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周佩怡

在疫情趨緩、國慶日連假即將到來的前夕，政大原資中心舉辦
「月光音樂會」，邀請政大搭蘆灣社、東南科大孬樂團、師大
Trakis、藝人雅維・茉芮及 Matzka 到場助陣，為固定每年十月
舉辦的原民週拉開序幕。

原住民族委員會教育文化處處長楊正斌先細數政大與原民文化
的淵源，如舞團「原舞者」在行政大樓創立、政大已出版雜誌《原
教界》100 期，現今因應修法，校內也有原資中心作為原民學
生的堅強後盾，讓原民學生不再需要獨自面對困難。

政大副學務長、原資中心主任楊啟正致詞期望經由音樂會，讓
所有同學感受到原民同學的熱情，大家一起在這塊土地上互相

扶持、成長。對於搭蘆灣社再次上台表演，指導老師官大偉笑
稱：「看見荒唐的日子有荒唐的結果，啊！不是，是努力！」
他也表示每個世代都有各自的困難，鼓勵現在年輕的原民找到
力量持續努力下去。

首先登場的地主搭蘆灣社帶來〈Kami〉、〈聚會歌〉兩首歌曲，
身著耳飾、項鍊、包包、頭巾等等各式原民飾品的他們，圍成半
圓形，先是隨著吉他聲蹬地、抬起雙手，再牽起旁人的雙手前後
擺動，漸漸逆時針轉圈，以傳統的形式為音樂會暖身。隨後表演
的是孬樂團，為了傳達「出門在外，家人都會陪伴」的真摯感情，
他們演出布農族歌手王宏恩的〈親愛的寶貝〉、〈月光〉母語版。

以家鄉泰雅族斯瓦細格部落為名的專輯，讓雅維・茉芮榮獲第
30 屆金曲獎最佳原住民語歌手獎。第二次來到政大的她依序演

唱全母語創作的〈編織〉、〈一個月亮一個太陽〉、〈香菇的
錢咧？〉、〈你叫什麼名字〉、〈喜歡〉、〈彩虹〉，主題包
含兒時記憶、神話傳說、文化傳統，並以傳統樂器融合電子音
樂及流行音樂的編曲風格，創造輕快明亮的節奏，讓聽眾跨越
語言隔閡。

最後壓軸的排灣族知名音樂人 Matzka 一出場，歡呼聲掌聲不
絕於耳，此時行政大樓早已被觀眾擠得水洩不通，兩側斜坡也
都站滿人群。先演唱自己第一首母語創作曲〈MADO VADO〉的
Matzka 說：「今天大家很幸運喔！可以聽到最 demo 的版本，」
雖然樂團沒來、只有 kala 檔，但見他坐在椅上，雙手在吉他上
來回撥挑，對著麥克風盡情歡唱。

〈一朵花〉、〈回到原點〉、〈娃娃泥〉一首接一首地點燃觀眾
心中火苗，依據節奏頓頭踏地拍手。Matzka 激昂有力的歌聲，
也讓觀眾在曲畢大喊：「安可！安可！」最後 Matzka 回應要求，
獻唱〈瑪勒芙勒芙〉為音樂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1 ∣網路購票：udn 售票網（請掃描上方 QR code）
2 ∣捐款贈票：捐款滿萬元以上即贈音樂票券，請備註南島音樂會捐款贈票
3 ∣直接捐款：請備註南島研究講座

「2022 點亮南島募款音樂會」 政大攜手天籟原聲支持南島研究

微風吹拂　原民週月光音樂會熱情擁抱政大

贊助 /
購票資訊

本報記者  許靜之

繼包廳挺原聲童聲合唱團馬彼得校長，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聽見歌 再唱》；政治大學再度要
以來自玉山山腳下、來自土地的聲音—原聲童聲合唱團的天籟撼動更多人，期能籌募基金贊助
成立政大「南島研究講座」。政大致力於原住民文化的守護與發揚，也期待與廣大太平洋南島
語族攜手為地球的永續發展共盡心力。

目前，帛琉、諾魯、吐瓦魯及馬紹爾群島，是我們在南島的邦交國。以此為基礎，而有臺灣與
南島 13 個國家與地區組成的南島民族論壇，本校除了執行南島論壇，也在科技部支持下，在呂
宋島北部伊富高成立科研基地，原住民研究中心以及原住民土地政策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也耕
耘有成；接下來將規劃成立「南島研究講座」，並規劃增設原住民研究學分學程、南島研究碩
士學分學位學程及以南島為主要區域的國際志工計畫。資金將支持以上各種計畫，也將聘請來
自夏威夷、紐西蘭、斐濟、帛琉等地的專家學者或耆老，到政大講學、研究。也將獎助南島青
年學子到政大，獎助國內學生前往南島交換、實習或從事志工。

「2022 點亮南島募款音樂會」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將演唱〈kulumaha 回家吧〉、〈kipahpah 
ima 拍手歌〉等曲目，另有原聲打擊樂團的演出，期待大家前往感受動人的天籟，聽原聲童聲
合唱團唱出臺灣的聲音與感動臺灣的文化。同時也支持政大為臺灣原住民族文化保存、傳承與
研究的各種計畫，以實際行動珍視我們的鄰居南島國家與區域，守護臺灣島內原住民以及南島
語族的語言、文化，以及環境永續。

「2022 點 亮 南 島 募 款 音 樂 會 」 票 價 分 為 500 元、1000 元、2000 元 與 5000 元 等 4 類， 於
2022 年 2 月 12 日晚間 7 時將在國父紀念館舉行，期待大家蒞臨共享天籟，以支持原住民及南
島相關之教育與研究，如此，臺灣及南島的學者、學子將絡繹於南島及臺灣的路途上，共同為
原住民與南島文化的延續、環境的永續齊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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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郭宇璇

再傳捷報！ 2015 年本校 IMBA（商學院國際經營
管理碩士學程）四位同學組成的 IMPCT 團隊，
曾獲得「大學生諾貝爾獎」之稱的商業競賽霍特
獎（Hult Prize）全球總冠軍並得到美金 100 萬
元（約合臺幣 2,800 萬）的創業基金，堪稱臺灣
之光。今年經濟系伍朵麗、外交系宮梅琳、中文
系呂杰奕及國貿系李佳晉等四位學生組成的上根
（UpRoot）團隊，從 50 餘國家、三萬多支隊伍
中脫穎而出，代表亞洲區晉級全球七強！將在明
年 3 月前往紐約聯合國總部參與全球總決賽，角
逐冠軍 100 萬美元的創業基金。

全球最大的學生個案競賽霍特獎 （Hult Prize）
是由霍特獎基金會主辦、聯合國共同協辦的社會
企業競賽獎。每年鼓勵全球大學生用創新思維改
變世界、並解決聯合國頒布的國際問題，如解決

政大團隊打敗全球 50 餘國隊伍
躍上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政大講座教授吳安妮

獲「傑出國際會計教育家獎」

全大運田徑 200 公尺地政系黃珈彥二連霸
政橄十五人制奪亞軍

教師節頒獎優良教師及行政人員　感念教師作育英才　春風化雨

秘書處訊

2021 年美國會計學會 (AAA) 之國際會計領域 (IAS) 頒發第 32 屆「傑出國際會計教育家獎」予政
大講座教授吳安妮，這是亞洲第二位及臺灣第一位獲此世界殊榮的會計學者。吳安妮講座教授創
新研究的整合性制度「作業價值管理（Activity Value Management, AVM）」，不僅為臺灣學術
研究創造最高榮耀，更為臺灣企業提升獲利，強化轉型能量，於產學皆具重大貢獻，堪稱學術界
的臺灣之光！頒獎會現場邀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張金淑副司長、美國會計學會主席致詞，
還有國際教育先進、學術菁英、企業領袖親臨祝賀，共同見證這份至上榮耀。

「我要把臺灣的管理會計，讓全世界看到！」吳安妮做到了。一舉抱下世界級最高殿堂的「傑出國際
會計教育家獎」，再次為政治大學爭光。郭明政校長感謝吳安妮為學校的付出，是政大的鎮校之寶！
「大學最重要的職責是教育，是培育人才，為社會累積能量；感謝鄭前校長延攬吳教授回到政大，讓
教育傳承接棒，讓世界更美好。」郭明政推崇吳教授是國內及業界公認的平衡計分卡權威，多年來名
列世界百大管理會計學者，其持續奉獻與研究熱忱，足為臺灣教育界的研究、教學與服務的典範。

政大前校長、知名會計學者鄭丁旺回憶起 30 多年前，會計系當時延攬了包括吳安妮等 4 位女教授，
樹立了政大會計學走入社會的典範。他說吳安妮選擇了最艱難的管理會計領域，所有研究資料都
需要來自廠商，必須取得企業信任才能得到，吳教授以校為家努力不懈的堅持，獲頒這個獎項絕
對實至名歸。此外，吳安妮服務社會的貢獻也是備受肯定，多年來推廣「作業價值管理（AVM）」
系統，幫助許多企業降低製造成本，以系統評估公司每個部門、每個客戶為企業創造多少利潤，
並透過產官學合作的 AVM 研發中心，對臺灣中小企業創造極大貢獻。

吳安妮欣見「作業價值管理（AVM）」系統能與臺灣企業攜手，用創新提升獲利，與世界一流管
理接軌，共同讓臺灣產業升級。AVM 突破傳統的四大財務報表所看不到的管理關鍵，連歐美學者
都十分驚嘆。她衷心感謝美國會計學會國際會計領域所頒發的獎項，一一唱名感謝所有幫助她的
貴人，將矢志終身持續從事研究，貢獻研究成果於學術界及產業界，立志拼到 100 歲。

體育室訊

今年 5 月由於新冠疫情提升至三級警戒，使
得在臺南成功大學進行的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部分賽事延至 10 月 1 日至 5 日，本次
復辦本校共有田徑、橄欖球、網球及羽球共
四個項目參賽。

橄欖球隊繼 5 月奪下七人制冠軍，在此次復
辦更獲得十五人制亞軍的佳績，爲政橄成軍
60 週年再添光彩。

田徑項目也傳出振奮人心的佳績，地政系黃
珈彥蟬聯一般男子組 200 公尺冠軍，並以
22 秒 27 的成績創下 PB（個人最佳），社

會系王怡嬌也在一般女子組 10000 公尺競
走項目獲得亞軍。

儘管 110 年全大運受疫情的影響，訓練條
件變得極為嚴苛，但選手們仍在有限的條件
下積極備戰比賽，挑戰自我。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復辦本校選手成績一覽表

橄 欖 球 一般組十五人制 第 2 名

田 徑

地政系 黃珈彥　一般男子組　200 公尺 第 1 名
社會系 王怡嬌　一般女子組　10000 公尺競走 第 2 名
地政系 黃珈彥　一般男子組　100 公尺 第 5 名
歐語系 陳采丰　一般女子組　10000 公尺 第 5 名
歐語系 陳采丰　一般女子組　5000 公尺 第 6 名

網 球 經濟系 曾科宸　公開男子單打 第 6 名
羽 球 企管系 黃映瑄　公開女子單打 第 7 名

本報記者 許靜之

政大在 9 月 28 日教師節，頒發 110 年資深優良教師、108 學
年教學優良教師、教師及研究人員傑出服務及 109 年傑出行政
人員等獎項，向春風化雨的教師們致謝。校長郭明政於致詞中
表示，自己受到大學、研究所時期指導教授的影響，也選擇從
事教職工作，並期許有更多年輕學者也一同在學術教育的道路
上前進。

「所有的人都是你的老師，政大也會繼續一圓過去前輩的願望，
完成桃李滿天下的理想，大家一起努力。」在致詞後，郭明政
開始一一為到場教職人員頒獎。本次共計頒發出 116 個獎項，
其中資深優良教師獎項依照教師年資，分成 10 年、20 年與 30
年三類頒發，教學優良教師則以專業課程與通識（含體育）課
程兩類頒予教師。

本次獲頒 3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的台史所教授薛化元打趣地說，
「歷史系不是只有現在工作難找，以前就很難找！」畢業自政

大歷史系的他，表示十分感念母校過去的栽培，也很開心現在
能到台史所服務。薛化元特別感謝大四時的導師，因為他生病
無法到校上課，仍極力替他爭取平時在家自學，時至今日仍有
滿滿的感動與感謝。

資科系教授胡毓忠則分享，先前從博士班畢業時，曾在猶豫選
擇踏入學術界、擔任教職，或是要投入產業界。而當時應數系
教授呂秋文告訴他，在大學裡很自由，能自己做想做的研究、
教自己有興趣的專業課程，透過科技部計畫等，也能到世界各
國參與研討會。「即使當教授也是有很多壓力，但做自己喜歡
的事情真的是很好的選擇。」胡毓忠當時就決定踏進研究領域，
至今已屆 30 年，期許政大往更好的方向發展。

 「我從學校畢業後，在各地服務過很久，回到母校一圓幫助政
大同學的夢，對我來說意義非常重大。」傳播學院副教授陳宜
秀表示，能夠任性地當老師，是很幸福的機會。此外，他也特
別感謝傳播學院與資訊學院一同規劃的數位內容學程，希望將
這份教學優良獎的榮耀分享給一起撐起學程的老師們。

而榮獲教師及研究人員傑出服務獎的經濟系教授洪福聲表示，
自己過去在校長的託付下，完成「專任教師員額分配辦法」，
過程中收到很多人的責難，讓他十分灰心，多次向校長請辭。
不過在校長的支持之下，最終還是順利催生員額分配方案並順
利通過。「我有信心，這個制度讓員額分配效益上一定會越來
越好，感謝校長釋放職權，還有規劃過程對我的信賴。」洪福
聲表示，政大是全國唯一有員額分配辦法的大學，大家對此看
法也相當正面，期許政大持續領航臺灣。

世界的資源分配、教育和社會問題等。在霍特獎
全球加速器 5 週的賽期中，每日都有邀請各界專
家和各大企業的 CEO 擔任評審，比賽過程中團
隊也能尋找自己的創業導師甚至投資人，提供學
生實戰的創業舞台與國際資源。 

上根（UpRoot）團隊想法扣合這次聯合國主題
「Food for Good」，希望以循環經濟的方式處理
食物浪費以及塑膠問題。因此團隊為解決南美洲
的主食「木薯」浪費，他們配合臺灣優良的澱粉
解技術，整合生產鏈推出綠色產品。團隊組成的
四名學生中，分別來自臺灣和巴拉圭的國際學生，
透過不同領域的專長和充滿熱情的團隊氛圍，深
受評審和創投的肯定，傑出的表現也吸引巴拉圭
電視台對這支臺巴共組的政大團隊進行長達十分
鐘的新聞連線採訪，讓臺灣優秀學生人才的軟實
力與高科技產品的硬實力，躍上國際世界舞台。 

此外團隊更將其中的多元文化推廣到國際，讓來
自全球各地的學生創業家夥伴品嘗臺灣遠近馳名
的「珍珠奶茶」。由於當中粉圓的原料即為木薯
粉，正好將臺灣與巴拉圭的飲食文化緊密結合，
最後也順利取得晉級機會。呂杰奕表示，此次參
與競賽相當感謝校方的支持，除了文學院、社科
院及國際事務學院資助部分經費外，商學院創新
創業辦公室贊助全體團隊成員的機票、補貼部分
生活費，還提供研討室供團隊使用，讓他們可以
全心投入參賽 。

臺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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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攝影：秘書處）

照片來源：上根（UpRoot）團隊

照片來源：田徑隊



通識課選哪門　政大與期交所首開

「年輕人需具備的期貨知識」

政大應數系跨域智慧醫療
攜手高醫、中山推「智慧型全疾病糖尿病照護模型」

本報記者 周佩怡

創新國際學院於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增
「年輕人需具備的期貨知識」通識課程。這
是臺灣期貨交易所（以下簡稱期交所）首次
與國內大學攜手合作，此產官學跨域創舉，
吸引財政、經濟、傳播學院等科系逾 500 位
學生熱烈選課，雖考量防疫要求與授課品
質，最終僅 120 位學生幸運選修，仍足顯現
今大學生濃厚的投資理財興趣。
 
副校長王文杰表示，課程除吸引政大學生熱
烈選課外，也有許多台聯大（陽明交通大學、
中央大學）學生跨校選課，更有不少外校生
已積極詢問旁聽事宜，相信本課程能加強學
生的金融實務素養，快速瞭解國際與國內期
貨市場現況，更可透過虛擬交易，實務接軌
期貨交易。期交所董事長吳自心也表示，不
少年輕投資人進入臺灣證券及期貨市場交易，「不僅期貨，各
種金融工具都有它的風險。」他建議年輕人從現在開始就要培
養專業的理財知識和風險控管觀念。因此推動促成這門通識課
程設立，以實際行動深入校園，提升學生金融知識素養、建立
正確理財觀念。

這門課邀集了重磅講師，創新國際學院副院長連賢明、金融系江
彌修、統計系鄭宗記、財政系羅光達、法律系劉宏恩等教授聯合
授課，課程中更是邀請到期交所吳董事長及高階主管、金管會前
副主委許永欽、期貨公會理事長暨凱基期貨董事長糜以雍、華南
永昌投信董事長黃昭棠以及各大期貨（元大、群益）高階主管、

講師，甚至還有財經名嘴阮慕驊來跟大家聊
聊期貨交易。教學大綱中先以期貨議題引領
同學入門，從建立臺灣期貨市場、期貨、選
擇權的基本觀念，再進入實務層面，介紹期
貨下單及風險管理，並探討熱門期貨議題，
最後教授技術指標、程式交易、ETF 與期貨
的關係。除了讓大學生認識期貨的基礎概念、
交易制度，還安排了期貨交易公司和期交所
的參訪，帶領學生從實務面認識了解金融產
業的多元面向。

修課學生蔡庭宇坦言：「相對於股票交易來
說，自己較不熟悉風險較大的期貨，因此希
望藉由這堂課更全面地深入認識期貨。」以
臺 灣 期 貨 市 場 來 說， 今 年 1 至 8 月 的 新 開
戶交易人中，20 至 30 歲年齡層的新開戶數
占比逼近三成，是新開戶占比增幅最多的一
個年齡層，投資理財已不再只是社會人士專

利，現在許多年輕人在學校時，已有期貨及股票之交易經驗。
日前由期交所總經理黃炳鈞打頭陣介紹期貨市場，學生反應熱
烈。相信透由專業講師深入淺出的講授，能在同學心中埋下一
顆正確理財的小小種子，未來持續澆灌，期許種子在投資理財
路上穩健茁壯。

本報記者 郭宇璇

政大、高雄醫學大學、中山大學與國家衛生研究院（以下簡稱
國衛院）共同開發「智慧型糖尿病全疾病照護模型」，以了解
健康政策資源投注面向，協助醫護人員善用數據資訊，促進健
康照護。自 109 學年度起，更將研究成果與經驗，延伸至政大

USR 計畫「健康促進與數據科學——深耕慢性病科技與照護人
才培育計畫」，並於本學期開設通識課程「醫病風險數據與醫
療（照護）管理」，期待有更多領域的師生加入。

國衛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副所長許志成醫師表示，全臺約有
220-250 萬人罹患糖尿病，位居國人前五大死因之一。糖尿病
為一種慢性病，可能併發心血管疾病、腎臟病變等，須按醫師
指示服藥、建立長期的運動習慣與飲食調整，才能與其和平共
處。因此國衛院希望以跨域整合醫學、資訊科學與數學研究者，
共同協助醫護人員活用數據資料，以跨科別治療觀點方式照護
糖尿病患者，將健保系統資源最大化。

政大理學院院長陸行表示，此計畫涵蓋數學、資料科學、醫學
等不同專業，政大應數系負責預測模型的數據整合與框架設計，
「怎麼保證丟出去和跑出來的數據可以被信賴，這就是數學系
扮演的角色。」陸行也補充，政大作為綜合發展型的大學，盼
此合作能結合政大現有的人文法商與社會科學優勢，跨領域培
養健康照護科學人才，並跨足智慧醫療領域。 

高醫腎臟內科醫學助理研究員林明彥說明，「智慧型糖尿病全
疾病照護模型」整合多年累積的數據資料，以病患目前的血糖、
血壓等數值，預測未來的疾病發展走向，協助病患改善生活模
式、控制病情。「面對每個病人的時候，告訴他大概多久以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高醫腎臟內科助理教授、主治醫師吳秉勳
也補充，先前醫生多只能告訴病患大略的併發症發病比例，對
病患而言過於籠統且抽象，如今透過此模型，便能針對病患狀
況客製化預測數據，讓病患更了解自身病情、產生警覺心，預
防糖尿病患者引發潛在併發症。而除了糖尿病之外，將來也可
望將此模組套用至其他疾病的預測。 

此外，以國家衛生研究院整合型計畫「智慧型糖尿病全疾病照
護模型」為基礎，本校推出 USR 計畫「健康促進與數據科學——
深耕慢性病科技與照護人才培育」，透過數據科學分析糖尿病
併發症風險的數量關係，進行醫療教育推廣，並透過課程、學
程培育健康照護人才，以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衛教師利用「智慧型全疾病糖尿病照護模型」向病人解說分析
結果（照片來源：高醫附院糖尿病衛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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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程心

政大職涯中心向來以輔導及協助學生生涯發展為導向，並提供
職涯興趣探索等服務。今年職涯中心總監一職，將由旅外經驗
豐富的陳自創接任。陳自創從倫敦大學法學博士畢業後，在香
港工作 23 年，曾擔任香港文化傳信集團副總裁、Ucan.com 
集團執行董事、香港城市大學基金會理事等。
 
擁有法學背景的他，畢業後選擇往企業界發展，因此，他以自
身經驗為例，鼓勵同學多方探索，「大一大二的時候可以多修
輔系，你有可能用得上，有學習的機會就不要放棄。」陳自創
認為「行行出狀元」，即使職涯並非與大學唸的主修科系相關，
但同樣有發展機會。
 
「我們考大學的時候才 18、19 歲，其實也不一定知道自己以
後的職涯會是什麼⋯⋯。」回憶起大學聯考，陳自創說自己是
誤打誤撞考進法律系，並非當時心中的第一志願。他更提及，
隨著時代變遷，同學們選系多參考父母及師長的意見，未來是
否志向改變？會往不同的道路發展？仍是未知數。
 

面對現今的「斜槓」潮流，陳自創表示，大學時期要加強「裝
備自己」是最基本的，同學們也要關注世界的新訊息，與產業、
職場（就業市場）的新變化，大學是通才教育，職場業界不會
找一張「白紙」，因此他提醒同學，對各方面的資訊都應有所
聞問與涉略。
 
陳自創也坦言，機會不會憑空而降，企業更不是慈善機構，「門
是要自己去敲，不是自動門，你要主動地用心、使力去敲，它
才會開門。」他說明，職涯中心作為學校與業界的平台及橋梁，
其核心價值，是結合學校教育方針，輔導學生發展職涯規畫，
並協助學生增進就業能力，提升職場競爭力；其目的，是協助
學生與職場順利接軌，若同學們也積極進取，將會無往不利。
 
「自強不息、創意無限、寧靜致遠、敬業樂群，這 16 個字太
寶貴了，送給大家。」陳自創笑道，大學最重要的是「學習」，
包括自修之道、培養興趣、積極主動、掌控時間、為人處世等，
他語重心長地說，優秀人才應務實謙卑、誠信為本，「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鐘」，敬業樂群的心態尤其重要，期盼政大人均
能自我期許、持續努力，邁向美好人生之路。
 

最後，陳自創鼓勵政大人，立足臺灣放眼全世界，而職涯中心
竭力為同學們服務，包括協同安排海內／外實習、職涯諮詢及
講座、徵才月活動等，期許同學們畢業後都能發揮所學所長，
成為國家社會的棟梁人才！

陳自創接任職涯中心總監　盼政大學生立足臺灣放眼全世界
  PEOPLE—校園人物誌

本校首度與期交所攜手開設通識課程，學生反應熱烈（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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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籌設「李元簇亞洲研究講座」
校友芶壽生慨贈 500 萬響應

聚焦南島演講
羅添宏大使解析南太平洋歷史與現勢

全創碩學程訊

國立政治大學全臺首個跨學院、跨國培育新媒體全方位傳播人
才的國際學位學程，已送教育部審核，預定明年春季開辦。每
年招收六十名碩士生，半數為國際生，半數本地生。
 
校長郭明政表示，政大 111 年度設立「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

士學位學程」（全創碩學程），前瞻國際對數位科技傳播人才
需求，集結政大最具優勢的傳播學院、文學院、法學院、創新
國際學院，以及新設的資訊學院五院師資與資源，規劃嶄新課
程，納入國際師資，引領學用合一，擴大培育各領域需要的數
位創新人才。
 
該學程整合「數位媒體」、「科技創新」和「在地政經社會文化」

三個課群，以新媒體平
台、數位匯流與創新科
技、兼具在地意識與全
球視野的學習，培育學
生融合人文、社會科學、
資訊傳播跨領域跨國的
視野與能力。
 
郭明政認為，新學程集
合各學院優秀師資，強
調 國 際 連 結 與 在 地 素
養，採中英文雙語授課；
復安排海外知名媒體、
國際非營利組織、和國
內 外 公 私 部 門， 進 行 6
個月的實習，包括海外
至少 2 個月。此等實習，
學生將會獲得補助。學
程師資陣容堅強，包括

延攬二至四名國際師資及海內外業界名師，與國際重點大學合
作開課，加上優渥獎學金與實習機會，將可吸引一流生源。
 
學程特別聘請傳播學院特聘教授徐美苓擔任主任。徐美苓專精
科學、環境與健康傳播和新媒體影響研究。她表示，在社群媒
體快速成長的今天，許多傳統傳播管道無法解決的問題，必須
結合傳播、創新科技與國際實務等領域，才能真正回應，「這
是很務實的碩士班課程，兼顧學術與實務面，實習跟田野活動
佔據重要部分」。
 
徐美苓期許，學程與國際知名社群媒體平台與科技公司合作，
更設計獨特的學界和業界「雙導師」，輔導學生做中學，學生
將從課程、工作坊和實習課，深入參與及觀察學習，成為優秀
的高階人才。
 
學生未來職涯發展也多元且寬廣，因應六大核心產業，包含公
部門、國內外企業、非營利團體、或國際媒體、研究單位。舉
凡傳播策略管理或新媒體平台內容產製，都亟需具有多媒體實
踐力的國際人才。
 
學程最近開始招生，明年 2 月開學。郭明政強調，「期待此學
程能夠讓臺灣的文化與能量在世界各地發光發熱，我想這是一
個時代的任務。」他說，近年臺灣在各方面表現卓越，應該把
握機會，讓世界認識這片土地。此一學程，將是為臺灣發聲，
讓世界看見臺灣，尤其美好臺灣的重要橋樑。

國際事務學院訊

前駐索羅門群島大使羅添宏，40 年前畢業於本校外交系，目前
擔任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大使回部辦事，日前受國際事
務學院之邀回母校，以「南太平洋情勢從索羅門談起」為題，
分享南太平洋之重要歷史與現勢。

羅大使以其穿著 island shirt 做為開頭，表示此衣著於南太
平洋十分普遍，除國會以外，於其他場合皆屬合宜。國際事
務學院院長連弘宜表示，感謝羅大使引領大家走入南島，當
前國人對於南島的認識仍較為陌生，此亦為該系列演講舉行
的主要目的。

羅大使指出，二次世界大戰南太平洋曾爆發許多關鍵戰役，美、
日雙方死傷慘重，其中一場重要戰役便是 1942 年瓜達康納爾島
戰役（Guadalcanal campaign），該戰役為期六個月，共計約
7,200 名軍人陣亡。2017 年 8 月美軍於瓜達康納爾美國紀念碑
（Guadalcanal American Memorial）舉行登島 75 週年紀念儀
式，紀念瓜島戰役陣亡之軍士官兵，羅大使與英國、澳洲、紐
西蘭及日本等各方代表一同受邀出席，足顯斯時我方與索羅門
關係之密切。

臺灣為「太平洋島國論壇」（Pacific Islands Forum）之對話
夥伴國，中華民國（臺灣）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經營南太平洋
各國關係多年，透過協助當地改善土壤環境與農業技術，促進

雙邊良好互動。當前臺灣於南太平洋之四個邦交國帛琉、馬紹
爾群島、諾魯、吐瓦魯關係尚稱穩定。

美國於南太平洋的立場，是勉力協助維持臺灣與各國之邦交
及合作關係，例如 2019 年 3 月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太資深
主 任（Senior Director for Asian Affairs at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博 明（Matt Pottinger） 曾 於 索
羅門群島與我外交部次長徐斯儉及羅大使，討論強化臺美與索
羅門之關係。

唯美國之幫助亦極其有限，在口頭協助卻無實質經濟利益的情
況下，南太平洋各國很難抵擋中國大陸之經濟利誘。未來南太
平洋的戰略重要性將不斷提升，首先美國的印太戰略中，澳洲
的角色越來越關鍵，原先向法國採購的柴電動力潛艦亦轉單英
美核子潛艦。其次，美軍太平洋總部（印太司令部）總部設於
夏威夷。羅大使亦整理出任職索羅門大使期間之特別經歷與實
務，收錄於《我在索羅門群島》新書中。

本報記者  周佩怡

由於崇敬政大前校長李元簇的為人處世與為校為國的奉獻與功
績，繼 2013 年及 2018 年捐款 1,500 萬元興建「李元簇法學圖
書館」後，國貿系、企管所校友芶壽生再次捐贈 500 萬元，以
為「李元簇亞洲研究講座」之基金，期許其他校友一同響應。

目前人在國外的芶壽生委由秘書來校處理捐款事宜。席間，郭
明政除了感動芶學長多次捐助政大，並暢談促成此等良緣的關
鍵人物——中華民國前副總統、政大前校長李元簇。

1946 年，畢業自政大法政系的李元簇，以高於 80 分的優異成
績獲得司法官特考優等，堪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後隨國民
政府來臺，並回到政大任教及任校長。郭明政說：「李校長是
背著政大香火來到臺灣，是在政大受教育並回校擔任校長的第
一位校友。」

此外，李元簇不僅在教育事業盡心盡力，也在政界頭角崢嶸。
前後出任教育部部長、法務部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及副總統，

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學程　政大明年二月開課

聯合報系捐贈之攝影棚、副控設備，將提供全創碩學程學生實務課程和影音實作使用（攝影：秘書處）

2019 年 11 月校友芶壽生（中）返臺，由校長郭明政（左三）招待貓空茶敘（攝影：秘書處）

羅添宏大使（右）致贈著作予相關院系及在場師長，由國際事
務學院院長連弘宜（左）代表接受（照片來源：國際事務學院）

參與終止動員戡亂、增修憲法、
國會全面改選等政治改革，而被
譽為「寧靜改革的工程師」。如
今當臺灣深受舉世重視之時，當
以 亞 洲 研 究 做 為 臺 灣 研 究 的 框
架，並以臺灣研究為亞洲研究的
核心。準此，寧靜改革工程師李
副總統 / 校長的一生行事，當是
臺灣研究、亞洲研究的重要內涵，
這也是以李元簇為名設立亞洲講
座的重要緣由。

政大將比照「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另設立「李元簇亞洲研
究講座」，除了聘請講座教授來校，也將提供獎學金給本校學
生出國，以及國外學生來校獎學金，以深化臺灣研究、亞洲研
究能量，並將支持跨國跨校的亞洲研究聯盟以及亞洲研究學分
學程。

郭明政也期許，政大當成為亞洲研究的重鎮。同時，他也把握
時機，在現場與秘書約定明年 5 月邀請芶壽生學長回校演講。
最後他呼籲其他校友大力支持李元簇亞洲研究講座，「讓政大
不只是臺灣的大學，也是亞洲的大學，更是世界的大學。」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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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校友中秋團聚 手板傳情敬賀恩師 圓我外交官的夢
秘書處訊

惱人的疫情也抵擋不了政大校友的熱情！南加州
政大校友會於中秋佳節前夕，串聯會上老中青各
世代、年齡分布跨越一甲子的校友，在布瑞亞市
Carbon Canyon Regional Park 舉辦烤肉聚餐，
吸引近百位校友蒞臨與會。現場不僅有現烤的美
食佳餚，更有跨越世代的校歌合唱，在訴說同校
情誼之際，也見證了政大人萬眾一心的團結與號
召力。

南加州校友會會長洪巍表示，感謝各位資深及新
進校友的共同努力，才會有當天近百位校友熱情

那已經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在我大學時代
因為研習外交，一直願望是有天能成為外
交官，但是，我的人生卻走向新聞媒體的
不同道路。

就 在 2019 年 9 月 中 旬， 我 們 有 機 會 和
榮幸在家中接待了西非幾內亞總統孔戴
(Alpha Condé) 及內閣部長近三十人之龐
大代表團，他在宴會上交待外交部長希望
任命我為駐休士頓名譽總領事，當時我感
到一陣突兀，對於總統之交待 ，也只有允
應，直到 2020 年 7 月接到美國國務院之
通告，表示已正式接受我任命。當天晚上
我真是徹夜難眠，回憶起從童年時因上初
中和父母之相離而不捨的哭泣，大學時半
工半讀的艱辛歲月，走在新聞媒體的道路
上 ，從未想到此時此刻能為非洲和美國之
政經交流扮演起外交官的角色。

接到幾內亞駐美國大使楊森之電告，定於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上午十時將在會上正
式對外宣佈，任命我為幾內亞駐休士頓名
譽總領事，並將在會中向美國各界人士介
紹幾內亞投資機會， 包括農業、 教育、 
衛生保健、 基礎建設、 觀光等項目。

從那天開始，我正式承擔這些兩國溝通合

投稿細則
一、投稿照片橫式、直式不拘。
二、敬請註明雙方姓名與校友系級。
三、敬請附上拍攝的政大校景地點與拍攝日期。
四、請附上一段你想與政大人說的話 (30 字內 )。
來稿請電郵至 takao@g.nccu.edu.tw, 陳先生，並於標題註
明「政大人校園婚紗照徵稿」，足量後擇期刊登，並致贈刊
登當期《政大人》紙本五份留念。

54 級 / 外交系校友李蔚華
世界校友總會資深顧問

李蔚華校友榮膺幾內亞共和國駐休士頓總
領事館名譽總領事 ( 照片來源：李蔚華 )

南加政大校友會中秋團聚 ( 照片來源：南加校友會 )

南加校友自製敬賀教師節及預祝政大 95 校慶手
板 ( 照片來源：南加校友會 )

葛大為作詞
稱霸金曲樂壇

葛大為任性活出自我，將生活體驗化為經典歌詞 ( 照片來源：好多音樂 )

84 級廣電系
88級廣電所校友

祝賀影片連結

政大南加州校友會
祝政大老師

2021 教師節快樂

找到自己就
成功一半！

本報記者 張維容

榮獲第 32 屆金曲最佳作詞人獎的
葛大為，是華語樂壇的熟面孔，也
是特別的存在。40 歲出頭卻已入行
23 年的他，有無數張唱片企劃出自
他手，作品一字排開，幾乎囊括檯
面上一線歌手。他的文字總能貼近
歌手的唱腔與專輯風格，在情感與
故事進退間，撩撥聆聽者的心弦。

開創政大校園演唱會先河

「政大是一間『很音樂』的學校。」
葛大為談起大學四年間，許多選擇
是任性的，在人生中很少有被強迫
的 時 候， 也 少 有 因 表 現 慾 而 去 做
什麼事，他習慣憑著直覺、喜好去
決定自己想做的事，也因此與音樂
結緣。

就讀廣電系時，葛大為行事低調。
但憑藉著對廣電的熱情，以及同儕
間良好關係，大二時毅然接下系學
會會長一職；藉著寫專欄的外務，
結識了音樂圈的人脈，因緣際會下
更與知名唱片業者合作，送公關品、
辦預購、安排嘉賓，成功運用校外
資源整合行銷，史無前例地在政大
舉辦了校園演唱會。當天座無虛席，
連地板都擠滿觀眾，場面盛大歡騰。

生活為創作之母

很多人喜歡問創作者靈感從何而來，
葛大為認為靈感從來不會從一個點而
來，它更像是日常生活的積累。「創
作即是生活」，沒有好好生活，創作
出的音樂是空洞的。音樂就是要活
用、貼近生活體驗。他補充，其實每
個人都會創作，只是創作的模式不
同，有些人用繪畫、影片、歌詞等方

作之重任，希望在未來能為兩國之各項交
流交出優異的成績單，也實現我從年輕時
之夢想。

( 作者為幾內亞共和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
名譽總領事、美南報業電視集團發行人 )

式表現，只要找到自己最舒服的創作
狀態，就能創造獨一無二的作品。

對葛大為而言，「視覺」是最好的
刺激。他將視覺的刺激立體化，化
為文字成就了他的作品。他將作詞
形容為一種服務業，作詞者需要設
身處地去揣摩歌手的思維、處世態

度，積極地與歌手溝通，進而為
對方量身打造出具獨特韻味的歌
詞，也因此讓他得以寫出〈無人
知曉〉、〈說到愛〉、〈連名帶姓〉
等膾炙人口的經典金曲。

對老莊思想與佛學深有感觸的葛
大為，將音樂市場視為一個不斷

變動的生命體，時而有序，時而紊
亂。 創 作 者 要 做 的 便 是 生 活 在 當
下， 汲 取 生 命 體 驗 成 為 創 作 的 源
頭，更要如水般順應潮流、順應市
場趨勢。

探索自我，「成功」由自己決定

「找到自己就成功一半了！」重新
審視自己的大學時光，葛大為希望
自己能再「絕對」一點，拋開分數，
更積極地學、更積極地玩。許多人
會想追求大眾眼中的成功，然而他
認為，成功之道的首要條件是「找
到自己」，而非按圖索驥式的臨摹。
在人生中的各個階段，問自己為什
麼這樣做，慢慢摸索出自己對成功
的定義，訂定目標，這樣的追求才
有溫度、有生命。「把自己變成章
魚。」葛大為勉勵政大人多方探索，
廣伸觸角，放大各種可能性，找到
自己的喜歡與不喜歡，進而探索出
具成就感的事物。

與會、和樂融融的景象，也期待未來在校友會經
營上，也能有更多校友的幫助與支持，也希望校
友們可以一個拉一個，召集身邊的政大校友，一
起加入南加校友會這個政大人在海外的大家庭。

本次與會的校友來自各個不同院系，也利用這個
難得的團聚機會，在手板上寫下政大教師的名字
與祝福的話語，錄製影片向在臺灣的恩師獻上來
自大洋彼端的祝福，敬祝老師教師節快樂！

政大人    no.12

4 - 5

婚紗美照　典藏校園記憶
《政大人》誠徵政大校友校園婚紗美照，將您與另一半最美的
一刻和政大校園的美好回憶與政大人分享，讓此刻成為永恆！

徵



6 政    面 對談

本報記者 程心

「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是一個新創的教育非營利組織，成立於
我大學畢業那年，核心理念是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擁有公平受
教育的機會。」現任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團長林語珊，畢業於
政大教育學系。大學時曾多次前往泰國北部的華文學校擔任志
工，這些經歷和體會，為日後長期推動泛金三角地區華文教育，
埋下種子。

在泰北服務的過程中，林語珊認識許多來自緬北的師生，就此
開啟與緬甸的連結，在他們口中這個神秘的國度，充滿了吸引
力。2017 年，她接受邀約，規劃到緬甸自助旅行，得知當地
的華文教育困境後，林語珊決定捨棄公費分發正式教師的穩定
工作機會，深入緬北偏鄉，期望用教育改變兒童的命運，她堅
信這樣抉擇，能發揮自身更大的教育影響力。

林語珊表示，各區華文學校創立背景各異，有些確實是眾人熟
知的國共內戰後，國軍遺孤到泰緬邊境駐守，而後落地生根，

並希望子女與下一代能學習中文，持續發揚且傳承中華
文化。因此，在地華文學校並沒有當地官

方政府的支持，屬於體制外
的私營制，整體

教育環境較為困苦。所幸，學生卻都很認真且珍惜讀書的機會，
除了緬甸既有公立學校上午 9 點到下午 3 點的課程之外，還利用
一大清早和緬文學校下課後的傍晚，甚至週六的時間，前往華文
學校就讀。她補充，對緬甸北部的小朋友來說，這確實是他們文
化傳承與脫離貧困的機會，尤其近五年來經濟改革，「會說中文」
成為經濟優勢，薪資待遇也會高出 3 至 5 倍。

見到當地學生對學習華文知識充滿熱忱，服務團這幾年來，做
了不少軟體及硬體面向之計畫，為當地學童募集上萬噸的全新
中文教材，以貨櫃形式運輸至當地倉庫，免費發放，更招募各

類專業背景的志工，例如：帶領室內設計系的學生，到當地學
校打造特色圖書館，發揮木工專長，親自釘造型書櫃、地板、
天花板等。「這是我對服務學習的理解，也是組織運作重要的
理念，不斷去思考每個人擅長什麼？它能夠被放到什麼地方？
讓彼此的效益最大。」除了協助當地教育優質化，這樣的互惠
模式，同時也為臺灣學生找到專業發揮的場域，是課外學習的
良好機會。隨海外工作長期累積，更讓林語珊看見服務團存在
的價值，教育並非一蹴而就，她笑說：「能看見明確的改變，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收穫與成就感。」

提到創業低潮，林語珊坦言大環境不斷改變，要跨越過去
成功的經驗，即時思考新的運作模式，甚至捨得打掉重練，
無疑是莫大的挑戰。一年多來，新冠疫情爆發使得計畫永
遠趕不上變化，服務團成員藉此思考轉型解方，嘗試調整
運作模式，於 2021 年初成立自家烘焙品牌「甸記」，由緬
甸華僑帶領僑生感動響應，悉心手作學習，鑽研相關技術。
林語珊表示，甸記的誕生是為了創造更多團隊的主動收入，

除緬甸夥伴實作外，亦由單位內同仁共同推廣，希望未來能將
盈餘回饋給家鄉，更多有需要的學童能接受穩定教育，

產生良好正向的新循環。此外，服務團也積極與在臺
緬甸僑生互動，期盼疫情過後，這些人能成為團

隊的新生力，未來不論回母國服務或留臺發
展，皆共同為緬甸偏鄉帶來更好

的教育品質。
本報記者 陳家弘

「為了這個採訪，我在 LINE 群組上蒐
集了好多同學的回憶！」統計系校
友，現任公信電子總經理的吳惠瑜
自豪地向採訪團隊展現精心製作的
筆記，密密麻麻的文字乘載了政大
四年共享的美好記憶。

「互助」成全班最美回憶
看著手上的筆記，吳惠瑜不由得會
心一笑。當時班上有位男生患有小
兒麻痺不良於行，也因此統計系的
同學們發揮了互助的精神，由身強
體壯的男生們輪流背著他進教室上
課，「班上的男同學幾乎都背過那位
同學上課。」該同學成績名列前茅，也
常常分享上課筆記，嘉惠彼此。

大四那年，端午節前夕政大淹水，男同學
們多被洪水困在宿舍二樓之中。班上的女同學
特地請母親包了粽子，乘著橡皮艇送進宿舍給
男同學們，解決了缺糧的燃眉之急，也讓同學
們度過一個特別的端午節。「這種互助、互愛
的精神，是我們記憶中最美麗的風景。」 

感謝統計系培養
「相當感謝統計系對我

的栽培。」業界工作
資歷豐富，曾獲得數
次英特爾 (Intel) 成就
獎等獎項的吳惠瑜回
想起事業上的傑出表
現，統計系的所學與
啟發功不可沒。

「統計系的教導，讓我相較於其他人，更重視蒐
集資訊與資料分析。」透過廣泛地資訊蒐集與
分析，吳惠瑜更能從茫茫資訊之中找出各種訊息
中的異同，輔助她進行判斷。凡事講求科學證據，
也因此更能掌握客戶的需求與喜好，以及市場
競爭者的動態，進而做出合乎實際的關鍵決策。 

從零開始成為工程師
1988 年進入當時在臺灣扎根不久的英特爾工作，
原先老闆期望她能發揮所長，領導客戶服務部
門，但吳惠瑜卻希望能成為業務工程師。

從商科轉向電機相關領域並不容易，老闆也懷
疑吳惠瑜能否順利踏入工程領域，因而要求十八
個月完成兩項嚴苛條件：一年 52 週，每週由同
事幫她惡補速成電子、電磁、電流學，並於課後
考試；以及半年內賣出相當金額的 DRAM。

在資歷不如人的情況下，透過超乎常人的努力，
這看似不可能的任務卻真讓吳惠瑜達成了，她
如願成為業務工程師，更因此開展日後成為英
特爾臺灣區首位女性總經理的壯舉。 

本報記者 吳季柔

外交系校友、現任監察委員林
文程縱貫國際外交政治，不僅
曾任前總統李登輝的外交政策
顧問，並擔任多個民間和政府
智庫要職，更在教育領域貢獻
良多。他坦言沒有刻意去規劃
人生，但永遠準備好自己，才
得以在多個領域表現卓越，「把
每一個機會當做人生唯一的機會，全力以赴，好
好地掌握發揮，最後不管成敗均問心無愧」。

對於轉換跑道任職監察委員，林文程笑說他從小
就富有正義感，看到旁人插隊會衝上前糾正，大
學時更一頭栽進武俠小說世界，著迷於維護正義
的俠客角色，「人家說學音樂不會變壞，我覺得
看武俠小說的人不會變壞。」

「我認為監察院是民眾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最後一
道防線。」抱持著想為人民服務的初衷，林文程
實踐俠客精神，接下全新挑戰。迄今一年，他直
言有過適應期的挫折感，但因為能夠踏實地協助
老百姓，「我越來越喜歡這份工作。」

監察委員身份外，林文程有著深厚的外交背景，
他是政大外交系與外交所校友，在學期間考上外
交領事人員特考、新聞行政人員高考、教育部公
費留考，赴美攻讀塔芙茲大學佛萊契爾法律外交
碩士、博士。

而亮眼表現背後，是外人看不見
的努力，他坦言曾因外交部工作
繁忙，無法及時完成碩士論文，
差點放棄外交所學位，「快畢業
的時候，我還跟指導教授張京
育老師說：『我沒有時間，寫不
完了』，但是在老師鼓勵下最後
還是完成學位。」

雖然是科班出身的外交專才，他透
露也曾迷惘，因就學時正逢退出聯

合國後的外交萎靡時期，「邦交國越
來越少，有人說讀外交沒有前途。」

但家人的一席話點醒了他，林文程回憶
當時與研讀中文博士的哥哥談心，「他跟

我說再怎麼冷門的學問，如果變成頂尖的
人，就一定可以有一份工作。」

除了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林文程也曾「不務
正業」，他笑說大一時常在學長鼓吹下蹺課
參加多項新生盃球類比賽，導致成績低空飛
過，「上大學有一半時間當體育系在過。」
但後來發奮苦讀，從蹺課連連的吊車尾班底，

轉變為書卷獎與各
式國考的常勝軍，
只花了短短一年，
跌破同學的眼鏡。

林文程細數年少輕
狂的過往，雖然最
終成果豐碩，他坦
言仍留有遺憾，「我
參加的社團太少，

太專注運動、讀書。」他點出學生時代大家
往來較不會計較現實利害關係，能夠結交不
少真心好友，累積人脈資本，「大學社團有
各式各樣的人，畢業後就在各行各業。」

「現在年輕人比我們那一代辛苦很多，過去
我們是跟臺灣同輩競爭，他們是跟全球人才
競爭。」面對競爭白熱化的時代，林文程認
為首重仍是提升自我能力，「換句話說，你
怎麼樣使自己的條件比別人好。」他也以自
身經驗鼓勵學弟妹，大學時期應精熟本科專
業，提升語言能力，保持運動習慣，多加參
與社團與志工團活動。

功成名就的美夢人人都愛，卻少有人願意以
多年的寒窗歲月來交換。「那時候女孩子都
覺得我很土，所以暑假我就在宿舍念書準備
考試。」林文程豪邁笑道，而當年的刻苦試
煉，都已結為豐美果實，因此他再三提醒學
弟妹勿忘裝備自我、把握機會。

用教育發揮自身影響力
深耕緬甸推動華文

林
語
珊吳

惠
瑜

林
文
程

公信電子總座
笑擁多彩人生

70 級 ／ 統計系校友
世界校友總會理事

裝備好自己
隨時準備
迎接挑戰

63 級 ／ 外交系校友
67 級 ／ 外交所校友

40 秒改變生命態度
看似一帆風順的吳惠
瑜在 2007 年時被診斷
出罹患腦膜瘤，治療
過程中接連冒出的菌
血症、髖關節缺血性

壞死，更讓她的人生陷入谷底。「找最好的醫
院、最專業的醫生，當個聽話的好病人。」在
家人的支持下，吳惠瑜以正面樂觀的態度面對
病魔，更因此浴火重生，改變了她的處世態度。

「患病時，我曾經半身麻痺了 40 秒無法動彈。」
短短 40 秒的半身麻痺，在當時吳惠瑜的腦中卻
是千思萬慮，讓她不停反問自己：究竟什麼才
是真正重要的事物？病癒後，吳惠瑜的心境已
與過往有所改變：她變得更有同理心，珍惜錢買
不到的東西，也更珍視家人與朋友，因此投入家
長會擔任志工，更積極參與校友會跟系友會的事
務。「在志願性團體裡，大家比較沒有利害關係，
都是來奉獻的，可以更加真誠地面對他人。」

勉勵學子勇於實踐
「大學培養能力，而非職業訓練。」吳惠瑜認為，

大學時期在培養辨識、分析、學習等知能上是
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希望政大學子們能夠持
續跨域學習，並且要從「大處用心，小處落實」
(Think big, Do small)，不僅要有充沛的學識，
更要勇於實踐所學，「執行，才是成功唯一的
道路。」

102 級 ／ 教育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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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學院創立於 2001 年，迄今剛好滿 20
年。相較於校內其他學院，國務院應該還算是
較年輕的學院。但本院所轄的系所卻是歷史悠
久，外交系創立於 1930 年，迄今已逾 90 年。
該系幾乎在創校初期便已成立，在臺復校更是
首批恢復設立的系所。東亞所則是在 1968 年
成立，當時正處於冷戰時期，國際情勢風起雲
湧，對於瞭解中國大陸情勢需求殷切。至於俄
羅斯研究所則是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成立，
迄今亦將近 30 年歷史。至於日本研究碩博士
學位學程，則是與臺灣日本交流協會合作於
10 年前先後成立。有關國際研究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 (IMPIS)，則是與外交部轄下之財團法
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合作於 2012 年成立，
該學程係國合會選送友邦優秀且具潛力的學生
前來就讀。有鑑於國內對中東地區及伊斯蘭世
界的關懷與重視，2016 年本院與外語學院合
作成立中東與中亞研究碩士學位學程。

本院在現有的基礎之上持續向前邁進，2021 年
2 月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 成立歐洲聯盟學分
學程，該學程係郭明政校長在臺灣歐洲聯盟中
心校長會議中承諾設立。臺灣歐洲聯盟中心係
歐盟官方委任，總部設於臺灣大學，目前包括
政大在內共有七所學校參與此聯盟，該中心係
臺大兩個國際級研究中心其中之一。此歐盟學
分學程不僅開放給上述七校同學修習，另因本
校加入台聯大系統，該系統各校同學亦可藉由
選課系統，修習此學程之課程。該學程集結跨
國、跨校、跨領域優良師資，在跨國方面，學
程除了今 (2021) 年度暑假與比利時布魯塞爾自
由大學（Université libre de Bruxelles）共同
開設夏日學院線上課程外，亦擬於本（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歐洲對外關係」等跨
國課程，由歐盟駐聯合國代表團國際合作與發
展顧問 Gustavo Martin Prada 大使擔任授課
教師。今 (2021) 年 10 月學程與比利時魯汶大
學共同開設線上工作坊，雙方所邀師資皆為歐
盟研究領域之翹楚，提供學程學生跨國之學習
交流平台。在跨校部分，學程與臺大歐盟學程
之跨校合作模式延伸至其他學校，使本學程未

來之課程更為充實與多元。此外歐洲聯盟研究
本身即具跨領域學科性質，因此學程亦與本校
其他學院及學程共同開設包括：國際關係（與
IMPIS 合開）、法律（與法學院合開）、文化
與文明（與外語學院合開）、歐盟經貿法（與
商學院合開）等跨領域課程。

此外，配合學校推展南島研究、聯合國永續發
展計畫及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等議題，外交系也
開設許多相關課程，例如「區域研究—澳紐與
大洋洲國際關係」、「能源與環境」、「能源
政治」、「全球環境治理」、「國際環境政治」、
「氣候變遷與國際政治」等課程。至於學校推
展之亞洲研究，東亞所、日研學程、外交系、
俄研所等系所課程皆可成為亞洲研究之核心課
程。再者，有關學校對南島議題的重視，國務
院於本 (110-1) 學期推出三場「聚焦南島系列
演講」，邀請三位曾駐節於南太平洋地區的大
使，蒞校分享南太平洋地區的情勢、該地區的
對外關係、大國在該地區的利益與角力、及我
國因應之道等議題。未來將陸續推出聚焦歐
盟、國防、印太等議題的系列演講。

近 年 來 本 院 積 極 提 升 國 際 能 見 度， 於 2009 
年 4 月 正 式 成 為 國 際 事 務 專 業 學 院 協 會
（Association for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PSIA）隸屬會員，目
前正努力爭取成為正式會員。展望未來，配合
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整合教學與研究資源，
因應全球化之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趨勢，培育區
域研究、國際事務研究與外交實務人才，使政
大成為亞太地區中國研究、亞洲研究與國際關
係研究的重鎮。積極推動師生國際學術交流、
獎勵海外發表與專刊出版、與著名外國大學締
結合作協定。持續籌備跨校三語三聯學程 ( 政
治大學、日本筑波大學、巴西 FGV 大學 )；增
設歐洲、大洋洲、印度及南亞、拉丁美洲、非
洲與北美等區域研究學程。

國際事務學院院長

#政向思考# 政向思考 承先啟後  再創新猷

為企業加值、為您的
職場競爭力加分！
本課程可獲得上市
櫃公司董監事、公司
治理主管，以及公開
發行公司內部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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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MA Program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In what will be a first for Taiwa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will cultivate comprehensive, transdisciplinary 
and international media talents through its “MA Program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which is 
expect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approval soon and is slated to 
begin in spring 2022. The program will recruit 60 students, hal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NCCU President Kuo Ming-cheng said the world urgently 
needs new digital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talents, so it has 
gathered eminent professors and resources from Colleges 
of Communication, Liberal Arts, Law, and Informatics, alo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Innovation. The curriculum 
incorporates distinguished international lecturers and 
integrates both academic learning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to 
exp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digital talents in a number 
of fields.

Kuo noted the new course emphasizes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and cultural literacy, with respected professors 
from many prestigious colleges, while the classes will be 
taught in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Additionally, the course 
will subsidize six-month internships – with at least two month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Launch
MA Program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novation Technology for 2022

Taiwan’s 1st,

Anne Wu, 

Article by the Secretariat

In 2021,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AA),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ection (IAS) awarded the 32nd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Educator Award" to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ir Professor Anne Wu. 
This is the second accounting scholar in Asia and the first in 
Taiwan to receive this world honor. Chair Professor Anne Wu's 
innovative research and integrated system "Activity Value 
Management (AVM)" not only creates the highest glory for 
Taiwan's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increases profits for 
Taiwan's companies and strengthens their transformational 
energy,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industries and 
academia. Chin-Shu Chang,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are invited to give a congratulations speec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eniors, academic elites, and business leaders all 
come to congratulate and witness this supreme glory.

“I want to make Taiwan's management accounting visible to 
the world!”, said Anne Wu, and she has achieved it by being 

awarded the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Educator 
Award", the highest award in the world, bringing honor t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gain. President Ming-Cheng 
Kuo thanks Professor Wu for her contribution to the university 
and recognizes her as the greatest treasure of the University. 
“Universities play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education and in 
cultivating talents to accumulate more power for the society. 
Thanks to the former President, Mr. Cheng, for inviting 
Professor Wu back to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make the education being inherited and make the World 
better", said the President. President Ming-Cheng Kuo 
praised her for being a recognized authority on the Balanced 
Scorecard in Taiwan and the industry. She has been ranked 
among the top 100 management accounting scholars in the 
world for years. Her continuous dedication and research 
enthusiasm are a role model of research, teaching and 
service in Taiwan's education community.

Ting-Wong Cheng, a well-known accounting scholar and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called that 
more than 30 years ago,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recruited 

4 female professors, including 
Anne Wu. This made the 
Accounting Department of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 role model in society at the 
time. He said that Anne Wu 
had chosen the toughest field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All the research materials 
were required to obtain from 
the suppliers, that she must 
bui ld a certain trust with 
the enterprises to obtain. 
Professor Wu is absolutely 

well-deserved for this award with her unremitting persistence. 
Professor Anne Wu has promoted the "Activity Value 
Management (AVM)" system for many years, which has helped 
many enterprises to reduce their costs and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how much profit each department and each customer 
of the company generate for the enterprise. It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Taiwan through the AV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a 
collaboration of industries,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Anne Wu is pleased to see that the "Act iv i ty Value 
Management (AVM)" system can work hand in hand with 
Taiwanese companies to increase profits with innovation, 
integrate with world-class management, and jointly upgrade 
Taiwan's industries. AVM breaks through the management 
key that cannot be found in the traditional four main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even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are quite amazed. She sincerely thanked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for the award, and thanked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helped 
her. She wil l continue to engage in research for l i fe, 
contribute her research results to academia and industries, 
and dedicate herself until 100 years old.

Many companies that have benefited from using AVM also 
showed up at the celebration. Harvey Chang, Chairman 
of the Wharto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said 
that when he was TSMC'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the AVM 
system was introduced into TSMC's production bases to 
effectively analyze the product value chain and identify the 
most valuable customers and thus had earned more from 
management”. Wonderland Group, E.SUN BANK, Chenbro 
and Dinkle also witnessed and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of 
introducing AVM to improve efficiency, decrease costs, and 
make better managemen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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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oad – at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media companies and 
at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Kuo is certain the program will attract brilliant students, the 
most prominent professors, and collaborations with prominent 
universities, scholarships and internship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NCCU’s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Hsu Mei-ling, will take on the role of program director. Hsu 

specializes in science, the environment,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new media research. 

According to Hsu, social media has grown so rapidly there 
is a multitude of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tackled through 
tradition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ut only by combining 
communication, new tech, and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his 
is a very practical master’s program, which takes care of 
academic and practical thinking, including internships and field 
trips,” Hsu said.

She added there was a strong expectation the course 
would involve working and collaborating with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media platforms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to 
design unique curriculums that enable students to learn from 
doing. The students will benefit enormously from participating 
in workshops, attending lessons and working as interns.

Course enrollment is set to begin in February 2022. President 
Kuo expressed the hope that Taiwan’s culture and energy 
will thrive because of the program and create a new sense 
of missio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Kuo said that Taiwan has 
performed at a high level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in recent 
years and this new master’s program provides a perfect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 nation’s achievements to the worl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ir Professor

Won the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s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Educator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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