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郭宇璇

第一眼看到木質裝潢、通透流暢的取餐動線，堪稱燈光美、氣氛佳，這是政大為了落實大學社會
責任，首創自營食農學生餐廳「集英樓」，7 月已開始試營運，將視疫情狀況於 10 月初正式開幕。
校長郭明政表示，集英樓餐廳的核心理念就是「挺小農、挺有機、挺在地」，餐廳食材主要訴求
友善種植、健康以及支持在地小農，也針對師生們的需求，打造結合便利商店與 K 書中心、媲美
咖啡廳的複合式空間。
 
集英樓餐廳包含設備、運營模式都是全國大專院校首創，總務長張其恆表示，由於沒有前例可循，
萬事起頭難。為了能夠直接控管餐廳品質，提供學校師生安全、衛生的餐點，也希望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以合理價格直接購買在地農產品，避免市場剝削，提高小農的實際收益。他補充首先必
須考量食材保存的問題，於是購入相當於大賣場規格的冷鏈設備；同時為了保留食材原始營養和

政大首創 自營食農教育餐廳

美 味， 採 用 最 新 式 的 設
備 進 行 烹 調， 完 全 不 使
用 明 火、 零 油 煙， 保 障
師生健康。
 
不只硬體設備先進，運營
團 隊 也 陣 容 堅 強， 總 監
周 永 晃 曾 擔 任 納 智 捷 駐
俄羅斯財務長，以及主廚
高 晟 維 曾 在 新 加 坡 米 其
林 餐 廳 Foc Restaurant
工作，並曾獲得泰國極限
廚藝挑戰賽現場烹飪鴨肉
金牌等，餐飲經驗相當豐
富，未來將陸續推出具有異國風情的特色美食，堪稱平價的米其林餐點已在試營運期間贏得好評。
 
張其恆說明，集英樓餐廳室內座位區於防疫期間約可容納 50 人，僅限政大教職員工生與校友憑證
進入。餐點採平價路線，開學後每份售價預計約 80 元及 100 元，期待能兼顧營養健康也不會太傷
荷包。除了午餐及晚餐外，下午也會販售飲料及午茶茶點，提供多元選擇。此外，集英樓外規劃
增設座位區與步行區，讓師生增加一處讀書、放鬆空間。
 
配合在地食材的使用，集英樓餐廳也將進一步推行食農教育。周永晃表示，食農教育規劃以演講
或實作方式進行，預計 9 月會開設烹飪課程、10 月會安排講座，讓參與者更了解食材來源，並學
習健康飲食知識。

「我們走過這樣的路有錯誤、有正確，但都可以讓別人少走一些彎路。」張其恆表示，集英樓餐
廳率先全國大專院校自營友善食農學餐，期盼在多方嘗試之餘，也能與他校分享經驗。正式開幕
後，餐點與運營模式仍會視實際狀況滾動式修正，透過跨資源整合打造永續經營的合作模式，以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兼顧健康、美味與荷包

政大人    no.11

集英樓內部空間寬敞、明亮有溫度，提供師生一個舒適的用餐環境（攝影：秘書處）

在地食材化身成為異國料理（照片來源：集英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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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郭宇璇

政大資訊學院成立揭牌典禮日前於電算中心一樓會議室舉行。
行政院政務委員郭耀煌、校長郭明政、副校長朱美麗、副校長
王文杰、台聯大系統副校長蘇蘅、資訊學院院長胡毓忠、資訊
學院副院長劉昭麟、臺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總經理潘先國及
本校理學院、社科院、創新國際學院、商學院、文學院、外語
學院、國務事務學院等院長，以及資訊學院其他師長皆到場表
達支持與祝福，一同見證政大在數位時代中寫下的新篇章。

「政大資訊學院成立得不算早、但很巧。」政大理學院前院長、
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郭耀煌表示，近年來世界正面臨數位時代
的新趨勢，各國專注於服務與軟體內容的創新，而非往日以硬
體技術為主的發展；未來擁有資訊能力的跨領域人才，將成為
產業數位轉型的重要推手，政大的多元領域學習資源也因此獨
具優勢。他也補充，他在行政院的職責之一是籌備數位發展部，
希望將來也能與資訊學院建立合作機會。

校長郭明政表示，政大資訊學院的籌備仰賴許多同仁的共同努
力，是將數十年來點點滴滴的累積一路相承至今。他也強調，
如今世界將迎來新的時代，資訊科技的發達使得數位詐騙及假
新聞層出不窮，如何維護資訊安全便成了須持續面對的新課題，
而資訊學院也將站穩腳步，在數位浪潮上持續前行。

本報記者 程心

政治大學日前舉行 110 學年度「政式啟航」典禮，活動因應疫情採取全程直播形式進行，
並增設 IG 帳號，與大一新生增加互動。此外，為解答新鮮人的疑惑，今年還提前發放
表單、搜集各項新生常見問題，活動當天由各處室師長們即時在線上與同學們進行 QA
問答，熱烈歡迎新鮮人加入政大人的行列。
 
「未來四年，將會是各位人生中非常關鍵的四年。」校長郭明政在致詞的開頭，便語重
心長地提點新生，始業式是選擇方向的時日，他向新生喊話，期許每位同學都能找到自
己的方向。郭明政提及，在政大「考上了一個系，同時也考上全校 34 個系」，雙主修、
輔系以及學位學程，是政大人不可忽視的學習管道。身處 E 世代，郭明政提醒新鮮人強
化自身的數位能量。
 
本校今年新設資訊學院及 AI 中心，並正式加入台聯大系統，除了在校內修業，也能經
由校內或台聯大轉系，甚且有國內留學的可能。郭明政強調，近年來國際交換蔚為風潮，
政大的姊妹校共達 541 校，同學可以善加利用教育部與學校的獎學金制度，讓自己立足
在地，展望全球，從政大起飛！
 
第 22 屆學生會會長陳思妤在致詞中勉勵新鮮人，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害怕改變，她
堅定地表示：「靜下心來，好好思考，就能在大學裡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和步調。」陳
思妤祝福新鮮人，在政大生活得平安而充實，並保有政大人的理性與溫度。
 
為了讓新生留下印象，學校各處室精心準備短片，帶領大家熟悉校園事務。新生 QA 部
分，學務處特別提醒僑生，若有打工的規劃，每學期需至勞動部申請工作證。而關於校

資訊學院揭牌典禮
結合多元優勢　開創數位時代新篇章

新設人工智慧與數位教育中心　培養跨域人才與協助校內數位轉型

園公車加開事項，總務處則回應將於本學期會議再行討論。教務處其後補充說明大家最關心的雙主修、輔
系及學分學程等議題，並介紹本校學習亮點。國合處則以「國際力」為主軸，勉勵學生學習第二外語，培
養自己多語、多域的國際移動力。活動最後還準備 Apple Airpods 藍芽耳機、Apple Homepod mini 藍芽
音響、無線充電盤等豐富獎項提供新生抽獎，活動反應熱烈。
 
本次新生訓練分別為 9 月 13、25 日兩天進行，依序安排「政式啟航」、「新生線上提問」、「焦點工作坊」、
「院系時間」、「社團之夜」等不同屬性活動，提供新生完整的校園資訊，以利同學了解學習環境。因應
疫情，各項活動大多改以線上進行，而 25 日的「院系時間」，若各院系仍決定實體舉行，則將順延至 27
日後舉辦。期待新鮮人能順利適應大學生活，妥善利用學校多元豐富的資源，在新的環境邁開步伐、獨立
茁壯！

「這是等待好久夢想的實現，也是未來偉
大時代來臨的開始。」副校長朱美麗對政
大資訊學院的成立表達喜悅，「很開心所
有喜歡政大的年輕人，多了一個學習的機
會。」她也笑說，期盼十年後能在新建的
資訊大樓裡相聚，回顧跨入新時代的此刻。

政大資訊學院籌備團隊召集人、副校長王
文 杰 也 感 謝 各 學 院 對 資 訊 學 院 的 支 持 與
建議，「（資訊學院的成立）絕對不是對
整個學校資源的分割，而是更多資源的凝
聚。」他也語氣堅定地表示，在面對困難與挑戰時，不僅不能
逃避，更要建立更大的願景，而資訊學院正持續朝此方向努力。

台聯大系統副校長蘇蘅則指出，政大資科系今年首次參加台聯
大轉學考的聯合招生，並開放 3 個名額，共有多達 326 位學生
報名應試，為本次台聯大轉學招生熱門科系的第 5 名，她讚許：

「我們默默地耕耘，而（政大資科系）有口皆碑已經是共識了。」
她也祝賀資訊學院的成立，並期待未來的蓬勃發展。

台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總經理潘先國分享，他 20 多年前在
政大資科系求學時，就曾上過現任資訊學院院長胡毓忠指導的
資訊安全專題，顯見老師當時的遠見。如今資安議題變得更加

重要，臺灣也需要更多資訊相關人才，他期許將來政大的畢業
生能運用跨領域能力，真正協助企業資訊轉型。

「我們成立資訊學院要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要做到最好。」資
訊學院院長胡毓忠強調，政大資訊學院會以結合金融、法律、
社會與傳播等專業的跨領域優勢，與他校電資學院作出區隔。
資訊學院副院長劉昭麟也期許：「我們不只是希望人文裡面有
技術，也希望科技裡面有人文。」

典禮最後，與會貴賓至資訊大樓一樓花園進行揭牌儀式，並合
影留念，共同見證政大第十一個學院風光成立，邁入嶄新的數
位時代里程碑！

本報記者 郭宇璇

隨著科技發展與軟硬體技術的進步，人工智慧（AI）已從理論
研究普及至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因應此趨勢，政大規劃新增校

級行政單位「人工智慧與數位教育中心」，結合 AI 技術研發與
教學課程，如籌備工作一切順利，並經校內程序校發會、校務
會議核定，預計將於 2022 年 2 月正式成立。中心籌備主任左
瑞麟表示，此中心的核心目標為將 AI 技術結合政大的文法商與
社會科學優勢，讓本校非資訊相關科系的學生，甚至台聯大的
學生，也能透過互動式線上教育的方式，培養 AI 技術的基礎能
力，以期未來能於職場中有所發揮。

未來人工智慧與數位教育中心的業務主要分為三項，包括 AI 人
工智慧、數位教育以及資料庫。在 AI 方面，將以 AI 多元服務、
AI 跨域教學及 AI 產學研究為主軸。左瑞麟表示，AI 技術能與
政大幾乎所有學院進行跨領域的結合，如在法律領域可結合 AI
進行法律文件判讀與分析，在商學領域上可透過 AI 進行金融科
技相關應用等。除此之外，在資料庫部分，亦將藉由 AI 技術將
現有的數位內容資料庫執行進一步的數據分析，以供更多師生
與研究員使用。

在數位教育方面，中心預計在今年下半年開設免費線上課程，
希望能提供同學自主學習 AI 技術的管道。此外，110 學年度第
一學期也有兩門由中心研究員開設的課程，分別為梁少芬研究
員在創新國際學院開設的「Python 與自然語言處理的應用」，
與黃啟賢研究員在通識教育中心開設的「程式設計概論」。課
程設計難度會考量非理工科系學生的能力。左瑞麟強調，課程
重點是學生實作，而非單純聽講，「要實作才會發現問題。」

配合科技部訂定的「AI 創新研究中心專案」，目前國內已有四
所大學設有 AI 相關的研究與應用中心，並獲得科技部的支持。
這些中心的研究主題包含 AI 核心技術、生技醫療、智慧製造及
智慧服務等。而政大「人工智慧與數位教育中心」將透過人文
社會與自然科學的結合及 AI 教學課程，建立自身獨有特色。左
瑞麟期盼將來此中心能成為科技部支持的第五個 AI 中心，擴充
政大於人工智慧之發展與影響力。目前團隊也正與各大企業洽
談產學合作機會，希望能幫助學生精進專業、與業界接軌。

國內留學「 政 」夯！
考取1系等同全校34系　歡迎新生政式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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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共識囊括國際研討四議題　
校友支持五計畫

赴中興大學取經：
在地、國際、永續 USR

「問世間，智為何物？」曾志朗回母校揭秘　憶求學時期充滿感激

秘書處訊

在與中興大學進行 USR 深度交流後，本校校長郭明
政率隊復前往惠蓀林場進行共識營。藉著參訪林場，
體認興大在森林管理與休閒產業的投入與成就。與
會師長皆表示藉此共識營綜觀本校願景及重要校務
方案，獲益匪淺。

在共識營中，郭校長先就明年 95 年校慶國際研討會
的四大議題，進行現況說明與深入討論，亦即 1. 教
師交換、2. 亞洲研究、3. 國際志工、4. 國際排名。
其次則討論目前進行中的五大校務議題，亦即 1. 南
島講座、2. 李元簇亞洲研究講座、3. 公企中心之啟
用與營運、4. 政大出版社、5. 地方創生 50+1 計畫。
經由超過三小時的討論，與會者除了
就本校目前的重點有更深入認識，也
深刻瞭解：此等計畫的完成有賴各國
內外大學攜手合作，也有賴校友的大
力支持。

文學院院長曾守正於會議中，簡報以
亞洲研究為主題的國際交流補助計
畫，以及全球高教聯盟、培育世界新
公民兩大方針，將分別以線上工作坊
形式進行。他同時認為本校現階段以
「在地」與「國際」作為校務發展的
主軸，且二者為雙向連結、彼此激盪
的關係，這將使本校重視「在地」而
不流於閉鎖，著重「國際」而不失主體，因此是值
得期待的發展方向。本校許多教研單位，過去或已
致力相關課題，故在開拓新議題之際，同時盤點、
整合既有成果，俾使人力與資源獲得有效運用，也
應該是重要的工作項目或步驟。

法學院院長許政賢尤其對於「亞洲研究」及「李元
簇亞洲研究講座」的構想，認為意義特別重大。在
世界大學名校中，不少設有聲譽崇隆的講座，重量
級學者均以應聘為榮，且演講內容往往出版專書，
而成為傳世經典者，所在多有。如能以創造經典的
願景，將「亞洲研究」及「李元簇亞洲研究講座」
加以整合，不僅得以彰顯本校的學術特色，亦將成
為世界學術藍圖中的亮點。

國務院院長連弘宜在聽取校長治校願景後，進一步
透由相關單位的報告，及校方推動的計畫清楚描繪

出達到願景的路徑。也讓國務院能夠瞭解，可以在
哪些計畫中投入更多的心力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社科院院長楊婉瑩對於國際漢學、亞洲研究、以及
南島研究，政大希望扮演領導角色深表認同。已很
清楚學校目前有明確的方向，在在都發揮了政大的
特色與優勢，尤其「跨」更是貼切形容本校已經在
努力資源串聯與整合。針對亞洲研究，社科院目前
有 3 個Ｉ（亞太研究英語碩士學位學程、亞太研
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應用經濟與社會發展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這些都是社科院具規模的規劃，英
語只是媒介，輸出的是專業知識和內涵，相信藉由
「跨」將各學院從多元中找出共同方向進行串聯，
加強整合發揮政大獨有的特色。

甫成立的資訊學院，院長胡毓忠表示已實際落實跨
領域學位學程的目標，本校規劃「全球傳播與創新
科技碩士學位學程」與「國際金融研究院」，資訊
學院將扮演提供資訊科技跨域整合於傳播和金融兩
項政大優勢學門中，發揮國內甚至於國際領頭羊的
角色。此外，於南島與東南亞擴大交流合作中，資
訊學院希望能夠透過先進人工智慧技術，協助這些
國家在文化與環境生態永續發展上盡一份心力，也
將推動資訊專業學生前往擔任國際電腦服務志工，
協助當地資訊教育與環境提升。

新舊任院長於席間針對院務經營交換意見，也期待各
院激盪出更多元的火花，提升學術能量；也藉由與
中興大學跨校交流、深入山林見學，透過更多合作，
得以對社會永續發展有更深層的共識，為培力頂尖
人才，貫徹教育使命共同努力。

秘書處訊

國立政治大學 110 年暑期校務願景共識
營，校長郭明政率一級行政主管前往國
立中興大學取經，雙方共同舉辦「USR
跨校合作論壇」。兩校校長能在疫情
期間相見歡，顯見除了私交甚篤，也充
分展現對於 USR（大學社會責任）的
重視，雙方都認同大學除了追求卓越學
術，USR 也應是社會、地區，甚至全
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重要議題。

中興大學校長薛富盛感佩郭校長對於長
期推動 USR 的親力親為。郭校長則將
此行定義為「學習之旅」；政大沒有農
學院，希望透過交流參訪，借重興大在
農業生技、有機農產品驗證的專業，讓
政大的 USR 更加深化。

此行跨校學習之旅，郭校長領軍，新上
任五院院長全數出席。期勉團隊共同為
政大 USR 核心理念「在地、國際、永
續」齊心努力，使本校成為一所超級國
際、超級在地的大學。以食農為主軸的
集英樓餐廳，是積極推動「50+1」具
體落實的其中一步。「50+1」三挺──
挺小農、挺有機、挺在地，不只是口號，
更應行動。當務之急是透過「50+1」
計畫（由 50 位消費者來支持 1 戶老農、
原農或青農）購買有機蔬果；其次，應
協助農林體驗的住宿問題，長期目標，
則是推動兼具發展在地永續產業，與服
務校友功能的生態養生村。

與會的地政系副教授戴秀雄，分享了政
大「50+1」具體規劃，他認為，興大
在永續發展方面已經全面融入校務，在

USR 部分有清楚的結構與衍生脈絡，
都是值得政大學習的地方。此外，雙方
也在專長領域上可以互補，會後就「茶
業與有機農業之通識開課與人員培訓」
交換意見，期待課程盡快實質推動。

政大向來重視原鄉原民的文化傳承，也
當與各南島國家擴大交流合作，為永
續發展攜手努力。為此，將設立原住民
學分學程、南島國際學分學程、南島講
座，同時規劃國內學生前往南島交換、
實習，從事以南島、東南亞為主的國際
服務志工。

民族系教授官大偉在疫情之下透過既有
的國際合作網絡，以視訊方式，已陸
續舉辦多場跨國、結合產官學的南島語
族文化傳承與環境永續生態議題線上講
座；開辦原住民族發展學分學程也逐步
落實，每學期招收 30 名學生，是一門
以培育新生代人才，培養臺灣未來的領
導者，打造多元友善的社會為核心理念
的學程，誠摯邀請對南島研究有興趣、
有熱情的學生加入。他也期待和中興大
學未來在跨校合開課程、共同投入國際
志工服務，以及兩校的海外科研中心之
間，都能有進一步的合作。

兩校在 USR 方面的推動重點不同，但
雙方都對社會的永續發展有更深層的共
識。興大長期以來在 USR 方面，致力
於動物福祉、社區永續文化、老幼共學
與地方創生的推動。興大副校長黃振文
介紹了興大 USR 推動現況。他表示，
興大透過資源整合、強化師生參與、發
展創新課程，完善興大 USR 校務支持
系統。

本報記者 許靜之

曾任教育部長、中研院副院長、政務委員等要職的中研院院士曾志朗，畢業於政大教育系大學部
與碩士班，受邀回母校以「問世間，智為何物？」為題，與校長郭明政、一級行政主管、各院院
長等學弟妹，分享人類演化史、博引科學進展，為人類的「智」與「慧」勾勒出宏觀圖像，展望
人類智慧擴增的可能性。郭明政表示，曾學長是歐洲科學與藝術學院士、美國心理科學會士與世
界科學院士，在心理學、語言學等心腦研究領域發光發熱，能在此疫情期間，聽大學長說故事，
是何等榮幸與難得！
 
「政大這學期已經正式加入台聯大，曾學長以前也當過陽明大學校長，更出任過台聯大的校長，讓
整個台聯大系統成長茁壯。」郭明政表示，曾志朗不僅學術領域表現傑出，過去經歷相當豐富多元，
與台聯大系統淵源也頗深。清華大學系統副校長林聖芬也出席此講座，陽明交大校長林奇宏、中央
大學校長周景揚稍後也蒞臨政大出席晚宴；藉此講座促使台聯大師長於開學前更緊密交流。
 
人有左右兩個半腦，左腦擅於時序解析，右腦長於空間定位。大腦功能從左右對稱演化成不對稱，
人類從先天具有加後天學習而得的計算能力，慢慢能高明應用計算的結果，計算是基本的知覺和
認知活動，而算計就是後設認知的運作。可以說，從計算到算計，是從「智」到「慧」的演進。

確立自己要從事跟人有關的研究，曾志朗沉浸腦神經科學
領域不可自拔，他笑著回憶，因為大學時期不太用功，考
研究所時僅在備取二的位置，還好仍成功錄取，繼續在政
大教育系就讀碩士班。後來因緣際會下，他曾到臺大的實
驗室幫忙飼養老鼠、鴿子與羊等動物，從那時期開始立定
志向。
 
在政大求學期間，曾志朗曾擔任羽毛球、足球、棒球與九
人制排球的校隊隊員，「以前常常都待在球場，所以今天
經過球場時心裡感觸真的很多。」他也打趣地說，自己雖然大學待在教育系，但是時間卻都花在
新聞系。當時他曾修習新聞系教授朱謙與余夢燕的課程，也就此與新聞領域結下緣份，曾到余夢
燕擔任社長兼發行人的中國郵報擔任兼任助理一職，負責將文章翻譯成英文。「當時我真的覺得，
政大有好多東西可以讓我發揮！」
 
曾志朗說自己的畢業論文僅有 14 頁，但最後也成功讓他收到賓州、耶魯等許多美國頂尖大學博士
班錄取通知。「我對政大真的充滿了感激之情，」曾志朗說，在政大受過許多人的幫助，直到現
在仍然覺得在政大求學期間遇過的人事物與經歷十分珍貴。

勘誤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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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願景共識營

《政大人》全體編輯群　敬上
本刊第十期第三版〈我們的曾經〉一文，校友姓名「張婉宜」係誤植，茲修正為「張琬宜」，特此說明。謹向當事人
及所有讀者至上最高歉意。未來《政大人》將秉持熱情、嚴謹與專業態度，持續報導政大師生、校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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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T 前處長司徒文接任創國客座教授　
期與學生教學相長

照片來源：國合處

照片來源：PEAK FORCE

本報記者 郭宇璇

亞洲政治經濟力加速崛起，為了培育面對亞洲和全球新情勢的跨領域人才，政大身為臺灣最具規
模及指標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大學，推動成立亞洲研究國際聯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Asian studies），並以 Asian Studies Plus( 縮寫 AS+）為名，表達熱切的企圖心。

這個聯盟將整合政大 11 個學院和研究中心強大的亞洲研究能量，鏈結亞洲與歐美地區 12 個國家、
18 所世界頂尖大學，藉由聯盟積極進行亞洲研究的全球交流，透過創新規劃，培育學生新知識和
新能力。將和全球亞洲研究的卓越大學建立長期且深化的夥伴關係，共同解決亞洲問題，推動亞
洲永續經營發展。

AS+ 預計明年 5 月正式成立，政大國合長林美香表示，Plus 象徵著政大的亞洲研究國際聯盟是

本報記者  許靜之

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美
國資深外交官司徒文 110 學年起將接任政大
創新國際學院客座教授一職。日前特別於校
長之家舉辦歡迎茶敘，校長郭明政表示，「可
以邀請司徒文教授來到政大，真的是我們很
大的福氣！」

「先前閱讀過司徒文教授的文章〈Learning 
to appreciate a modern miracle – Taiwan〉
後，我就變成粉絲了！」郭明政打趣地比喻，
具備深厚學識涵養的司徒文，就如同台積電
一樣是「護國神山」。有著豐富外交經驗的
司徒文，專長於亞洲研究與地緣政治，對於
政大接續規劃的「亞洲學分／學位學程」將

有著許多合作發展的機會與空間。

郭明政指出，未來預計開設的亞洲學分／學
位學程，師生各有一半會來自國外，課程也
有一半會以外國語言進行；此外，也期盼組
成國際亞洲研究聯盟，讓 12 個國家、18 所大
學共同締結，匯聚亞洲研究重要的人脈與資
源，擅長國際政治領域的司徒文也有機會能
擔任其中重要角色。

台聯大系統副校長蘇蘅則表示，從先前與司徒
文的餐敘中，獲知他並沒有「退休」的概念，
非常樂意繼續投身工作，因此努力促成他與
政大的緣分，「謝謝司徒文老師願意到政大
來！」蘇蘅說，司徒文先前針對政大做過許
多研究，深信自己接任這份教職是正確的選

擇。蘇蘅也提及校內在亞洲研究方面人才濟
濟，對於未來能與司徒文一起共事表示期待。

先前曾任清大副校長、陽明交大副校長與臺
大客座教授的司徒文，對於教學深具熱情，
本次接任政大的教職，也因為他認為自己的
專長領域與政大特別契合，「尤其這是『政
治』大學，而我正是研究外交跟國際政治！」
司徒文指出，在新開設的通識課程中將會談
及貿易與地緣政治交互的關係與影響，除了
分別談中國、美國、日韓、中東等地的政經
局勢，最後也會把各項議題收斂回到臺灣，
討論臺灣面臨的挑戰以及未來的可能。他懇
切地表示，相信在課程中能從學生身上學習
到許多，也希望自己能將更多元的觀點帶進
校園中。

進階升級版，更重視人才培育與永續發展，透過教師與學生交換、課程合
作，培養全球公民。目前規劃五大發展面向，分別為「多元文化的亞洲」
（Multicultural Asia）、「創新的亞洲」（Innovative Asia）、「培育人才
的亞洲」（Nurturing Asia）、「民主的亞洲」（Democratic Asia）、「永
續的亞洲」（Sustainable Asia），合稱為 MINDS。這五大面向可涵蓋人文、
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科技等多項跨領域研究，盼望集結全球重要人才
（great minds），共同拓展世人對亞洲的認識。

政大明年 5 月將邀請參與聯盟的頂尖大學，舉辦亞洲研究為主題的學術研討
會。AS+ 將是政大在臺首創、匯聚教育理念和資源的國際平台，培養具國際
視野的優秀人才，促進學術研究資源共享，打造政大為具有全球競爭力與國
際影響力的卓越大學。

台聯大系統副校長蘇蘅表示，政大在人文社會科學長期耕耘，在亞洲研究領
域積累相當大的能量，全校有多達 116 門相關課程。除了結合世界頂尖大

學或機構，共同發展學術交流，同時也促使學生走出去，以更宏觀的視野拓展對於亞洲、世界文
化經濟、科技等多元的學習契機。

國合長林美香表示，政大與全球 540 多所大學簽訂姐妹校協議，亞洲的夥伴大學多達 26 國 247
校，國際生比例居全國之冠。籌設亞洲研究國際聯盟，政大責無旁貸。她強調亞洲研究國際聯盟
有三大「升級版」特點：首先是非單一學科，而是跨域學術交流；其次是以師生交換與移動、人
才培育為主要訴求；三是終極目標為亞洲永續，期望共同解決地區與全球問題，對亞洲地區的繁
榮與文化交流產生重大影響。

目前亞洲研究國際聯盟正在積極籌備階段，將陸續展開世界各國的合作對象邀請，預計於明年 5
月舉行成立大會。政大也積極設立「李元簇亞洲研究講座」及「亞洲研究學分學程」。隨著全球
對亞洲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度重視，AS+ 籌組的迫切性也在提升。

遲到的、
扭曲的黃金計畫 
台灣運動產業協會理事長   徐正賢

2020 東京奧運，在多位臺灣選手傑出的表現下，共獲得 12 面獎
牌，取得了空前成績，值得國人給予所有在奧運殿堂辛苦奮戰的
運動員、教練團隊、相關行政團隊最高的敬意。東奧獎牌數創新
高，但接下來呢？臺灣競技體育與運動產業的下一步是什麼？

本屆奧運成果，和過去幾年政府在體育發展的經費逐年增加，有
一定的關係，但近日許多「黃金計畫」相關報導，直接與這次競
技表現畫上等號，個人不太認同，我的看法如下：

首 先 從 定 義 上 來 看， 何 謂 黃 金 計 畫？ 從 官 方 說 明 可 以 看 到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n=9E7AC85F195
4DDA8&s=52E29F59AC74C8B0），除預算數較過往高，其餘提
到的「實施措施」，如：國內外參賽與移地訓練所需資源、專屬
人力（教練、防護員或物理治療師、體能訓練師、陪練員等）；
訓練及比賽所需器材裝備，及全面運科支援（生理體能、生物力
學、運動心理、營養生化、醫學防護、運動資訊等），我想，絕
大部分朋友都會認為，這些作為，不是本來就應該做的嗎？

如果，教育部體育署和國訓中心認為，我們提供了美、歐、日等
體育強國「早已行之多年的訓練相關整合服務」，臺灣選手就在
東奧創下歷史佳績，這是否意味著，過去因為沒有做到他國早就

做到的「標配」，我們錯過了多少在亞奧運奪牌的機會？我們蹉
跎了多少運動員的青春歲月？

如果大家認同上述的說法，主管機關是否該向過去眾多犧牲在亞
奧運戰場上的選手們，誠心地說聲「對不起，黃金計畫來晚了！
對不起，我們的知識和整合能力都遲到了！」

如果單純以「奧運奪牌」為精準目標，黃金計畫應該做到的整合
支援方案，本來就該做、早就該做！而且，更應該廣泛地把這樣
的觀念和方案落實在基層運動隊伍中。

黃金計畫的執行與檢核方式，還有非常大的進步空間，如果教育
部體育署和國訓中心只因為「贏球治百病」，想吹牛黃金計畫有
多偉大，我覺得已經是「誇大不實」，有「假廣告」之嫌了。

對競技運動選手和教練來說，一個大賽的結束，意味著，下一個
大賽的準備期，也將正式開始。每當國際賽事，我們瘋狂為國手
們加油打氣的同時，還有一大群年輕、渴望未來也登上國際舞台
的基層運動員，正在默默的努力著。他們沒有黃金計畫的支持，
沒有太多人的關注，但每一位已經登上國際舞台的國手，都孤獨
地走過很長的這麼一段路。

# 政議論棧

政大籌設 Asian Studies Plus (AS+)　
匯聚全球跨域人才推永續亞洲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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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校慶暖身操，線上課程任我行　校友證專屬課程重磅登場！

憶政大風災有感

加西政大校友會新任理事會出爐
新聞系徐新漢連任會長  

「終身學習」是一條無止盡的漫漫長路，也是讓人類的
靈魂在時間琢磨下更臻成熟的過程。校友中心開展為畢
業校友提供各式自我充實的學習方案。

為增加校友對母校之向心力，讓畢業校友仍能持續精進
學習，讓學習的腳步不中斷，特藉慶祝擴大校慶推出全
新之校友證專屬福利，期望結合政大既有專長優勢，邀
請專業師資透過無遠弗屆的線上課程滿足校友多元學習
之需求，在政大即將邁向百年學府的同時，與校友攜手
踏出終身學習的第一步。

「校友證專屬線上課程」將於政大校友服務網上開設影
音專區，預計 2021 年 9 月底正式上線。首波將提供世界
遺產協會講師、知名旅遊作家馬繼康為政大校友錄製的
「世界遺產旅行」精選課程，深入淺出地引領校友了解
何謂「世界遺產」，以及如何將旅行與「世界遺產」相
結合，提供不一樣的旅行視野，讓您的旅行不再只是走

馬看花，更能深入體驗異文化的歷史底蘊。未來更將陸
續提供人文、社科、理財等不同學門領域之線上課程及
演講影片，期望以輕鬆無負擔的方式提供校友線上學習、
充實自我的機會，敬請密切關注政大校友服務網最新課
程資訊。

「大學」存在的意義，無非是希望窮究知識與真理，以
博雅教育陶冶人的品德與智識。藉由政大即將邁向百年
學府的前哨：95 週年擴大校慶，校友服務中心將讓校友
服務重返「大學」成立的初衷，透過特約線上課程，讓
畢業校友可以持續提升自我、充實心靈，與政大一同攜
手邁向永無止境的學習之路。敬請即刻申辦政大校友證，
共享校友專屬課程及各項福利優惠！

陪伴校友成長的路上，政大或許會遲到，但絕對不會
缺席。

本報記者 陳家弘

         人的一生或許是一個不間斷的學習過程，但無需在學校完成。

--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隨筆集》”Les Essais”

郭凱迪

前陣子颱風影響臺灣北部，所幸未造成嚴
重災害。看見母校政大附近溪水暴漲，諸
多與颱風相關的往事歷歷在目，回想起來
又多和鄭瑞城校長有關。

2000 年 11 月鄭校長上任，是我當選學生
會第一屆會長後 5 個多月。他就職當天，
象神颱風造成木柵地區大淹水。典禮結束
後，我們就站在行政大樓門口，透過校內
電話，解決我替同學提出的應變問題。

又有一次颱風侵襲，臺北市災情慘重，市
政府授權各級學校自行判斷是否上課。原
先政大沒打算隔天放颱風假，當晚我接到
無數同學「家裡受災出不了門」等種種反
映。於是，我硬著頭皮打電話到校長家，
轉達大家的請求。

剛開始，鄭校長感到納悶我怎麼會這樣要
求，但他仔細聽完說明後，便立即同意政大
停課停班，讓師生能進行災後復原。消息公
布後，政大 BBS「貓空行館」上歡聲雷動，
同學紛紛感謝校長、感謝學生會，我笑說：

「這大概是我擔任會長評價最好的一天了。」

颱風過後，受災毀損的堤外棒球場遲遲沒
有修復，也因此同學們抱怨聲不斷。我透
過許多管道陳情，希望市政府盡快修繕場
地。後來市府邀請我一同參加場地會勘，
最終確認由市府撥出 50 萬元整修。期間
雖然花了不少心力溝通，但能對政大有點
貢獻，讓我感到非常開心。

( 作者為政大首屆學生會會長，現任嘉義
縣政府綜合規劃處處長兼人力發展所所長 )

溫哥華訊

加西政大校友會 8 月 21 日在舉行 2021 年
會中選出新理事會﹐ 24 期新聞系校友徐新
漢蟬連會長外 , 並選出副會長陳壽經、聘請
邱永功、高進興、魏麗華及蔡妃珠為顧問。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僑務組長夏基陸是政
大外交系 56 期校友﹐應邀出席校友會盛
會感到特別興奮﹐並報告母校政大校務不
斷壯大與革新近況。

政大校友會 21 日的年會是在本地新冠疫
情穩定後於列治文粵海山莊海鮮酒家舉
行。會長徐新漢在會務工作報告中﹐也報
告政大全球校友總會及全球各地校友會在

23 年以來﹐分別在臺北﹑吉隆坡﹑墨爾
本﹑洛杉磯﹑溫哥華 ( 阿拉斯加遊輪 ) ﹑
舊金山﹑上海等地舉行政大全球校友嘉年
華會盛況。

圖為加西政大校友會新理事會的陣容。

名師啟蒙 
卓輝華盼以估價專業
促成土地正義

本報記者 甄曌珞

「我年輕時的精華歲月，大半是與政大地政系一
起度過的！」宏大資產評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地政系校友會理事長卓輝華笑著說，自己
在政大學習了十七年，也是在政大與 一生所從事
的「估價」事業結緣。

受業恩師 深耕臺灣估價事業

1981 年，卓輝華就讀政大地政所碩士班時，適逢
資深大師與海歸派年輕教師世代交替，也因此在
課堂上得以接觸新舊學說思想的洗禮，大大地開
拓智識眼界。

提起與不動產「估價」的淵源，卓輝華直言是受到
林英彥教授的啟蒙。當時臺灣尚無估價觀念，也沒
有估價師制度，正是林英彥教授率先引進日本不動
產估價觀念。卓輝華是當年少數擁有不動產估價專
業的學生，也因此在碩士班畢業後投身估價產業，
在這片臺灣著墨不深的產業中開疆闢土。

「沒有背景的人，就要從專業突破，當你擁有專
業時，自然就會有人需要你。」擁有碩士學歷與
估價實務經驗的卓輝華也因此被內政部相中，
1987 年時被邀請參與研擬不動產估價師相關法
規，以及制定估價技術規則。這不僅協助臺灣開
啟不動產估價事業，也開啟卓輝華與估價產業和
產官學各界的深厚連結。

卓輝華碩士班畢業後，於 1988 年考上政大地政博
士班。但因為忙於事業，在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
格考核後，無暇提出論文，只能暫時中斷學習之

路。為了完成人生的夢想，卓輝華於 2004 年再度
叩門政大地政博士班，六年後正式取得博士學位，
陸續受邀至各大專院校任教，傳承寶貴實務經歷。

秉持初衷 期盼實現土地正義

「土地政策的目標是『平均地權、漲價歸公、地
盡其利、地利共享』，這也是社會正義的理想境
界。」一般以為地政系與不動產的關係密切，畢
業生大多是利用不動產投資獲利的專家。卓輝華
雖長期身處業界，卻一直銘記當年政大師長的教
誨，用自己的估價專業持續推動土地與居住正義。

正是出自社會正義的理念，2015 年卓輝華與同樣
對臺灣這片土地有著深厚情感的有志之士，發起
「臺灣土地社會聯盟」，共同召集人們都是政大
地政系的校友。他們認為臺灣的土地法規隨著社
會經濟的成長已不敷使用，因此撰寫了「臺灣土
地宣言」，期望指引國家土地政策的新目標與方
向，藉以喚起民眾對土地的態度與關注，進而促
成土地與居住正義。

心繫母校 寄語後繼超越前代

政大求學多年，卓輝華與地政系建立出深厚的情
感，近年更被推舉擔任政大地政系校友會理事長，
舉辦過不少活動，每次都親力親為。「能做就去
做，做完就不要後悔。」他也積極邀請校友們回
政大開設系列講座，期望能結合校友的力量回饋
母校。

卓輝華建議學弟妹在學時要多參與社團活動，他
認為政大的同學都是菁英，一定要廣交良友，將
來會成為人生的助力。畢業後更要多參與社會團
體廣結人脈、貢獻所學。他也建議同學們要珍惜
在學時向大師請教學習的機會，也可以在畢業前
考取幾張職業證照，對初入職場者會如虎添翼。

最後，卓輝華勉勵年輕人「每一世代都會超越前
一世代。」他不認同年輕人是時下所稱的「草莓
族」，認為每個世代都有要承擔的責任義務，不
應以前人的眼光標準來批評後世，更鼓勵年輕人
要相信，自己能夠超越上一代的成就，更能擁有
比前人過得更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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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    面 對談

爭取政大實幼增設三班
校長林進山全心付出
盼「締造無限教育價值」
本報記者  吳季柔

國立政治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是全臺最小的國立附小，儘管腹地有
限，卻有著一群充滿教育熱忱的師長們，為學校注入源源不絕的創
意與活力。校長林進山以「優質、多元和創新」做為學校教育願景、
以形塑「精緻教育學校」（Betterness education school）做為教
育目標，透過「生活展現活力希望、生態尋求核心價值、生命開拓
詩性智慧」的辦學理念，激勵「行政創新經營、老師創意教學和學
生創價學習」帶領政大實小持恆精進，邁向卓越。林進山相信「教
育是用生命感動生命的歷程」，他期許自己能夠「以有限空間締造
無限教育價值」。

近幾年來，政大實小和實幼皆為額滿學校，林進山為了政大教職員
工孩子乏人照料之慮，在校長郭明政、副校長王文杰及人事室同仁
的協助下，向教育部國前署爭取增設政大實幼三班。其招生對象以
政大實小、實幼、附中及大學部全體教職員工與約聘人員子女為優
先。因為實幼過去能夠招收的新生有限，他坦言以往已有增班的念
頭，如今終於能夠實現，「學生想要到我們學校來，我們應該要有
拓展的能力。」 

傳承老臺北
食尚品味
陳玠甫
復興傳統人文

本報記者 陳家弘

四溢的香氣伴隨著調理聲，癌症關懷基金會
董事長陳月卿神奇地將五顏六色的食材化為
蒼翠的綠拿鐵、橙黃的南瓜洋蔥濃湯，資深
媒體人搖身一變成為養生達人。
 
感謝新聞系指導栽培

回憶起政大求學的日子，陳月卿滿是感謝。
「政大新聞系的訓練扎實，課程也開放多元，
系上老師對學生也很好，循循善誘引起我對
新聞的熱情。」求學時期陳月卿積極地跨域
學習，憧憬成為戰地記者的他選修了教育系、
政治系相關課程，擴大智識與眼界，更在系
上老師的鼓勵下激起對廣電記者的興趣，因
緣際會下考入華視任職，從此踏入媒體圈，
並以知性、專業的形象廣受公眾好評，所主
持的《天涯若比鄰》、《放眼看天下》等節
目更是膾炙人口。「這都要感謝政大新聞系
的磨練，讓我可以擴大視野，看遍全世界。」
 
提升自癒力，遠離文明病

當媒體事業如日中天時，陳月卿的丈夫蘇起
（56 級外交系校友、曾任國安會秘書長）
卻被診斷出罹患肝癌。這沉痛的打擊，也成
為契機，讓陳月卿重新檢視自己與家人的生
活方式，積極發揮新聞記者的專長，廣泛蒐
集養生、抗癌相關資訊，以正面樂觀的心態
面對癌症，也從根本開始改造飲食習慣。最
終丈夫成功抗癌，至今都沒有復發。

結合幫助許多癌友與家屬的經驗，陳月卿也
從媒體名人變身成為了養生達人，不僅飲食

本報記者 陳家弘

質樸的長屋建築與古色古香的家具擺設，靜謐的
氣氛讓人彷彿重返清領時期的大稻埕。一襲俐落
的唐裝，像是他對傳承家族二百年歷史的自豪，
也像是對傳統文化的堅持。

「同安樂」再現家宴古早味

「金包銀」、「雙喜連」、「麥芽蛋」、「黃豆
蹄花」…菜單上陳列的菜名不僅是來客可選的餐
點，更是陳家過節、祭祖的佳餚。祖籍泉州同安
的陳玠甫選擇在早期同安人聚落，插旗茶餐廳，
結合大稻埕傳統建築與文化元素，以及從老家蒐
羅而來的家具擺飾，嚐到的不僅是屬於「老臺北」
的風味，更是傳統文化沉甸甸的積累。「傳承陳
家的菜色，是我慎終追遠的方式。」

憶政大，養成謹慎性格

允文允武的陳玠甫，大一就是學校風雲人物，不
僅參加新生盃辯論賽榮獲最佳辯士殊榮，就連打
網球都曾被老師網羅進校隊，更參加過世界舞蹈
研究社及國標社，還因此拍過廣告。

大二擔任外交系系學會會長，或許因為年輕與社
會經驗不足，歷經種種磨練與事件，讓他勇於面
對自己的不成熟，也因此養成凡事小心謹慎、三
思而後行的性格。

熱衷外交，向世界推廣傳統文化

大學期間，陳玠甫獲得 Harvard Project 邀請，
與數位獲選學生一同赴南韓參加國際交流會議。
在當時具役男身份者無法出國的時空下，受邀赴

陳月卿
傳播養生心法

提升抗疫自癒力

保健相關著作等身，更在影音平台上開設頻
道，與大眾分享他的養生觀念與健康食譜。

陳月卿認為，面對近來肆虐全球的新冠病
毒，以及現代人常有的癌症、糖尿病、心血
管疾病等「文明病」，最重要的就是喚醒每
個人與生俱來的「自癒力」，而「適當的飲
食」更是提升自癒力所不可或缺的。

何謂「適當飲食」？陳月卿認為，現代社會
充斥著太多精緻加工的「食品」，是導致
現代人文明病的主因。因此飲食應以攝取新
鮮、天然、看得到原型的「食物」為主，而
非人工加工的「食品」。

除了要吃「食物」外，更要吃「好食物」。
經烤、炸或添加過多油、糖的食物令人欲罷
不能，但也給身體造成許多負擔。以植物為
主食，佐以「不烤、不炸、少油糖」的調理
方式更能減少身體的重擔，減少日常生活的
疲勞感。
 
提升自癒力的關鍵錦囊

身兼世界校友總會監事的陳月卿也勉勵政大
人，提升自癒力除了要有適當的飲食外，正
常規律的作息也至關重要。充足的睡眠與適
當的紓壓管道有助於維持身心靈的健康與平
衡；每週三次，每次三十分鐘的運動則能維
持身體機能正常運作；戒除香菸、檳榔、酒
精飲品等致癌物質，更能促進身體環保。
「最重要的，要保持微笑。」正面樂觀的態
度與常保微笑更能保持身心愉悅，還你健康
本色！

外是少數得以出國增廣見聞的機會。返國後，陳
玠甫積極鼓吹政府應組織優秀學生赴海外交流，
藉由學生單純的熱情與理念，將我國文化推廣到
全世界。他的呼籲獲得當時志士採納，陸續選拔
優秀學生，遠赴海外進行國民外交。「當時的大
學生很有推廣傳統文化到全世界的熱情，他們散
發的氣場與風範，也締造了理性的國際對話。」

「老師府」後人的自我反思

退伍後，憑藉外交、行銷、危機處理的能力開設
公關公司，也曾任公視執行製作、台視主播。有
感於媒體環境與自身理念的落差，陳玠甫斷然離
開媒體圈，遠赴大陸經營幼兒園和古宅餐廳，深
耕教育與文化傳承。他發現「為何孩子們從小就
被灌輸、要求學習的都是外國文化？」也許是深
烙在基因中「老師府」陳悅記的影響，讓他開始
以維繫傳統文化為終身職志。

承繼著先祖們對文化的傲骨，陳玠甫成立「陳悅
記傳統文化基金會」，禮聘薪傳獎得主開班授
課，讓孩子們得以接觸原應熟悉卻備感陌生的絲
綢、古琴、戲曲等傳統文化與藝術。「雖然不賺
錢，但是很開心。」希望以一己之力影響更多人，
讓人們重新發掘傳統文化之美的陳玠甫，依然堅
持、堅定地走在他的傳統文化復興之路上。 

盼政大，引領人文復興

「人文社會科學的層次最高，但也最為難做。」
陳玠甫認為，現代社會多重視科學領域發展，雖
然科學帶給人們便利的日常生活，但只有「人文」
才能豐富人們的心靈，更乘載了民族的驕傲，以
及國家的文化底蘊。「希望政大能發揮人文社科
領導者的力量，讓社會充滿人文關懷，成為引領
臺灣向上的力量。」

82 級 ／ 外交系
世界校友總會理事

22 屆 ／ 企家班
64 級 ／ 新聞所
60 級 ／ 新聞系
世界校友總會監事

林進山抱持著安頓政大人子女的心願，一肩扛起重任。然而，
增班的經費來源卻是一大難題，他指出，教育部提供的經費僅
180 萬元（每班開辦費 60 萬元），「180 萬元能夠做什麼？
只能補補修修，空間又不符合幼兒園規範。」於是林進山會同
建築師、實小黃主任現場會勘，撰寫計畫爭取學校成為提供
實驗教學與觀摩的「示範園區」，因而獲補助 1426 萬餘元。
他全力爭取的理由在於珍惜「時間有限，慧命無期的價值」，
因為明年（2022 年）7 月 31 日他將卸任了，希望最後一年可
以達成預定的目標。而人事的難題在於人才難尋，林進山坦言
曾有主任一職無合適人選的窘境，為了吸引他校優質主任到政
大實小服務，他祭出陪讀保證，因為主任們想考校長，每週四
晚上，林進山就陪他們讀書、模擬考與口試練習。他自豪指出
政大實小因此有多位優秀主任成功考取校長資格， 2016 年就
有兩位主任考上校長，佔臺北市當年度錄取率的七分之一。

林進山奉獻 38 年職業生涯於小學領域，他笑說十分喜歡孩子
的天真：「幼稚園的孩子很可愛，有時候會跳上來用腳夾住我
的腰，像熊寶寶一樣。」對於最後一年任期的期許，他表示除
了完成新建的活動中心外，也會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包括招聘
外師、開設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對他來說這是小學最後一站，
要把它做得更圓滿。他認為對教育的使命感來自生命教育，他
茹素 38 年，耕耘教育領域的初衷除了對孩子的喜愛，也渴望
報答求學、求職路上貴人的鼎力相助與關照。他認為自己受到
國家社會照顧良多，「我沒有什麼東西回報，就是在職場上多
盡一些職責－－讓慧命長存天地間。」 （照片來源：林進山）

養生達人陳月卿親傳養生心法 ( 攝影：秘書處 )
陳玠甫復興傳統文化，盼政大引領人文復興 ( 攝影：秘書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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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外語學院不是政大最具「企圖心」的學院，但絕對是
本校女力的大本營，一直是最多元、最活潑、最「性感」的。

外語學院早期發展以東方語言（阿、土、俄、日、韓）為重，
看似「政治不正確」，殊不知國立大學教育，就是要支持
所謂「冷門」，但卻極具戰略性的學科，我們既然於國內
人文社科執牛耳，自是當仁不讓。何況風水輪流轉，如今
亞洲研究日益受國際重視，哈日、哈韓已不稀奇，東南亞
語文及南島文化研究儼然成了新顯學，總算前輩們的篳路
藍縷終於開花結果。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和全球化浪潮的
席捲，亞洲經貿的順勢崛起不容小覷。

此外，由於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推動，身為國內人文社科重
鎮的政大責無旁貸，社科院、國務院、商學院、外語學院
紛紛大力動起來，共同發揮所長。外院以精簡的資源，先
打下同學們語文根基，先後在東南亞學位學程（形同ㄧ系）
設立了越、泰、印三組。除加入暑期課程、師生交換外，
學生海外實習亦是亮點，華僑和臺商也樂意出錢出力，並
樂觀其成。畢竟，我們在地緣政治方面是佔優勢的。

再者，歐美國家在世界上的影響力，目前仍居強勢主導地
位，外語學院的英、法、德、西語文實力正好也能使上力。

在學術方面，外語學院亦不落人後，除了外院出版《外國
語研究》和《廣譯》兩冊期刊，各系也經營其專業刊物，
總共五種，其中語言所的《台灣語言學期刊》為國內ㄧ級

期刊，英文系的《文山評論》已入 THCI。文科的研究成果
往往需要時間的積累、反覆的淬煉，外院專書的出版能量，
近年來明顯成長，計畫性系列書出書是主要原因。除了同
仁因升等而累積的學術成果，再加上頂大、深耕等各項計
畫資助，外院陸續集體出版了多種語言教材、文化專書，
這也展現了我們的團隊力量及人文魅力。QS 將外語學院列
入全球 Modern Languages 前 25-50 大，實至名歸。

外語學院共計 7 系、1 所、2 學程、1 中心，教授語言達
25 種，居全國之冠，外籍教師佔三分之ㄧ，東西文化採既
平行推進又交集互補。當然，會遇到諸多跨文化的問題，
要化解就得靠智慧，不過，我們所迸出的燦爛火花，也是
其他單位少見的。光行之有年的每學期各系輪流的外院茶
會（其實是餐會），爭「香」鬥「嚥」，就令人垂涎；各
系同學舉辦的活動，從包種茶節到畢業展演，充滿濃濃異
國風情，彷彿置身另一個世界。

政大外語學院繼承了前輩認真摯實的治學傳統，亦融入四
面八方許多新血與活動，我們非常鼓勵師生展開斜槓人生
（雙外語、雙專長），與全校各院甚至台聯大或其他可以
合作發展的大學共同努力。深信我們散發的正能量，必會
令政大更發光發亮。

  外語學院院長

# 政向思考# 政向思考 萬花筒般的外語學院

政大人    no.11

政      點服務 7

薪火相傳  政大情
「薪傳學生助學金」，以「薪火相傳」為宗旨，獎掖家境清寒且遭遇重
大變故，致使無力負擔學費的在校學生。期盼學長姐的熱心捐助，讓薪
火相傳延續不斷。您的一點心意，是協助學弟妹突破嚴峻經濟困境的莫
大助力，更需要您的參與 !

薪傳有你 即刻響應
線上捐贈



Article by Hsu Ching-Chih

The former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Director 
William Stanton, also a senior American diplomat, 
will take on the role of visiting professor f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s (NCCU) 2021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novation program. 

At a welcome party hosted at the President's House, 
NCCU President Kuo Ming-cheng said that it was a real 
pleasure to have Stanton as a member of the faculty. Kuo 
commented that he became a Stanton fan after reading his 
article, "Learning to appreciate a modern miracle – Taiwan." 

Kuo then used the example of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as a metaphor to describe how 
Stanton would transform NCCU’s reach and power. The 
experienced diplomat, who specializes in Asian research 
and geopolitics, is expected to collaborate on NCCU's 
upcoming "Asian Studies Plus.”

Kuo said half of the students and professors on the Asian 
Studies Master Program are foreigners and half of the 
classes will be taught in foreign languages. As for the 
future, by bringing important people together and using 
resources from 18 universities in 12 countries, Kuo hopes 
to form a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Asian studies, in 
which Stanton will take a leading role.

Former AIT Director
William Stanton

looks forward to becoming visiting professor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s AS+ 
alliance gathers great minds to 

create sustainable Asia
Article by Kuo Yu-shuan

Asia’s surg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has 
prompted Taiwan'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Asian studies, known as "Asian Studies Plus" (AS+), which 
aims to bring great minds together and cultivate talents who 
will become local leaders and global citizens.

AS+ will integrate 11 colleges and research centers at NCCU, 
plus 18 universities from 12 countries. The alliance will 
promote Asian studies globally to solve regional problems and 
promot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building long-term partnerships with excel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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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worldwide, the focus will be on creating innovative 
academic programs that cultivate knowledge about Asia to a 
new generation of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AS+ is slated to open in May 2022. NCCU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Lin May-Shine  said the “plus” 
symbol used with AS+ represents the fact that it is an advanced 
version of Asian studies, which takes talent cultiv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eriously. It will nourish knowledge 
for the world through exchange programs of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five AS+ interdisciplinary themes are "Multicultural Asia," 
"Innovative Asia," "Nurturing Asia," "Democratic Asia," and 
"Sustainable Asia" – or "MINDS." AS+ covers the humanities, 

politics, society, economy, education, science, and other areas, 
with the aim of expanding the world's understanding of Asia by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the world’s greatest minds. 

NCCU will invite the participating universities to host Asian-
research-themed academic seminars. AS+ will become 
Taiwan's first international platform, formed by NCCU, to 
create a culture of developing brilliant minds through sharing 
academic research resources. It is also intended to make 
NCCU a globally competitive and internationally influenti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Vice President Su Herng said 
that NCCU has gained a reputation for developi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programs and has 116 Asian research 
related courses on campus. Meanwhile, NCCU encourages 
students to go abroad and expand their educations in Asia, 
which is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s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economy.

Vice President Lin May-Shine noted that NCCU has more 
than 540 sister schools, along with 247 Asian partner colleges 
in 26 countries. "NCCU has the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aiwan. We were obligated to organize AS+," Lin commented.

She also emphasized that there are three features of AS+ 
that stand out, which are cross-disciplinary studies, talent 
cultivation, and Asia sustainability. Given these goals, Lin said 
she fully expected that AS+ would be able to solve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and have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mpact 
on Asian prosperit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S+ is in the preparatory stage and will begi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after it opens in May next year. As such NCCU 
is organizing Asian studies lectures that will be supported by 
funding named after Li Yuan-tzu , the former NCCU President 
and Taiwan Vice President.
 
It is urgent to form AS+ because of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Asia into a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Ultimately, it is 
imperative that a sustainable Asia is achieved and forming an 
alliance such as A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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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 Vice President Su Herng  
said she learned at a dining party 
that Stanton had no intention of 
retiring and would devote himself 
to teaching. "Thank you for being 
willing to teach at NCCU, Stanton," 
Su commented. 

Su said Stanton has done a lot of 
research on NCCU and is completely convinced that accepting 
the position is a smart move. She added that she looked 
forward to working on Asian research with Stanton, along with 
all the other brilliant professors at the university.

Stanton, who is the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and also visiting professor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as 
a passion for teaching that dovetails perfectly with NCCU’s 
aims. Stanton pointed out that "chengchi" means "politics" in 
Mandarin and therefore, “This university is where I can apply 
my studies on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tanton noted the newly general curriculum will look a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rade and geopolitics. The course 
will also discuss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Middle East, and other countries. 

These strands of discussion will all converge on Taiwan 
and the challenges the country faces,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its future possibilities. "I believe that I can learn 
a lot from the students and expect to bring a diversity of 
perspectives into the university," Stanton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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