交通黑暗期。」王文杰坦
言，未來師生在進出校園時可能會受到影響，不過北市捷運局
將建立施工安全的必要措施，也會再與校方進行討論。

王文杰勉勵：「為了讓政大達成國際大學城的標準，大家必須在
莊外拆除後度過這段住宿痛苦期，未來於指南校區將提供學生
更多、更好的住宿環境，捷運站的落成也將幫助政大連結市區交
通，政大站也將是首座建在校園內的捷運站。」大家共體時艱，
成就更便利、更舒適的校園。

莊敬外舍特輯

♦封面故事 — 許品逸

莊敬外舍功成身退
捷運站體上方將規劃新「地標建築」

政大人    no.10

副校長王文杰盼大家共體時艱，一起度過交通黑暗期，成就
舒適的校園（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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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劉文琳

為了紀念這個承載政大學生 40 年回憶的宿舍，
學務處住宿組特地舉辦「告別莊敬外舍．巡禮
活動」，開放部份寢室與公共區域供政大校友
打卡拍照，三天巡禮活動吸引超過兩百位校友
回校緬懷青春。副校長王文杰表示：「莊敬外
舍記錄了政大人的少女時代點滴，今年功成身
退，希望在它消失前透過巡禮緬懷，以感謝它
帶給我們的回憶。」 

新舊校友對老宿舍有著許多不同的記憶，副校
長王文杰回憶起學生時期，都會去莊外宿舍接
送女朋友，也是現在的副校長夫人，趁著巡禮
徵稿頒獎典禮，兩人終於在莊外宿舍合法同
框，「莊外宿舍從民國 70 年到現在，今天是
跟我太太認識 30 幾年後，唯一一次一起合法
進來參觀，大家對莊外都有難以割捨的感情。」

莊敬外舍告別活動　吸引超過兩百位校友參與

替代宿舍評估

其
他

1. 宿學會預計在所有中繼宿舍中，成立住戶交流社群，讓同學有管道反映生活問題。
2. 目前包括租金補貼、台北國際學舍、華梵大學等案，將一併提請下次校基會討論。
3. 另校外租賃租金補貼考量到經費有限，校方正積極研擬實施原則。目前預計會以校內住宿候補名單中的同學為申請對象。

宿學會也呼籲學校能提供合理且能實質減輕學生負擔的補貼方案，補償有實質住宿需求卻受影響的未中籤同學。 資料來源：周佩怡採訪整理

地址
床數

啟用時間
宿舍情況

交通
備註

木柵農會附近
��戶，��床
���年�月
須自備傢俱、家電。
已有智慧型電子門鎖、
冰箱、洗衣機
公車�分鐘
已滿租

久康街社會住宅

地址
床數

啟用時間
宿舍情況

交通

石碇入山��分鐘
���床
已開放申請
有交誼廳、冰箱、
簡易加熱設備、電視、
電腦、Wii遊樂設施、
健身器材、販賣機
自駕��~��分鐘
公車��~��分鐘

華梵大學

四人雅房：�,���元/床(預計)

��,���元（補貼宿費之差額）�,���-�,���元/學期學校提供宿費補貼

地址
床數

啟用時間
宿舍情況

交通

備註

近七張捷運站與北二高新店交流道
��床
已開放申請
設有中央空調及免費WiFi，
且有健身房、閱覽室、交誼廳、
洗衣房、廚房、販賣機、會議室
自駕��~��分鐘
公車��分鐘
上午有學舍專車
雅房人數>��，每床減�,���元

宿學會建議∣若校基會給予補助，宿費有望接近原有莊外水準，近日刊登的
申請資訊也已引起討論。宿學會樂見其成，並持續關切同學入住後所反映的
生活問題。

台北國際學舍

雙人套房（��床）：��,���元
三人套房（�床）   ：��,���元

費用

地址
床數

啟用時間
交通

學校附近
���床
最快明年�月、最慢�月完工
走路�分鐘

化南新村

地址
床數

啟用時間

校內
���床
最快明年��月

宿學會建議∣擔心提案不及校內
審議時程、營建業缺工、招標不
順等外在因素造成時程延宕。

社資大樓

＊不含租用傢俱、網路、水電、管理費

一人房型（兩人套房）
��坪：��,���元/房
��坪：��,���元/房

兩人房型（四人套房）
��,���元/房

單人雅房（��床）：��,���元
雙人雅房（��床）：��,���元每學期

待校基會確認 待校基會確認
學校提供宿費補貼

費用

費用
每月

每年

宿學會建議∣若因申請人數過少，可能因成本因素不會有政大
的交通車，故須思考低申請率造成的相關問題，並保障住宿生
的交通權益。

宿學會建議∣最主要的問題是租金過高，因此希望學校
加快與市政府斡旋的腳步，協調出適用政大學生的租金
減免方案。

宿學會建議∣雖受疫情影響導致完
工時間不定，但仍建議學校督促並
隨時公開、追蹤施工進度，確保能
盡快完成。

王文杰致贈親自以毛筆書寫的感謝狀，送給
徵稿得獎校友，表達對莊外這個老朋友的支
持與重視。學務長郭秋雯則是記得，當時宿
舍規劃是跟系上同學同寢室，大家早上都會
講好輪流去上課點名的有趣過往。民國 108
年畢業的民族系校友李沅臻，特地和母親一
同來到宿舍合影，她說現在工作上的主管也
是政大校友，交代她要多拍些懷舊照片留存，
政大人都對這承載著青春年華的校舍即將消
失深感不捨。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謝謝莊外曾經在 4 萬多
政大人的青春裡路過，在老朋友即將消失前，
住宿組開放各舍寢室提供校友回味過往時光，
更 用 心 的 製 作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手 拿
板提供打卡拍照，莊敬四舍交誼廳中播放著秘
書處精心拍攝製作的回顧影片，宿舍公共空間
更是貼滿學生投稿照片，不論是常來溜達的貓
咪，還是衣櫃掛鉤的痕跡，相信都已經烙印在
校友們的心裡。 學務處住宿組特別舉辦「告別莊敬外舍．巡禮活動」，副校長王文杰（中）等教職員及校友共襄

盛舉（攝影：秘書處）

莊外宿舍
紀錄影片

Aug. 15     2021

告別莊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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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劉文琳

目前擔任內政部戶政司司長的張琬宜，一聽說
未來莊外宿舍將進行的改建計畫，開心地與我
們分享自己的青春回憶。在 6 人一室的上下鋪
寢室中，笑聲總是充斥著整個房間，室友們時
常一起煮菜、吃飯、打橋牌、談心說笑，張琬

本報記者 周佩怡

面對莊敬外舍拆除，曾以研究生身份住宿的中
文系教授高莉芬不捨地表示，「為了讓政大在
交通上可以更快速與世界接軌，也只能抱著感
謝的心情和它告別。」

談起住宿原因，家住臺北的高莉芬解釋，寫碩
士論文必須時常借閱大量、厚重的圖書文獻資
料，搬運回家十分不便，於是申請入住莊外宿
舍。又恰逢有人退宿，她得以幸運地一人使用
雙人房，如此一來，不僅離校內圖書館近，空
間也很寧靜，十分符合寫作需求，就這樣她展
開為期一年的住宿生活。

高莉芬當時住在莊敬外舍最外面一棟，與校外餐

本報記者 吳季柔

「它要拆掉的時候我會再回來，陪它到整個
結束。」負責政治大學莊敬外舍業務近十年
的輔導員陳泓仁淡淡地說。

陳泓仁細數十年間的點點滴滴，民國 100 年
初到政大，他便參與了外舍天花板翻修的大
工程，緊接著隔年則處理全面裝設冷暖變頻
冷氣，他說明早期宿舍並沒有冷氣，「只有
裝排風扇和紗窗。」民國 105 年交誼廳局部
翻修的規劃與執行也是陳泓仁一手包辦，他
以木質溫馨風打造全新交誼廳，成為舍胞們
放鬆休憩的小天地。

談到舍胞們，陳泓仁臉上出現了溫暖的微笑，
「我一直都在宿舍區工作，跟學生都很好。」
他回憶某一年有一位男同學跑進辦公室，害
怕地跟他說廁所有一隻老鷹，陳泓仁半信半
疑得前去查看，「我一進去後也嚇一跳，真
的有超大的老鷹，背展長至少有一公尺。」

道別相伴十年的莊敬外舍　陳泓仁珍藏回憶「期待大於感傷」

攝影：秘書處

他笑說政大生態豐富，昆蟲飛進宿舍已是家
常便飯，「我比較難想像的是，外舍廁所居
然飛進來一隻老鷹。」

此外，陳泓仁也與當時負責宿舍事務的「學
生宿舍服務會（簡稱宿服會）」感情深厚，
「因為每週都要開會，很有革命情感。」他
說明因為宿舍事務繁雜，宿服會開會相當頻
繁，「但有一個傳統是期中、期末考週不開
會，希望學生們好好準備功課。」

某一年期末考週陳泓仁卻收到投訴信，內容
嚴厲之外，更要求宿服會必須在一週之內開
會解決，「我收到這個也沒辦法，只好通知
所有幹部。」他回憶成員們皆認真參與討論，
約莫半小時後討論完畢，宿服會竟拿出慶祝
新婚的牌子送給他，精心設計的驚喜讓陳泓
仁相當感動，「我覺得在宿舍區工作每一年
都會有很特別的事情發生，但這應該是讓我
最印象深刻的。」

一年前，陳泓仁因職務異動離開待了十年的
崗位，轉換到其他宿舍區服務，他萬般不捨，
因爲他知道外舍即將被拆除，「我那時候其
實非常抗拒，因為等於是要離開外舍了，我
本來想說可以陪著它結束。」

陳泓仁自我調適後才慢慢接受，他轉念一想
決定在外舍拆除時投入協助工作，包括宿舍
替代方案與送舊活動。他也自信地笑說目前
住宿組屬他負責外舍的資歷最高，「我可以
幫忙提供外舍以前的資訊，算是十年的小活
字典吧！」

對於如何與相伴十年的外舍道別，陳泓仁豁
達地笑說：「我已經在去年捨不得完了，現在
是期待大於感傷。」他解釋外舍拆除後將會以
全新的面貌再現，也可以造福更多居民。他也
指出在籌備送舊活動時，意外發現外舍前身是
一座網球場，「我覺得很好玩，我們也不能去
期許每一棟建築物永遠都不會改變。」

莊敬外舍陪伴政大 40 餘年，未來也將以新的
面貌繼續長伴所有政大人，它過去是溫暖的
避風港，今後也將成為莘莘學子往返的熱絡
碼頭。陳泓仁對此滿懷期盼，「我自己是真
的很期待新的外舍誕生。」

宜表示：「我們 6 位室友同住的期間很和樂，
到現在為止這些回憶都會讓人會心一笑。」

張琬宜記得，在宿舍的一切都是乾淨、簡單，
即便盥洗集中在一樓，而她的寢室則是在四
樓，導致她每次忘記拿盥洗用品時，都要請室
友從樓上窗戶丟下來、相當不方便，但回想起
這段逗趣而荒謬的日常，仍不禁讓她笑出聲。

張琬宜還記得以前的舍監很嚴格，當時晚上還
有時間管制，學姊們每次出去聯誼或聚會往往
都會晚歸，因此每次回宿舍都相當緊張刺激，
必須趕在宿舍關門前達陣，幸好她們最後也都
成功地趕回寢室，即使玩樂時間比現在的學生
來得不自由，卻也留下最鮮明的住宿回憶。

最後，張琬宜提到最喜歡的仍是自己的寢室，
在那裡盛裝了大學的青澀和單純，室友間給彼
此的鼓勵和歡笑更是每位大學新鮮人不想錯過
的體驗，跟來自各系的室友處得好，不僅對日
後人際相處有幫助，也能了解很多自身領域外
的知識，可說是無價的寶藏。

廳相接連，僅有一牆之隔。每逢午餐、晚餐之際，
第一排宿舍的住宿生會先聽到阿姨們邊聊天、邊
洗菜的聲音，接著就會飄入各式各樣飯菜的味
道，不久則是清洗鍋碗瓢盆的碰撞聲。她坦言
「其實一開始並不習慣，但後來也慢慢習慣了，
甚至直接用嗅覺來感知時間，十分有趣。」

此外，高莉芬也分享住在莊外宿舍的地利之
便。因為離餐廳很近，可以在第一時間用餐，
亦熟識隔牆鄰居的小吃店或餐廳的老闆，因此
她常常獲得加菜的優惠，「每次都帶回滿滿快
要爆開來的便當，這是溫暖又難忘的回憶。」
她感動地說道。

住在莊外宿舍的這一年，高莉芬覺得是生命中
重要的轉捩點。她慢慢回憶起在那生活的點點
滴滴，「自己曾經在政大研究生期間，離開熟
悉的家，在莊外舍獨自一人，一邊打工教書，
一邊撰寫論文，努力面對學業與生活上的挑
戰。」對高莉芬而言，她表示︰「莊外宿舍
不僅是生活起居的地方，更是記錄自己在經濟
上、人格上獨立和成長的生命空間。」

如此充滿意義的地方因為興建捷運站不久便會
拆除，高莉芬自然十分不捨，但她也認為在當
代社會中，交通便利與否無疑也影響著大學的
發展，所以為了讓政大師生同仁們有更便捷與
寬廣的未來，也只好接受莊外舍的拆除。然而，
莊外宿舍仍會在高莉芬心中屹立著，標註她的
人生成長過程。

79 級地政系

70 級中文系
74 級中文碩
78 級中文博

張琬宜

高莉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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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外人 ‧ 心內話」
徵稿活動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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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 , 環狀線南段終於通車 , 在捷運公
司工作數年的我恰好被調到政大站。某
日深夜沒什麼旅客 , 我不禁打了瞌睡。
矇矓間 , 記憶飄回十多年前 , 尚未拆除的
莊敬外舍。

洗石子立面 , 金屬通氣窗 , 梯間貼淡米黃
色磁磚 , 室內清一色鐵櫃鐵桌鐵架床 , 加
上單調的排棟設計 , 莊外的給人的印象
總是灰撲撲的 , 可說是全校最陳舊無奇
的建築群。猶記得大四遷入時 , 室友說
那些樓房「像威權時代的政治犯監獄」,
但對我而言 , 那裡是最後的自由天堂 , 承
載我最後一年的青春歲月。

大四了 , 系學會、營隊等忙碌事物紛紛
卸下 , 學分已修得差不多 , 這意味我能夠
隨心所欲地讀書和運動。鐵桌的抽屜寬
又深 , 從明清史、微積分到行政法的書
都裝得下 ; 隔壁便是樓層邊角的寬敞浴
室 , 讓我每天慢跑完都能夠沖個舒暢的
熱水澡。每週一次 , 我會掃除地面的毛
髮沙塵 , 然後跪地擦抹。清潔後的磨石
子地板光滑乾爽 , 質樸素淨 , 雖不如高級
磁磚或大理石 , 踏足其上卻令人愉悅。

在莊外 , 簡單平凡的生活場景 , 堆疊出一
段令我印象深刻的時光。

記憶最深的是冬季 , 從氣窗望出 , 貓空山
區層巒疊嶂 , 蒼翠清新 , 雲煙霧雨 , 變幻
莫測。宛如傳統的水墨畫 , 時時供人觀
賞。房間內 , 寒氣從磨石子地板竄起 , 經
由鐵椅的傳導 , 絲絲滲出。細雨浸潤壓
花玻璃的鋁窗 , 濕氣瀰漫。此時開盞溫
暖的檯燈 , 沖杯熱飲 , 冷靜的腦袋最適合
整理知識 , 思慮未來。

晚間讀累了 , 總會走上頂樓 , 腳踩藍白拖 ,
謹慎避開地面積水。舉目環視 , 星空下 ,
遠處是指南宮幾粒燈火 , 靜靜閃爍於闃
黑的山區 ; 近處是校外的商店街 , 傳來雜
沓的市廛聲。樓板下有幾百人 , 頂樓卻
專屬於我 , 獨處讓我身心放鬆。戴上耳
機任搖滾樂轟鳴 , 心潮隨之澎湃 , 吸著雨
後的空氣 , 學生時代的幸福 , 如此隨意。

出了社會 , 職場沉浮 , 每每懷念單純美好
的宿舍時光 , 便覺溫馨 , 於是有了打拚的
動力。

「嘿 ! 俊翔 !」我從瞌睡中驚醒 , 櫃檯前
站著當年擔任導師的 C 教授 , 遞上悠遊
卡和鈔票 , 示意我幫他加值。「C 老師 ,
晚安啊 !」我連忙問候。在莊外改建的政
大站工作 , 每天都好像和學生時代一樣 ,
又好像有點不一樣。承先啟後 , 政大永
遠在進步 , 我的人生也是。

103 級∣社會系∣王俊翔

致
最
荒
謬
那
年

第一次仔細端詳莊敬外舍 , 映入眼簾的是年久
未裝修的外觀 , 鑽入鼻樑的是一股陳舊的氣味。
我獨自搬著沉重的行李 , 走上無止盡的樓梯 , 氣
喘吁吁混合失望 , 踏上每一格階梯都在咒罵人
生。

起初 , 我戴上耳機封鎖自己 , 封鎖年幼時那個
找到一生摯友的可笑願望 , 我連室友的名字也
不打算記得。我和她們偶爾碰見 , 只能彼此乾
笑 , 沿著尷尬的空氣上樓 , 而階梯長得彷彿永遠
走不完。燠熱的天裡 , 只要進到寢室 , 連鋼筋水
泥也受不了這比寒流還要冰冷的空氣。也許是
大家都不想未來的一年都在寒冬度過 , 除了積
極聚餐外 , 大家都時常拿下耳機 , 參與彼此的話
題。原本以為上大學之後就無法輕易建立人與
人之間的連結 , 但當愛情的八卦摻入些微酒精
催化 , 我和她們慢慢變成「我們」。

現在回想還是會覺得不可思議 , 一切究竟是怎
麼發生的 ? 我們真的那麼容易就熱絡起來了嗎 ?
大一時期 , 我每個月都要逃回家裡躲上一段時
間 , 但住在莊外的一年 , 回家的次數屈指可數 ,
幾乎變成宿舍的地縛靈。五層樓的高度 , 現在
多了三個人陪我倒數剩下的樓層 , 笑語盈盈中
偶爾混著幾句抱怨 , 爬樓梯不再那麼痛苦。在
這裡 , 我們可以卸下自己的防備 , 輕鬆自在調笑
玩鬧。即使入秋 , 天氣終於轉涼 , 寢室內的氣氛
依舊火熱。

也許這棟古老的宿舍樓就是有種魔力 , 能將素

不相識的人心聚攏合一 , 將外表看起來正常美
麗的女子變成瘋子。我們為自己取團名 , 確立
團中的定位 , 還有專屬的寢歌寢舞 ; 每次出遊 ,
都會先在樓梯間的鏡子前留下團體照 ; 在遵守
宿舍規則的前提下硬是將寢室轉化成夜店 , 關
大燈後以手機製造舞台燈效果 , 在無音樂伴奏
下乾搖 ; 冬夜在狹窄的單人床下舖被窩硬是擠
入四個人談天說地 ......。

莊外宿舍承載太多回憶 , 無法單單挑出一個大
書特書。不論正常荒唐 , 每張照片中的故事都
要漫出相紙。壓力大時大家一起互相安慰取暖 ;
惡夢醒來總有人陪 ; 有人生日便一起慶生 , 製造
驚喜 ...... 那是從前的我渴望卻得不到的 , 這棟
宿舍居然就這麼在一年間實現我一直以來的心
願。

然而宿舍生活總會結束。離開那天 , 我的行李
既多又重 , 但我並非獨自扛下。室友們一起將
我的行李從五樓送到一樓 , 與往常笑鬧相異的
是混了一點不捨 , 但走下每一格樓梯我都在感
謝上蒼給我這珍貴的一年。回頭望了一眼我總
是嫌棄過於破舊的宿舍 , 那扇鐵門是我們與莊
外的故事末頁慢慢闔上。

後來 , 我發現人生就像莊外那於我太過漫長的
樓梯 , 目標太遙遠 , 總是想滯步中途。但我知道 ,
這段路上 , 她們會不斷鼓舞我前進。感謝莊外 ,
把她們帶入我的生命。

105 級∣土語系∣莊涵喻

108 級∣外交三∣賴樂恩

雨天　熱天
臣服於萬有引力的襪子
穿梭柔軟精香味間

瞰
潛艇堡與圖書館構成了轉角
來往車輛

原來 頂樓不一定要有天線

108 級∣斯語三∣蘇倢玫

細數我在莊外的日子——
晨光微曦，斑駁乘載回憶 .，刻劃了歲月。洗衣機隨晃動的地板奮力翻攪，等待、也讓記憶更加深邃。

107 級∣廣電四∣關政揚

午後的陽光照射在走廊盡頭的那台烘衣機上 ,

暖哄哄的感覺總是讓我無法把眼睛移開 ,

就這樣站在那裡看了好久。

告別莊外

105 級∣企管系∣宋積昀

豔陽再烈 , 也無法照亮每個角落 ,

但宿舍裡的每扇門後 , 都可能是某個人的避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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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獲教育部核定成立　
科技結合文法商優勢發揮獨有影響力

再見了！政大人的青春與回憶 
憩賢樓功成身退

政大南加州校友會
湖畔野餐聯繫情誼  

政大於日前通過教育部核定新增資訊學院，將原本設於理學院
的資訊科學系、數位內容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社群網路與人
智計算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調整至資訊學院。在數位科
技快速發展，人工智慧、大數據已成世界潮流的時代下，跨領
域的學習與實際運用已勢在必行。校長郭明政表示：「是很漫
長的路，但我們還是走過來了。」資訊學院的構想早在十多年
前就開始討論，政大沒有缺席！資訊學院的成立象徵政大邁入
新的里程碑，以資訊科技結合政大既有的文法商與社會科學優
勢，打造政大的鮮明特色。

資訊學院首任院長胡毓忠說明，資訊學院的主要發展目標除了
資訊科技的研究、教學與應用，主要涵蓋人工智慧、大數據分

析、資訊安全、行動通訊和物聯網等項目。此外，也透過與其
它學科的合作，培養有別於傳統理工大學的資訊跨域人才。資
訊科學系主任劉昭麟也對資訊學院的成立表達肯定，他指出，
教學資源的擴充與跨院校國的合作，將為本校師生帶來更廣闊
的學習機會，也進一步促進我國各項基礎建設的數位轉型。

胡毓忠也表示，資訊學院數個短期內較具代表性的目標，即跨
足資訊安全、全球傳播及國際金融等多元領域，包括偕同法學
院申請開設的「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碩士學位學程」、與
傳播學院等四個學院合作的「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學
程」。此外，「人工智慧應用學士學位學程」同時獲教育部同
意成立，也將隸屬於資訊學院。

洛杉磯華僑文教服務中心訊

隨著加州疫情逐步解封，政大南加州校友會於
7 月 10 日 下 午 在 Whittier Narrows Park 湖
畔舉辦野餐活動。傍晚涼風徐徐，自然美景
盡收眼底，因疫情影響，相識數十年的校友上
次相見已相隔超過一年，不少青年世代校友亦
藉由網路無遠弗屆的力量加入校友會大家庭，
場面十分熱鬧。

校友會會長洪巍表示，過去一年多透過線上
交流經營會務，也陸續舉辦了包括美國地區
校友新春聯誼、各領域校友專業講座等活動，
在此期間有不少橙縣與聖地牙哥地區的校友

加入，擴大南加州校友會的能量。趁著疫情逐
漸解封，校友會幹部以及工作人員用心籌劃了
戶外實體活動，本次報名人數非常踴躍，包括
了剛畢業的年輕校友以及在南加州僑居超過 40
年的校友們紛紛攜家帶眷參與，非常感謝南加
地區僑營餐廳免費提供精緻的素食餐點，讓大
家吃得健康又開心。

出席活動的包括如前會長葛蓁倫、曾怡然、曹
安莉、謝宗煌、韓秋琦、吳承先、王靜等來自
商學院、文學院、社會科學學院、法學院、國
際事務學院、外國語文學院各系所超過 60 位校
友及眷屬共襄盛舉，活動於晚間圓滿落幕。

用愛抗疫　挺醫護 臺中政大校友會捐 N99 口罩 13,000 個
臺中市政大校友會訊

今年 5 月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升高以來，第一線醫療及防
疫人員辛苦應戰，而扮演關鍵後援之防疫物資量能也備受挑戰，
在此防疫艱難時刻，需要民間與政府攜手合作，共度難關。本
次臺中市政治大學校友會熱心捐贈 N99 立體醫療口罩 13,000
個，臺中市府萬分感謝，也表示一定會妥善運用，分送給前線
醫療及防疫人員使用，進而保護全體市民的健康安全。

臺中市政大校友會理事長劉慶森表示，疫情對於臺灣的嚴峻
影響，身在臺灣的我們都深刻體會，非常感動這波疫情

臺中市政府和前線醫療及防疫人員堅守崗位，令人敬

佩。「他們堅守崗位保護我們，我們臺中市政治大學校友會
也以行動支持來保護他們，同島一命，一起為防疫而努力。」
希望能夠拋磚引玉，讓更多人一起重視並支援第一線醫療人
員的防護。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局長吳存金及衛生局局長曾梓展代表市府受
贈，由衷感謝臺中市政治大學校友會捐贈 N99 立體醫療口罩，
並再次呼籲「疫情當前沒有人是局外人」，需要全體國人與政
府共同努力防疫，方能早日脫離疫情難關，儘速恢復日常生活。
臺中榮民總醫院副院長葛光中代表臺中榮總出席受贈，感謝臺
中市政治大學校友會捐贈 3,840 個 N99 口罩給臺中榮民總
醫院，讓醫護人員能更放心的堅守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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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人》誠摯歡迎全球校友和學校師生
投稿，與我們分享您對政大的回憶點滴或
職涯歷程，以及全球各地校友會活動訊息。

未來資訊學院期望為非資訊技術背景的學生提供跨域整合課程，
在現有資訊技術基礎之上培養應用資訊技術與跨域專業知識相
輔相成能力的新世代，並期望在教師之間建立跨學科研究與整
合，引領政大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資產邁入數位時代，進而開
發政大潛在的長期利基，朝向數位腦力與知識經濟的願景。

（攝影：秘書處）

本報記者 劉文琳

憩賢樓因使用年份已久、設備老舊，經多方考
量決定拆除，並賦予其新生命，讓珍貴記憶得
以存續。未來學生餐廳將移至集英樓，規劃全
新的有機食材學餐；而憩賢樓原址將建造法學
院大樓和全新生活服務中心，期望帶給政大師
生更優質的校園生活願景。

憩賢樓成立於 1975 年，改善了原本政大的克
難學生膳廳，興建有現代化餐廚設備之四層樓
的學生餐廳，提供學者、師生都在此休息用
餐，因此取「憩賢」這個美名。一樓是由許多
店家，組成像美食街的空間；二樓西餐廳曾是
導生聚會的熱門選擇；三樓中式餐廳，不論團
聚桌菜或學生超值套餐應有盡有；四樓則曾經
做為職員宿舍和替代辦公室使用。不論是過去
時常光顧的素食餐廳、中式學生套餐和一日快
閃手工餅乾，政大人感謝所有與憩賢樓邂逅的
美好回憶。

新的法學院院館和生活服務中心下半年開始動
工，預計 2024 年陸續竣工。另外，未來生活
服務中心將與鄰近興建的新法學院院館連通地
下停車場並以空橋串連，將使本校東側校園更
為煥然一新，成為全校師生可多元運用的校園
生活場域。

上圖：憩賢樓日前進行拆除，正式走入歷史
（攝影：秘書處）
下圖：法學院未來將與生活服務中心連接（圖
片來源：總務處）

政大南加州校友會湖畔
野餐活動圓滿成功 ( 照
片來源：洛杉磯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 )

完整版請上校友服務網 !

（照片來源：臺中市政治大學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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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榮譽會長趙劍橋 共築臺緬友誼橋樑
本報記者 李振弘

上揚的嘴角、溫和的笑容是趙劍橋給人的第一印象，1965 年進
入政大新聞系就讀後，就此開始了半世紀來與政大的不解之緣。
2019 年逢畢業五十年的趙劍橋不僅協助製作「親愛精誠政大
緣」紀念特輯，身為緬甸華僑的他，亦積極協助政大在緬甸各
項事務的推展，讓東南亞地區也能見到政大人精神的傳承。

鼓勵政大人把握緬甸黃金年代

趙劍橋認為，緬甸現正處於發展黃金期，不僅本土產業發展蓬
勃，同時也是外資企業南向佈署的橋頭堡，希望有志於往海外
發展的學生應該深入了解，積極與緬甸交流。

在政大，從文青成為新聞人

趙劍橋因為本身對於文學的興趣，在赴政大求學前，就於緬甸
與同好創辦了「新潮文友社」，召集許多熱愛文學的緬甸華僑，
在報紙上發表作品。「從來沒有人問過我這些事。」被問到新
潮文友社的故事，趙劍橋面露驚訝，也緩緩道來這段悠遊文字

斜槓人生：
許赫用故事造就改變

本報記者 陳家弘

「文青難道不用理財嗎？」著有《再見楊德昌》等書，現為博客來 OKAPI 專欄作家的王昀燕，投
資理財之路起步較晚，直到 2018 年才買入人生第一張股票，但也因為缺乏正確的引領及投資心態，
讓他投資之路走得艱難。王昀燕分享數本暢銷理財書籍，並結合自己實踐心得，引領想投資理財
卻又不曉得如何開始的青年踏出第一步。 

暢銷書建立正確觀念

王昀燕認為，孩子不見得要照書養，順其自然就好；投資理財則要從閱讀理財書籍開始，才能建
立正確的投資觀念與健康心態。了解成功者的投資理財方式，從經典書籍入門是最有效的方式，
他也推薦多本理財書，供入門者參考：
1.Robert Kiyosaki 及 Sharon L. Lecther 合著：《富爸爸，窮爸爸》。
2.T. Harv Eker 著：《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
3.Vicki Robin 與 Joe Dominguez 著：《跟錢好好相處：幸福的關鍵，是找到金錢與人生的平衡點》。
4.Howard Marks 著：《投資最重要的事：一本股神巴菲特讀了兩遍的書》。
5.John C. Bogle 著：《約翰柏格投資常識》。
6.Morgan Housel 著：《致富心態：關於財富、貪婪與幸福的 20 堂理財課》。

本報記者 郭宇璇

長輩們圍成一圈，專注聆聽彼此的故事，也不時對細節好奇探問。這是「文山區忠順里故事
聚會」，主持人是民族所校友許赫 ( 張仰賢 )，總是熱情真摯地招呼長輩們，鼓勵他們分享故
事。許赫強調，說故事能重建一個人的人生觀，「過去不能改變，但是故事可以。」

故事串聯多元身份

「我一直希望，我的各種身分能透過故事連結在一起。」許赫是個斜槓族 (Slashie)，跨足的
領域相當多元。他既是詩人、獨立書店店長及出版社社長、也是教授創意的大學講師；近幾
年在政大就讀博士班，更致力於社會實踐，擔任政大社會實踐辦公室創意總監、新生書院生
涯導師，帶領學生推廣循環經濟與地方創生。但這些工作的核心，其實都與「故事」有關。

田調開啟理解之門

許赫時常到各地拜訪，聽別人說故事。他曾在臺中記錄長輩珍貴的口述歷史，再透過出版書
籍行銷，協助百年老店轉型；也曾在桃園做社會翻轉，拜訪大溪年輕創業團隊，用故事推廣
他們的理念。「民族系是個創造與整理知識的科系。」對許赫而言，無論是文字工作或社會
實踐，其實都是故事的交換。「透過民族系的養成教育，學到如何從田調對象的話語去理解
他們的世界。」

實踐發掘社會問題

從事過許多社會實踐工作，許赫認為，理想中的社會實踐，不只是單純提供社區服務而已，
而是要發掘當地存在的問題，試圖從根本進行改善。他以社區故事聚會為例，說明社區可能
存在老人照護人力不足、照顧者過度勞累的問題。「至少長輩來參加故事聚會時，他的照顧
者可以在家稍微休息。」

化故事為改變契機

帶著炙熱的心，許赫走進社區，與當地居民相互傾聽與陪伴；收集到的每個珍貴故事，則化
為文字、裝訂成冊，乘載著許多人對世界的熱情，散播到更遠的地方。社會實踐是條漫漫長路，
途經的是他人生命的風景。或許未必絢爛精彩，卻都是沉甸甸的踏實。「真正的改變可能很小，
但是它會發生。」還在路途中的許赫如此深信著。

緬甸榮譽會長趙劍橋積極推展海外校友業務 ( 照片來源：秘書處 )

許赫與《政大人》合影 ( 照片來源：秘書處 )

王昀燕推好書
開啟文青理財第一步

54
級

新
聞
系
校
友

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長，受到緬甸軍政府打壓在緬華僑文教事
業影響，新潮文友社創立不足一年便宣告解散，但仍於緬甸華
僑文學上留下一定影響，也為趙劍橋後來進入政大新聞系做了
很好的鋪墊。

互助友善的政大校園生活

提到在政大的趣事，趙劍橋想起過去政大只要下雨就很容易淹
水，涉水上課對他們來說是見怪不怪。他也提到住宿生們常聚
集在宿舍交誼廳唸書，因為語言的關係，所以僑生需要花費更
多時間學習，但是臺灣的本地同學常發揮互助精神，幫忙教導
僑生同學，讓他在求學期間感受到臺灣同學的熱情和友善，也
因此畢業至今仍與不少老同學保持聯繫。

推展校友事務不遺餘力

趙劍橋畢業後重拾祖業，往返緬臺之間經商。在緬甸經營多年，
趙劍橋各界交遊廣闊，每每熱情接待造訪緬甸的政大校友，讓
政大人即使身在異鄉，都能感受到如在家鄉般的溫暖。2017 年
緬甸校友會成立後，趙劍橋榮任榮譽會長，不僅更熱情地支援
緬甸校友會事務，也響應母校及「世界校友總會」政策，鼓勵
校友積極參與「鮭魚返鄉」、「校友返校日」等活動，對於校
友事務推展有很大的貢獻。「免疫力非常重要。」在疫情肆虐下，
趙劍橋期許所有政大人能夠保重身體，維持良好免疫力，才能
有足夠的活力與健康，積極迎接種種未知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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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版請上校友服務網 !

王昀燕分享好書與經驗，教你輕鬆開啟理財第一步 ( 照片來源：秘書處 )

83
級

民
族
所
校
友

八心法開啟理財之門

王昀燕總結上述推薦書籍的精要與自身的實踐，將開啟投資理
財之門的方法歸納為八點：
1. 製作每月收支：確認自己每月的收入、支出狀況。
2. 製作資產負債表：盤點自己手上的資產與潛在負債，以利

更全面評估自己的財務狀況。
3. 建立財務預算：將自己當作公司，建立財務預算制度，避

免收支失衡。
4. 擬定短、中、長期財務目標：一般人對財務意識不高，建

立財務目標有助於規劃財務藍圖。
5.Pay yourself first，開始存錢，最大化儲蓄率：薪資扣除必

要支出後全部儲蓄，拒當月光族！
6. 據個人風險承受度，挑選投資理財工具。
7. 每月看一本理財書：找出該書的特殊之處，拓展理財投資

的視野。
8. 組織理財互助小組，開始談錢：人們常避免談論與金錢有

關的議題，建議可以先從討論「如何省錢」開始，建立健
康理財心態。

王昀燕期望透過上面八點理財投資入門心法，以及推薦暢銷書
籍，讓尚未投資理財者勇敢踏出第一步，已經著手投資者則能
檢視自己的理財投資方式。「風險」無所不在且無可避免，唯
有正確的投資理財心態，以及選擇適合自己的投資工具及標
的，才能穩健創造被動收入，為「財富自由」立下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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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浪潮造成企業資本與人才的流動，具有國際思維的商管
人才對企業營運、產業發展更顯重要。商學院多年前就將「國
際視野」列為核心價值之一，積極推動國際合作與交流，許多
全國首創的作法，例如 2000 年與 2001 年分別成立全英語授
課的英語商管學程 (English Taught Program, ETP) 與國際經
營管理英語碩士學程 (International MBA, IMBA)，讓商學院
成為國內最國際化的商管學院。商學院亦積極推動 AACSB 與
EQUIS 等國際認證，今年 6 月再度通過 EQUIS 國際認證，榮
獲 5 年期國際認證的最高榮譽。取得認證之後，商學院授予之
學位與課程品質為國際所承認，有利於與國外優質大學建立姊
妹校，洽談交換、雙聯學位與學分抵免等合作，更加快了學院

的國際化速度，至今商學院有 142 所姊妹校
遍及全球 43 國，每年薦外 (Outgoing) 與外薦
(Incoming) 的國際交換學生超過 700 人。

近年來，商學院持續強化國際連結，不僅積極
引進國際師資，更借重學術合作夥伴的資源，
提升教學與研究成效。

延攬海外優秀師資，帶進國際思維

近年來商學院以延攬擁有海外教學經驗或外籍
教師為首要目標，有曾在香港大學、日本早稻
田大學、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新加坡南洋理
工大學等校任教的新進老師，目前也有 9 位來
自日本、韓國、美國、香港與印尼等地的外籍
老師。

建立雙邊學術交流合作，提升學術研究能量

為了提升院內教師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商學院亦積極與海外
學校建立長期學術合作關係。例如 2018 年起與廣州中山大學管
理學院、人民大學商學院與廈門大學管理學院共同發起「兩岸
商管學院學術座談會」，至今已舉辦 3 屆。

積極加入國際知名商管聯盟，強化學生國際學習經驗

2018 年 10 月 商 學 院 成 為 國 際 商 學 管 理 聯 盟 (Partnership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PIM) 第 65 個會員學校，不僅提高
了商學院的國際曝光度，更強化了與既有姊妹校的交流合作，
例 如 與 奧 地 利 Vienn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WU)，除了學生交換，就新增了雙聯學位合作。

此外，2018 年商學院更與海外 11 所名校共同組成國際商學院策
略聯盟 IBSne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Network)，推動
Global Innovation Challenge (GIC)，開辦碩士生境外短期課程。
參與課程的學生可以與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一起上課，促進國際
學習與交流。商學院也將於 2022 年與荷蘭、澳洲、挪威等 4 校
開設 2 週課程，提供聯盟學校學生前來修課。

推動學生虛擬跨國團隊，創新交流合作模式

這二年來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包括國際交換、海外短期研習
課程等海外學習的活動因此暫停，為了持續拓展學生國際視野，
營造跨國、跨校的學習環境，商學院除了鼓勵老師開設跨國合
作課程，邀請海外學者共同授課之外，更與海外知名商管學院
合作，例如 2020 年參與南加大 Virtual Business Professional 
(VBP) Project，透過利用數位工具組成跨國團隊的方式，同學
可與來自全球 8 國、13 所大學、共 660 位的學生一起合作，體
驗跨國團隊運作模式，學習運用各種工具與軟體，培養跨文化
之合作與領導技能。 

秉持創新精神，未來商學院將在現有的基礎上精益求精，持續
接軌國際，期盼培育本地人才有能力走出臺灣，將海外的新思
維與新知識帶回國內，以帶動臺灣產業與社會發展，發揮商學
院的社會與學術影響力。

商學院教授兼院長

# 政向思考# 政向思考 國際連結，接軌世界一流商管教育

政大人    no.10

政      點服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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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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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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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躍升專業經理人」企業變化萬
千！身為經營管理階層的您可不能不隨
時學習與進修，更新動態掌握先機！就
讓通過國際商管專業學會 (AACSB) 高標
準認證、享譽全球的政治大學商學院菁
英教師助您一臂之力！

Line 官方帳號正式上線
校友活動消息不漏接！

政大校友
服務中心

政大校友服務中心 Line@ 官方帳號已正式啟用，
我們將會透過官方帳號推播校友訊息，
未來也會結合校友活動及
紀念品規劃集點卡、優惠券等活動！
快加入政大校友服務中心 Line@ 官方帳號好友，
校友消息不漏接！

企業經理人員進修班　第 210 期招生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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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捐贈



Article b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CCU received approval on July 22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to establish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the Digital Content and Technologies (DCT) Program and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TIGP), which are now 
housed in the College of Science, will shift towards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In the digital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nd 
big data have become global trends. As a result, cross-domain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are now imperative. “We have come a 
long way to get to where we are today,” Professor Ming-Cheng 
Kuo, President of NCCU said.

NCCU has been actively planning and preparing to create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is a new milestone 
for the university. It features a fus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cademic consortium of NCCU in the fields of law,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ofessor Yuh-Jong Hu, the first Dean of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explained that, apart from the development 
goals: research, pedagogy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projects will involve AI, big data analysis, 
information security,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 IOT 
(internet of thing), etc.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subjects,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is dedicated to producing 
cross-disciplinary talents. Professor Chao-Lin Liu,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lso expressed 
his enthusiasm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expansion of the 
pedag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lleges at NCCU will bring broader learning opportunities for 
both faculty and students. Meanwhile, all of these efforts will 
promo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infrastructure.

Crossing the multiple fields of studies, such as informatio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Chair Hu added that in the short term,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will provide a master’s program regard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by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llege of Law. Besides, a master’s 
program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will be offered by collaborat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novation. Additionally,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Bachelor 
Program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has also received 
approval from the MOE this year.

The Col lege of  In format ics is  devoted to provid ing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for students with non-IT backgrounds 
and cultivating a new generation who is able to appl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cross-domain expertis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ims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ntegration among teachers, allowing the 
knowledge assets of NCCU in the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adapt in the digital era.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cs is looking forward to leading NCCU to realize the 
vision of digital brainpower and a knowledge economy on a 
long-term basis.

Article by Secretari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NCCU) Zhuangjing 
Dormitory will be demolished by Taipei City’s Department 
of Rapid Transit Systems, in September. In order to 

commemorate the 4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buildings,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hosted a three-day farewell event for 

Over 200 NCCU alumni attend Zhuangjing Dormitory
farewell event before it becomes metro station

NCCU’s newly established 
college of informatics 
approved by moe

Uniquely Combining 
Humanities, Technology, 
Law, and Science, 
Preparing for a Digital Future

majors to share the dorms. She said students would often take 
turns to show up for the morning roll call. 
 
Kuo also recalled that when 2019 ethology graduate Li 
Yuan-jhen visited Zhuangjing Dormitory with her mother, her 
supervisor asked her to take loads of photos of the building, 
as she also used to be an NCCU student. She said that this 
showed NCCU alumni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say goodbye to 
the building.  
 
NCCU has produced a number of interactive paper walls that 
mimic Facebook and Instagram interfaces, so alumni can take 
pictures of Zhuangjing Dormitory and share them online.
 
Inside the lounge at No. 4 Zhuangjing Dormitory, there is a 
commemoration video made by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iat, 
with photos in the common room submitted by students. 
Images of cats wandering around and of hooks in closets 
nostalgically reminded many alumni of their student days. 
 
As for the future, NCCU will provide 90 units of social housing 
on Jiukang Street. There are also plans to add 150 beds 
at the Huafan University dorm, 70 beds at the International 
House of Taipei, 290 beds at Huanan New Village, and 510 
beds at the renovated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Center,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subsidies for renting off-campus. These 
measures are set to be implemented after meetings are held 
about the issue. 

alumni to take photos of the public areas, an 
event that attracted hundreds of people.
 
NCCU Vice President Wang Wen-chieh said 
that many of the university’s alumni had fond 
memories of the dorms and as such there will 
be a number of activities to celebrate them 
before they are demolished. 

On a personal note, Wang shared that 30 years 
ago he used to pick up his girlfriend, who later 
became his wife, at Zhuangjing Dormitory. At a 
recent awards ceremony for a writing contest, 
at which he presented a scroll of his own 
calligraphy, he visited one of the dorm building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was allowed to enter the 
girl’s dorm. 

 
“It was the first time in over 30 years that I had been permitted 
to enter the dormitory where I used to meet my wife. We all 
have unforgettable memories of Zhuangjing,” Wang said.
 
NCCU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Kuo Chiu-wen recalled that 
NCCU’s plan at the time was for students who had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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