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學院訊

經過 16 年漫長的規劃設計及資金籌募等艱辛
過程，歷經法學院 9 任院長輪替，法學院院
館興建工程終於在日前舉辦動土典禮，邁向
下個里程碑。典禮由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
代表部長潘文忠出席，立法委員吳秉叡、法
律系周燦雄、張明珠等 30 餘位貴賓、校友及
師長前來共襄盛舉。

校長郭明政表示，法學院院館的興建，將提
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培育更多優秀學子，
履踐政治大學推動臺灣自由民主與法治發展
的重大使命。他尤其感佩前副總統、前校長
李元簇，過去對國家社會在自由、民主、法
治發展推動上的偉大成就，因此將在法學院
設立「李元簇法學圖書館」，未來也將推動
設置「李元簇亞洲研究講座」，以資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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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 成 產 業 轉 型 升 級 推 手

16年漫長籌備　法學院舉辦院館動土典禮

本報記者  許靜之

歷時 4 年拆除改建，集結國際產學、進修課程、會展策畫、
住宿餐飲、企業委訓等功能的政大公企中心，恰逢設立 60 週
年，將於 111 年重新啟用。公企中心座落於臺北市大安區金
華街，鄰近永康商圈、捷運東門站。主任顏玉明表示，公企
中心是推動加速專業知識加值升級的平台，也是政府與產業
的橋樑，引進高科技智慧型服務。
 
重新落成的公企中心不僅有各種教學與會議空間、4 層樓的產
學合作辦公室和 62 間人文藝術客房，更有挑高的流光中庭與
5 個露天花園，並取得黃金級綠建築標章、公共工程金安獎與
金質獎候選。藉由地面延伸至各層露台及屋頂的植栽綠化，
打破傳統室內外隔閡，創造出城市生態跳島，並使用原建築

的碎石回填，減少廢棄物與碳足跡。
 
其中 50 餘間的會展空間與高階會議廳，適合用於舉辦國際研
討會、產學教育訓練、專題演講、視覺藝術展覽等功能，由
挑高 30 公尺的流光中庭連結各式空間，藉由光影流動營造活
力與現代的空間感。住宿會館則以東方美學為底蘊，導入現
代化智慧型管理，提供學員便利服務。硬體設備升級的公企
中心，同時也結合本校產學營運與創新育成總中心，協助政
府及企業推動研發、轉型、升級，並培育創新創業團隊，媒
合資金、輔導進軍國際。
 
顏主任表示，公企中心最初的設立淵源，來自於民國 49 年的
臺美合作。當時美國密西根大學受美國政府之託及我國政府邀
請來臺考察，決定由我國政府與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共同推動，

於本校設立「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以公務人員與
企業管理者為主要對象，提供具國際視野之專業在職進修課
程。本校則與密西根大學合作計畫，在公企中心設立企業管理
學系大學部，並陸續成立研究所碩士班與博士班；此臺美合作
計畫也催生本校公共行政學系獨立成系，以培養具有領導能力
之中高階行政人才及學術研究人才為教育目標。
 
「我在擔任行政主管期間，經歷達賢圖書館、體育館、田徑
場、行政大樓及公企中心的改建工程，一項一項在手中竣工啟
用，看到大家踏進嶄新場館時興奮的神情，就覺得一切辛苦都
值得了。」顏主任說，公企中心不僅是知識傳播平台，也是大
學與產業的橋樑，期盼新建築的落成，讓公企中心持續以人文
社會科學與永續發展國際思維的軟實力，創造更大社經正面影
響力，並成為臺灣產業價值創造與產業轉型升級的推手。

政務次長劉孟奇表示，政治大學不論在政界、
商界或法界皆具有泰山北斗的地位，也有眾
多優秀校友在政府機關擔任要職，是培育國
家菁英人才的搖籃。儘管法學院興建工程歷

經長達 16 年的籌備過程，但所謂「好事多
磨」，重新規劃後的法學院大樓，是符合現
代建築理念的智慧綠建築，相信必能提供師
生更好的學習環境。

 
周燦雄學長認為，法學院興建工程如今終於
進入動土階段，可謂功德圓滿，要特別感謝
郭明政校長及王文杰副校長，在這十多年籌
備過程中勇於承擔責任。他回想起當時深受
郭校長的熱忱所感動，因此協助說服許作鈿
學長捐贈 500 萬元，募得法學院館興建基金
的第一桶金。他並期許院館興建完成後，能
培育更多優秀、具特色的法律人。

法學院院館將坐落於本校東側校園原憩賢樓位
置，是一棟地上 8 層、地下 2 層的智慧綠建築，
外觀以「法律」（LAW）為核心，結合規則、
體系、書籍等元素，形成經典書牆意象，象徵
本院過去、現在乃至於未來，持續不斷累積法
學知識、智慧，培育多元且學養兼備的法學人
才。興建工程除各界捐款及教育部補助款外，
係由校友實物捐贈，委請陳聖中建築師事務所
規劃設計，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校友黃偉倫建
築師負責工程監造，並由鋼管建築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承包營建，預計 113 年 4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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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來源：鉉琉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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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院館將坐落於本校東側，是一棟地上 8 層、地下 2 層的智慧綠建築（圖片來源：法學院）



國合處訊

政大致力於原住民族文化的守護與發揚，積
極成立南島研究講座，以實際行動珍視我們
南島的姊妹兄弟。南島帛琉駐臺大使歐克麗
（Dilmei L. Olkeriil）女士日前訪問政大，
疫情期間特地造訪更顯這份情誼難能可貴，
同行的還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科長李康
寧、科員莎韻．斗夙。校長郭明政以代表臺
灣人民精神的國鳥藍鵲瓷盤致贈大使表達熱
切歡迎，大使回贈手工編織品「Tet」，依據
帛琉傳統，「Tet」為酋長隨身攜帶的提籃，
足見大使對此行的重視。
 
民族學系主任官大偉以「國際發展與服務」

專題演講開場，介紹與菲律賓原住民社群之
間的合作計畫。官大偉表示「全球高教聯盟．
培育世界新公民」系列線上工作坊，已陸續
與日本、泰國、紐西蘭、斐濟和夏威夷等地
的學者，共同討論原住民族文化保存與當代
社會發展課題，表達政大對原民議題高度重
視。歐克麗大使此行共聽取了「國際發展與
服務」專題三場簡報，也彼此商議合作國際
發展與志工服務計畫。她說：「帛琉有許多
文化據點都非常值得一遊，若能將古老聚落
發展成觀光景點，遊客未來除了到帛琉潛水，
也能有更多的旅遊選項。」
 
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成員黃詩婕在簡介工作成果
時表示，原民中心成立之初致力於保障臺灣原

守護原民文化政大有責　
帛琉共和國歐克麗大使參訪為南島研究講座暖身

挺過疫情二度延賽
第 38屆政大金旋獎決賽圓滿落幕
政大金旋獎訊

第 38 屆政大金旋獎日前順利落幕，創作組邵
勸民、白潔如、水分子樂團各獲 2 獎並列大
贏家。創作組獎項「金旋創作大賞」由邵勸
明、白潔如、第三象限奪得，獨唱組由黃莉
雯獲得冠軍，重對唱組冠軍則由七逃音仔拿
下。而浪人馬丁尼、來吧！焙焙！、淺堤、
旺福等四組表演嘉賓的演出助陣，也為決賽
現場帶來一波又一波的精彩高潮，亮點不斷。

第 38 屆政大金旋獎決賽《頂樓開放中》原
訂 6 月 6 日舉行，因本土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升溫，延期至 10 月 
24 日於 Zepp New Taipei 進行。今年決賽
活動在兼顧防疫與音樂共樂下，開放一般
觀眾入場，並同時在金旋獎官方 YouTube 
頻道直播吸引逾百位音樂愛好人士或前往
現場、或在直播間參與觀賽幕。

本屆政大金旋獎由南臺科技大學黃莉雯獲得
獨唱組冠軍；私立世新大學七逃音仔獲得重
對唱組冠軍；創作組大獎則分別由國立臺灣
大學邵勸明、國立臺灣大學白潔如，以及由
中山醫學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臺北教
育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等校團員組成的第三
象限等三組創作人奪下「金旋創作大賞」。

今年賽事跨出政大校園，移師日本最高規
格的 Live house 廠牌海外第一分館「Zepp 
New Taipei」，開放觀眾入場外，更在演出
之間新增參賽者訪問環節，為比賽增添不少
輕鬆的氛圍，也讓觀眾以多元的角度更加認
識參賽者。當天五位評審老師，包含阿強、
吳柏蒼、蔡政忠（馬瓜）、錢煒安、秦旭章 
（WiFi），皆於受訪時鼓勵學生音樂人多多
創作、不要害怕展現自己，也表示期待未來
有更多學生音樂人能踏上舞台發光發熱。

錯過本屆政大金旋獎決賽的觀眾們，也敬
請鎖定官方 YouTube 頻道釋出決賽影片。
而第 39 屆政大金旋獎籌備委員會也正如火
如荼地為下一年度的賽事準備，歡迎所有
對音樂有興趣的學生朋友們持續關注政大
金 旋 獎 官 方 網 站、Facebook 粉 絲 專 頁、
Instagram 帳號以獲得最新賽事資訊。

四位雄鷹新生報到！
UBA盼奪連冠
本報記者 郭宇璇

政大雄鷹籃球隊創隊四年餘，去年於 UBA 大專
籃球聯賽贏得隊史首冠，日前奪下 2021 年登
峰造極青年籃球邀請賽冠軍。本學期雄鷹加入
四位備受矚目的生力軍：王鈞聖、莊朝勝、蔡
宸綱、鍾理翔，共同為 UBA 連冠努力。
 
傳院一王鈞聖來自桃園，國二下學期轉學至大
成國中，開始接受正規的籃球訓練。高中就讀
能仁家商，他一開始的表現雖不突出，後來憑
藉著努力與堅持，於高二時拿到第一件 HBL
球衣，也與球隊共同奪得 108 學年度 HBL 冠
軍。本學期來到政大展開新生活，他表示，會
努力將學生與運動員的身分扮演好，跟上學長
與同學們的腳步。
 
傳院一莊朝勝來自宜蘭，國小五年級時加入籃
球隊，就讀羅東國中時也繼續參加籃球隊，但
那時的球隊只是社團性質，籃球對他而言也僅
是興趣而非專長。直到他就讀光復高中後，才
首次接觸正規的籃球訓練，他急起直追，高一
就成為 HBL12 人名單之一；高三時更擔任隊
長，帶領球隊拿下季軍，創隊史最佳成績。他
也期許，加入雄鷹後能與學長及隊友們朝向冠
軍目標努力。
 

住民權益，近年則著重記錄原住民的語言。
她向大使介紹由原民中心出版的《原教界：
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該雜誌為 2005 年創
刊的雙月刊，迄今已迎來第 100 期的成就。
經濟學系副教授王信實，說明了由師生共同
參與的安康社區及興隆公宅計畫，也在和明
道國小的合作中，為孩童知識素養紮根，這
一切都是政大積極實踐大學社會責任的成果。
 
歐克麗大使也熱切分享帛琉當地語言和文化
保存的現況，跟與會嘉賓展開熱烈討論。「帛
琉將受益於這回參訪，未來雙方會開展出許
多新計畫和合作，且將持續不輟。」歐克麗
大使樂見未來和政大必能攜手為文化傳承及
環境永續共創佳話。

國合處訊

日前，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簡稱 QS）公布最新 2022 年亞洲區大學排名，本校於 675
所高校機構中居 90 名，為亞洲區前 13％最佳大學，也是
本校歷年來最佳表現。其中，國際學生數量、國際薦外及
外薦交換生數量此三項指標，更是持續在此區域中位列前
5％，可見在全球疫情緊繃期間，本校仍為國際學生求學或
交換之首選。

近期本校在國際化的表現亦有亮眼成果，於今年 5 月成功與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締結姐妹校，並
擇定維吉尼亞大學為「臺灣優華語計畫」合作對象，未來將
可藉由此計畫，協助維吉尼亞大學生赴臺學習華語文，及支
援該校華語文教學，並可進一步培養本校華語文師資，加深
兩校之間更密切的交流與對話。再者，近兩學期來，透過外
交部所補助的「台歐連結獎學金」計畫，已有來自歐洲 17 國
78 位受獎學生來臺，他們在學習華語之餘，也深入體驗文山
風華與臺灣之美。

此 外， 本 校 目 前 積 極 推 動 亞 洲 研 究 國 際 聯 盟， 並 以 Asian 
Studies Plus ( 縮寫 AS+）為名，整合政大 11 個學院與研究中
心，鏈接亞洲與歐美地區多所頂尖大學，期能建立深遠的夥伴
關係。AS+ 目前規劃 MINDS 五大面向，分別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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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QS亞洲區大學排名再入百大
疫情期間仍為國際交換生首選！

洲」（Democratic Asia）以及「永續的亞洲」（Sustainable 
Asia），期望透過此聯盟共同解決地區與全球問題，並對
亞洲地區的繁榮與文化交流有所貢獻。

QS 機構自 2009 年推出亞洲區大學排行，其總排名的評比依
據一向引起諸多爭議，歐盟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此排名
的適切性亦時常提出質疑，因排名之量化指標注重以英文為
主的論文產量及引用次數，不利於深耕在地研究的人文社科
大學，而以工程、醫學、生化等領域為主的高校機構則較具
優勢。對此，本校於今年 11 月舉辦兩場探討大學排名之國
際會議，首場將邀請來自德國、法國、日本等地的大學校長，
偕同本校郭明政校長，共同討論現有排名機制之缺憾，以及
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在此機制中所面臨的處境，並尋求可資改
進的方向。第二場會議將邀請來自日本、香港、馬來西亞、
新加坡與英國等地的學者，由校務治理、學科專業、疫後展
望三層面，共同探討大學排名對高等教育政策和校務之影響，
以及疫情對大學評比指標所帶來的衝擊。

縱使大學排名機制對人文社會科學大學多有不利，本校仍
深獲國際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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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夥伴大學更多達 26 國 247 校。
未來本校將繼續深化國際交流，推動跨國、跨校、跨領域
學習，建置數位學習環境與無國界校園，同時促進學術研
究資源共享，使政大在數位人文、亞洲研究、永續發展等
各門重要人文社科領域，發揮強大國際影響力。

傳院一蔡宸綱來自高雄，小學三年級時隨著
父母工作搬至中國，就讀臺商子女學校。他
自小便熱愛各項運動，而籃球是他的最愛。
因此，國二下他隻身回到臺灣就讀光榮國中，
接受籃球訓練。高中則就讀泰山高中，並於
高二那年與球隊共同奪得 HBL 亞軍，高三時
更獲得隊史首冠榮耀。來到政大後他期待自
己能學習更多知識，不斷進步與成長。
 
外交一鍾理翔來自苗栗，國中時加入明仁國
中籃球隊，開啟他的籃球生涯。高中時就讀
松山高中，繼續在籃球隊訓練。他提及，高
中三年的訓練雖然辛苦，但價值非凡，高中
前兩年暑假出國訓練的經驗，也讓他獲益良
多。來到政大前，他便聽聞雄鷹的環境和球
隊氛圍俱佳，相當期待能儘快融入球隊，在
課業上也能持續精進自己。
 
110 學年度預賽將於 11 月 22 日揭開序幕，
教練陳子威表示，雄鷹心態保持平穩，持續
積極備戰，再次挑戰最高榮譽！加上四位優
秀新生的加入，期許政大雄鷹奪下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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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   在發光

本校 QS 亞洲區大學排名再入百大，國際學生數量、國際薦外
及外薦交換生數量此三項指標，更是持續在此區域中位列前 5％
（照片來源：國合處）

校長郭明政（左）以代表臺灣人民精神的國鳥
藍鵲瓷盤致贈帛琉駐臺大使歐克麗（右）表達
熱切歡迎（攝影：秘書處）

（照片來源：政大雄鷹籃球隊）照片來源：金旋獎



具體落實挺在地、挺有機、挺小農　政大集英樓餐廳正式開幕

本報記者 周佩怡

為回饋在地，落實大學社會責任（USR），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政大與
鄰近的中國科技大學、世新大學、東南科技
大學、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景文科技大學、
華梵大學、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合作，日前在
行政大樓共同舉辦 110 年度 USR 計畫執行年
度聯合成果展，並正式締約「大文山大學社
會責任聯盟」。

除了本校校長郭明政出席，許多重要貴賓也
都蒞臨締約儀式，包含中國科大校長唐彥
博、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副校長楊盛昱、
東南科大校長李清吟、臺灣戲曲學院校長劉
晉立、景文科大校長于第、華梵大學教務長
簡江儒、警專校長鍾國文，彰顯各方對聯盟
的重視程度。「我們的腳切實踏在土地，與
鄉親做朋友。」郭明政描繪文山未來藍圖，
也打趣對照山上指南宮八仙，將締約 8 校比
喻為山下的八仙，是春風化雨、化育人才的
八仙，指出聯盟將有更大的能量守護大地、
奉獻家鄉。

聯盟預計進行全方位的合作，透過工作坊分
享 USR 案例，連結彼此的專業及區域領域
資源，並依據各校社會責任議題，提供最佳

本報記者 林立雅

本校自營食農餐廳──集英樓餐廳日前舉辦
開幕儀式，即日起將開放內用。集英樓餐廳
首開國內大學先例，強調挺在地、挺有機、
挺小農，優先選用在地、有機、安心認證
的食材，以合作契約的方式，讓在地小農可
以用友善土地的耕種方式，獲得更穩定的收
入。開幕當天不僅以在地無毒蔬菜、有機種
植水果等環境友善食材製作餐盒，也提供來
賓內含有機包種茶研磨成粉製成的茶醋醬、
貢寮小農白米與美濃有機胚芽糙米贈品禮
盒，以實際行動支持小農。

校長郭明政表示，希望良好的食材能讓大家
更健康、更有能力，並為土地貢獻更多心力。
郭明政指出，只要 50 個人每月固定購買農

產品，就可以挺小農，盼望政大落實大學社
會責任、翻轉社會，「讓鄉下的人有好生計、
都市的人有好生活。」他也期待，不只政大，
文山聯盟的八所學校能夠一同落實挺在地、
挺有機、挺小農，「開始一定無法百分之百，
但至少從百分之五做起，和在地農民做朋
友、與他們結合。」

新北市深坑區區長黃美華非常認同郭明政堅
持有機的行動，也希望推廣深坑農產品、分
享深坑的美，讓大家吃得安心、健康，並幫
助小農創造商機。除此之外，她也期許大文
山區可以成為食農教育的領頭羊，展現更多
城市與地區的環境友善食物。

集英樓餐廳由政大深耕計畫及蔬食顧問負責
蒐集優質且較便宜的食材，考量食材保存

的問題，政大也購入相當於大賣場規格的冷
鏈設備，解決食材保鮮問題。總務長張其恆
於開幕受訪說明：「餐廳有些設備尚未完全
到位，像廚房使用的煎爐因為運輸問題較晚
到貨。此外，還有餐廳配電調整，真正要所
有能力發揮要等到 11 月底。」因此餐廳目
前還是採每餐提供一種餐點、以預訂方式訂
餐，不過未來設備到位後，希望每天提供三
至四種餐點，並且提供現場點餐。

另外，集英樓後方也新增由原車庫進行改造
的新空間，由校長親題墨寶命名為「薪傳
九五」，預計 11 月底開幕。總務長張其恆
表示：「細部方案還在規劃中，未來可能提
供輕食或茶點，朝向提供多樣化選擇努力。」
之後「薪傳九五」也會開放校內各團體借用，
希望增加學校師生的聯誼空間。

集英樓餐廳優先選用在地、有機、安心認證的
食材（攝影：秘書處）

「薪傳九五」預計 11 月底開放校內各團體借
用（攝影：秘書處）

傳院今年的主題為「承載夢想的卡姆號」（攝
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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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郭宇璇、程心

2021 政大包種茶節日前盛大登場，即便天
氣微涼、飄著細雨仍不減現場人潮與熱情。
包種茶節為政大一年一度的學系博覽會，包
括政大 37 個系所、以及友校國立陽明交通
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等皆設立攤位，透
過課程介紹、互動小遊戲及舞蹈表演等多元
形式，幫助高中生深入了解各學系。「政大
之聲實習廣播電台 Open Studio」也於現
場全程轉播包種茶節，並於開場時邀請校長
郭明政及教務長賴宗裕受訪，為活動揭開序
幕，也送上給高中生的祝福與鼓勵。

郭明政表示，政大是一所以人文社會學科發
展為主軸的頂尖大學。今年政大加入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與國立清華大學、國立陽明交
通大學及國立中央大學成為共享資源的學術
聯盟，歡迎同學自由跨校選課、雙主修，「同
學能得到的學習更寬廣、更有能量。」此外，
政大今年也新設「資訊學院」，並規劃 AI
學位學程，讓同學走在世界科技發展潮流的
前端。郭明政指出，資訊學院能與政大其他
學院的專業結合，培養跨領域的人才。

賴宗裕說明，包種茶節今年屆滿 20 年，其
命名以文山區盛產的包種茶為發想，期待各

政大包種茶節盛大登場　
37 系所特色攤位百花齊放

參與師長及貴賓合影（攝影：秘書處）

「八仙」攜手實踐USR

大文山大學社會責任聯盟締約　

實踐方案，擴大師生於大學社會責任與地方
創生領域的跨校合作；同時聯盟也會向外合
作，結合企業社會責任（CSR），與各校合
作的企業攜手發展在地，且參考社會企業模
式，提出議題解決方案，推動地方創生促進
人才的培育與就業，最後更往國際發展，參

左：2021 政大包種茶節登場，即便天空飄著細雨仍不減現場人潮與熱情（攝影：秘書處） 
右：斯語系製作 Q 版俄羅斯傳統服裝拍照立牌，熱情地向高中生介紹科系（攝影：秘書處）

地優秀學子都能「包中」政大。「今年受疫
情影響有一些特別的安排，但歡迎之心不會
改變。」賴宗裕表示，政大的多元課程安排、
國際交流能量與多國語言資源，都是在各大
學中首屈一指的；各個科系也已做好完善的
課程規劃，歡迎同學前去詢問、了解。「唯
有來到政大，你才能體會，選擇政大如何加
值你的人生。」賴宗裕期許，高中生能將自
己的興趣與政大科系的專業結合，活出精采
的人生。

政大擁有豐沛的外語教學資源，語言種數為
全國最多。今年，眾多語系以當地傳統文化
為主題，現場還有穿著各國傳統服裝的國內
外同學們，熱情地向高中生介紹科系。東南
亞語言與文化學士學位學程大一蕭慧苡表
示：「跟其他語言學系相比，我們學習的語
言尚未飽和，課程的內容也偏實用，與新南
向政策接軌。」斯拉夫語言學系大二陳可薰
則提及，政大斯語系的特色在於，除俄文之
外，更細分為塞爾維亞語、烏克蘭語等課
程，十分具有獨特性。

而傳播學院作為政大的不分學系，今年的主
題為「承載夢想的卡姆號」，設有不分系、
新聞系、廣告系以及廣電系四攤位，分別以
四個不同的島嶼做為代表，帶領高中生挖掘
各地的寶藏，為高中生詳盡說明傳院的特
色。傳院二鍾雅伊說明，不分系的目的是讓
大一大二有機會多方探索，也是政大傳院最

大的優勢。傳院二曾慶芬也補充，「政大傳
播學院立基在扎實的理論之上，提供彈性的
發展，讓學生自由選擇，並培育出眾多優秀
的傳播人才。」

除了政大校內各系所的導覽，政大也邀請校
際合作多年的北藝大及陽明交大到場擺攤。
北藝大招生組組長張翠琳說道：「我們三校
有互補的精神，現在很多孩子也都是跨領域
的，透過跨校選課，提供學生有另一個可能
性。」陽明交大教務處城豪澤指出，陽交大
的醫學專業與政大的人文做結合，能夠增加
同學的素養，透過包種茶節，希望讓更多同
學了解跨校選課的資訊、善用資源，替生涯
做前瞻性的規劃。

與各校國際論壇或研討會、聯合成果發表，
以提升國際聲譽與影響力。

除了締約儀式，成果展上各校擺設攤位，透
過背板及摺頁向教職員工師生講解計畫推行
至今的成果。政大目前如火如荼推行慢性病

科技照護人才培育、新住民數位行銷教育、
彰化福興鄉地方創生、安康社區共善、50+1
社會企業（50 位消費者支持一位農友）及
里山、茶路、原鄉原民地方創生等計畫，達
成過半 SDGs 目標，不負社會期待。

其他學校也展現豐碩 USR 成果，位處萬芳
商圈的中國科大以活化在地產業，升級智慧
城市為目標，積極調查民眾想法，研發智慧
生活圈 APP；世新大學善用傳播人才，替
校園社區、高齡鄉村引入數位科技計畫，內
容包含述說文山高齡者生命故事的「灣在文
山」、協助宜蘭三星農產行銷的「三星四季
宜居慢活」，及推廣血液相關知識的「樂血」
等等；藝文見長的臺灣戲曲學院舉行相關公
演及課程，軟性提升文山美學；餐旅聞名的
景文科大選擇激發新烏產業和社區，同時推
動澳底海濱旅遊導覽；警專文武兼備，過去
曾協助辦理亞特盃心智障礙運動會，平時也
教導社區幼童練習柔道；華梵大學與東南科
大則分別針對淡蘭古道石碇區、平溪區，深
入社區教育，開發周遭觀光景點。

此次成果展只是各校 USR 計畫階段性的展
演，期待聯盟日後持續協作，開創共生共榮
的合作典範，為文山地區帶來更多效益，發
揮「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精神。

政大人    no.13



政大北京校友會換屆　
會長黃柏翔：

北京校友會訊

政治大學北京校友會日前舉行換屆儀式，由
92 級金融所校友黃柏翔博士接下第四任會長。
黃柏翔表示，政大豐沛的前輩資源是北京校友

EMBA 校友會秘書處訊

政大 EMBA 校友會理事長盃龍舟賽 10 月 23 日在百齡左岸盛大
展開，由臺北市龍舟協會承辦。EMBA 校友會第六屆理事長謝
宏明 (103 級 EMBA) 表示：「去年幫政大 EMBA 龍舟隊在臺北
市國際龍舟賽加油，被全隊『同舟共濟』的團隊士氣感動。」
划龍舟是一項講究高度合作的運動，比賽時每一位成員都一樣
重要，唯有全員一致合力，才能勝利奪標。這項運動的精神意
義，和商學院教導的企業經營課程內涵相近，因此近來有企業
已經將划龍舟活動，導入在企業訓練員工的課程之中。本次由
EMBA 校友會各屆理事長一起參與支持，透過龍舟賽的活動參
與，不僅凝聚校友間的情誼，也驗證在校所學。這是全臺首次

校內自辦龍舟賽，未來也希望能拓展到跨校競賽，以龍舟會友，
提倡具有文化傳承的運動項目。

活動開幕 EMBA 歷任理事長皆出席力挺，前 101 董座宋文
琪學姐 (88 級 EMBA) 也到現場出席支持活動，過去常說念
EMBA 個人必須挑戰的三件事：登玉山、泳渡日月潭、自行
車環島，未來還得再添一項團體划龍舟挑戰，展現團隊士氣。

本次龍舟賽共有 12 隊參加，有「鐵馬勇腳隊」、「戈戈妹妹
採紅菱隊」、「胡姊是領隊」等創意隊名，自 2 月 27 日開訓，
每周一次的訓練，至今每隊至少有 10 次的訓練，從龍舟素人
到現在每隊都能合力共進，實力堅強，各有千秋。「胡姊是
領隊」由藝人胡錦 (107 級 EMBA) 領航，每次訓練都到場助

划或當鼓手，她表示能跟大家一起划龍舟很開心；「鐵馬勇腳」
由一群自行車環島英雄組成，以前用腳騎車，現在用腳蹬發
力讓船推進；「戈戈妹妹採紅菱」由征戰過沙漠戈壁的一群
勇腳轉而征戰河道，陸上和船上還是差很大啊！體育好手雖
有起跑優勢，但龍舟素人合力整齊，也有機會奪冠！

2021 政大 EMBA 校友會理事長盃龍舟賽經過一整天的激烈
競賽，冠軍是「創友一條龍」、亞軍 「戈戈妹妹採紅菱」、
季軍「就是愛玩水隊」。從一早奮戰到最後，雖然濕冷，但
大家熱血不減，有些隊伍在 200 公尺後急起直追超越，各隊
實力相當，都是幾秒內、甚至是 1 秒內的差距。政大人也展
現風度，各隊都以高度運動家精神，彼此加油助威，以龍舟
會友，在風雨中一起創造歷史。

61 級 / 政治系校友

會最珍貴的資產，將著重整合校友們在金融、
科技、文化、媒體等多元專業領域的資源，把
在北京發展的經驗，傳承給要到大陸求學、求
職的臺灣青年，並促進兩岸交流。

北京校友會換屆，第三任會長韓佳宏 ( 左二 ) 交棒給第四任會長黃柏翔 ( 右
二 )( 照片來源：政大北京校友會 )

北京校友會換屆儀式在北京家傳文化體驗中心舉行 ( 照片來源：政大北
京校友會 )

此次賽事嚴格遵守防疫規範，選手練習
或正式比賽前須附上疫苗接種紀錄卡、
快篩陰性證明等健康證明，划龍舟期間
即可免戴口罩（照片來源：楊永方）

北京校友會創會會長、第四屆總顧問李翰瑩
(89 級 EMBA)，政大上海校友會副會長張君
強 (86 級企管所 )，以及許多外地的校友亦到
現場或以視訊、錄製影片等方式表達祝賀，
臺大、彰師大等北京跨校代表亦出席儀式。

「尤其將在北京發展經驗傳承給來大陸求學、
求職的臺灣青年，引導這些年輕人從來大陸
參訪、實習、交流，到最後順利在這裡生活札
根」。政大北京校友會 2015 年正式成立，
如今邁向第 7 個年頭。目前北京校友會已聯
繫兩岸校友超過 500 位，未來更將透過新媒
體平臺，著力打造校友們在北京創造知識、
分享經驗與資源共用的線上線下活動平臺，
並藉此提供本校校友就業創業協助、本校學
生來京交換實習關懷等多元服務。

北京校友會換屆儀式 17 日在北京家傳文化體
驗中心舉行，副校長趙怡以視訊方式出席並
致詞，期盼校友會在「親愛精誠」的理念下，
弘揚校訓精神，竭盡所能幫助新進校友。

全臺 EMBA 首辦龍舟賽
政大划千浪向前行

傳承北京經驗　促進兩岸交流

政大 EMBA 校友會理事長盃龍舟賽日前於百齡左岸盛大展開（照片來源：楊永方）

系友座談經驗傳承　
無敵科技董事長楊人捷：讓別人買你的帳！

本報記者 張維容

為增進學生了解科系未來發展願景，政治系
邀請系友會理事長、曾任鴻海精密工業資深
副總、HP 惠普全球副總裁兼董事長，現任
無敵科技董事長的楊人捷，向學弟妹分享跨
域職涯經驗。

楊人捷首先提到政治系系友遍佈政界、學
界、商界，於各領域皆有亮眼表現。政治系
畢業後出路廣泛，楊人捷認為這歸因於大學
期間大量的申論題考試，培養他優越的論述
能力，成為他日後工作職涯的核心競爭力。

除了系上必修，楊人捷在學時期也經常跨系
修課，經濟、會計、統計皆有所涉獵，奠

定他日後成為公司負責人的基本知識。回顧
職涯軌跡，楊人捷從政治系到科技業，在國
外讀碩士後接著就業，又抓住臺灣景氣大好
的時機回國內發展。他認為求學期間加入社
團、接下多項無給職任務所磨練的能力，是
他日後在職涯能掌握機運的養分；大一參加
辯論比賽，大二擔任代聯會副總幹事，大三
半工半讀，大四擔任畢業生工作委員會主任
委員，在這些職務中他培養了領導統御、團
隊合作的能力及良好的情商，更重要的是強
烈的責任感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人在職場一輩子就是在當 salesman（銷
售者）。」楊人捷分享他的職涯很重要的一
個成功因素，就是政治系培養出的論述能力。
「你要讓別人買你的帳。」他認為不論是在

面試時銷售自己讓老闆願意僱用，或是在工
作中讓客戶簽下合約，以傑出的邏輯論述讓
對方同意自己的觀點，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位置越高，越不容易下台。」61 級政治系
入學的楊人捷笑說同期同學大都已經退休，
但身為董事長的他沒辦法輕易下台，仍在商
場奮鬥不懈。他鼓勵有志在職場大展長才的
同學要「入對行業、選對公司、跟對老闆」，
在面臨工作選擇時，不僅要擁有實力，更要
有智慧地選擇，努力往上爬，才能更長久地
發揮。

楊人捷以郭台銘的名言：「問自己的核心競
爭力在哪裡？」來勉勵學弟妹，在大學時期
要用心唸書，增加分析及論述的能力，並修
習跨系相關課程；多參與社團，增進團隊合
作及領導統御的能力、加強第二外語、靈活
電腦技能，並且學會複製成功學長姐的經驗，
讓自己事半功倍！( 照片來源：政治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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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郭宇璇

政大登山隊 50 週年專刊《山誼》新書發表
會，於 10 月 23 日下午在道藩樓舉辦，歷屆
隊員齊聚一堂，共同分享這份由歲月與回憶
累積而成的感動。校長郭明政也到場獻上祝
福，希望政大登山隊與隊員們的情誼都能延
續到永久。

由數十位政大登山隊成員共同編輯的《山
誼》厚達 424 頁、共 20 萬餘字，集結百位
登山隊隊友執筆的動人故事與千張精彩絕倫
的照片，記錄了半世紀來政大登山隊與校友
所成立的五二三登山會的點點滴滴。

新書發表會開場首先播放兩支影片，分別為
政大登山隊 50 年紀念及《山誼》精彩內容
節錄。一張張照片閃過，也喚起在場隊員們
對往日時光的懷念之情。主持人 71 級哲學
系校友林純如笑說，原先發表會預計要在四

維堂席開 30 桌、盛大舉辦，後雖受疫情影
響將地點改為道藩樓教室，仍然不減隊員們
團聚的喜悅。

五二三登山會理事長宋佾俽 (77 級法律系 )
表示，《山誼》的編輯耗時兩年多，一本厚
厚的書中承載了政大登山隊半世紀以來的歡
喜與榮耀，希望把這本書分享給所有參與過

登山隊活動、持續關注登山隊的朋友們。《山
誼》總召集人黃焜嶽 (62 級經濟系 ) 也自信
地說：「成為政大登山隊的幹部，是我這輩
子以來最光榮的工作！」 

政大登山隊創隊成員陳遠建 (57 級中文系 )
表示，大學時他擔任露營社社長，因緣際會
認識許多校外登山同好，也讓他與政大登山
隊首屆隊長賴東魄 (57 級經濟系 ) 萌生在政
大創辦登山社的念頭。順利成立登山社後，
他們也首創《山誼》季刊，用以傳播登山知
識、分享登山經驗及聯繫登山者間的情誼。
因此，此次的專刊也以《山誼》為名，象徵
著延續 50 年來代代相傳的美好傳統。

政大登山隊創隊成員許嘉富 (57 級財政系 )
也感性分享，舉凡學業、家業、事業，有許
多緣分都因政大而牽起，政大登山隊的隊員
們也給予他相當大的支持。他也引用政大登
山隊隊歌的歌詞「人人都有個好心腸」，期
望隊員們能持續將這份善良擴散出去，關心
並回饋社會。

到場的所有來賓皆獲得一本《山誼》以茲留
念，主辦團隊將嶄新的刊物裝在五個禮物盒
裡，禮物盒的兩側分別貼著「政大登山隊」
及「50 生日快樂」字樣，慶祝 50 週年紀念
專刊出版，也祝賀政大登山隊與五二三登山
會薪火相傳、長長久久。

南加政職人開講 
法律、外交領域校友暢談留美職涯經驗

校長奉茶
廣邀校友深耕地方、聚焦南島

本報記者 呂知亭

「南加 ‧ 政職人」線上講座邀請在美國法律
與外交領域表現卓越校友們分享美國就業經驗
談，包含目前任職於聯邦政府 Chiao Yifan 律
師 (85 級法律系 )、美國 KPMG 洪唯真律師 (92
級法律系 )、外交部薦任秘書及紐約派駐方崇宇
外交官 (89 級韓語系 )，以及聯合國索羅門群島
使館陳邑安顧問 (99 級外交系 )，精彩的內容讓
在校生獲益良多。

Chiao Yifan 以法律系雙主修新聞系畢業，一開
始並未以法律相關職業為就業的第一志願，她
過去的工作經驗非常豐富多元，後來在考慮職
涯轉換時才重新投入法律領域。決定走律師這
條路後，Chiao Yifan 便前往美國就讀柏克萊大
學的法律碩士 J.D. 學程。在美國的教育制度中
法律碩士又分為 J.D. 及 LL.M.，對於外國人來
說後者較不容易在美國取得工作機會，若想要
待在美國工作，Chiao Yifan 認為讀 J.D. 會是
比較好的選擇，也鼓勵同學多多累積經歷，為
未來增加更多的可能性。

同樣在美國當律師的洪唯真畢業於法律系，赴美
前在臺灣有七年律師工作經驗，後來透過公費留
考申請到紐約大學。洪唯真認為出國讀書最大的

益處是可以增廣見聞，有機會透過學校認識各國
優秀的國際律師建立人脈，有助於個人生活體驗
及經歷累積；缺點則是昂貴的學費及生活費等經
濟層面的問題。對於留學的準備，洪唯真提醒大
家除了準備考試之外，研究各個學校的法律專長
與特色很重要，這會影響到未來就業的方向，也
推薦在校生去修英美法相關課程或加入國際法律
辯論社，提早為未來做準備。

除了在美國法律界發光發熱的學姐們，駐美外
交官方崇宇也大方分享他的經驗。方崇宇以韓
語系雙主修財政系畢業，畢業後通過外交領事
特考成功進入外交部任職，過去曾被派駐紐約，
目前在南加州大學進修。派駐紐約期間，方崇
宇除代表臺灣出席外交活動和國際會議外，也
曾舉辦過大大小小不同活動，提升臺灣的國際
能見度。談到外交領事特考，方崇宇建議在做
準備的學弟妹們要多讀國際經濟學補足弱項，
並鼓勵法律系的同學參加近年新增的國際法組
外領人員考試，為臺灣外交部增添新血。

身處美國外交領域者，還有陳邑安顧問，也是現
任南加州校友會的副會長。她在外交系畢業後便
前往紐約大學進修碩士。畢業後進入聯合國轄下
使館，幫忙傳達索羅門群島政府與外交部意見，
並參加聯合國的各式會議及外交活動。陳邑安強
調外交是非常充實且豐富的工作，若是對在聯合
國工作有嚮往，現在就可以密切關注國際大事及
新聞、參加模擬聯合國以及修習外交相關課程
等。陳邑安也鼓勵學弟妹大學之後繼續求學，增
加自己的競爭力，寒暑假也要積極尋找與聯合國
相關 NGO 單位實習，累積實戰經驗。

與會校友勉勵在校同學們保有現在的熱情，規
劃好未來的目標方向，並朝著目標向前走，即
便最後沒有達到原定目標，但在熱情與好奇心
的相輔相成之下，依然能夠到達其他未曾設想
過的、或是令人驚奇的人生境界。

本報記者 張維容

風光明媚的秋日午後，校長郭明政特於「校
長的家」陸續舉辦與各系所校友會會長的
茶敘，細數近期校務計畫如設置南島研究
講座、亞洲研究講座、籌劃出版社、公企
中心竣工等，尋求各界校友的支持外，更
藉此機會強化與校友的情感連結。

郭校長開場表示：「任內提倡『挺小農、挺
有機、挺在地』，透過推展『50+1 地方創
生計畫』發掘地方特色，媒合民間企業及熱
心人士，協助地區產業發展，落實大學社會
責任。」政大也將理念化為現實，於 10 月
底開幕全臺第一間校園食農餐廳，結合在地
食材並推廣食農教育，讓師生校友不僅吃得
有保障，更能吃得健康、吃得安心。 

此外，臺灣被認為是南島語系的起源，地
理位置上更處於橋梁地帶，也因此擁有聚
焦南島研究得天獨厚的利基。為支持南島

與原住民相關教育與研究，政大將與原聲
童聲合唱團合作，於 2022 年 2 月 12 日在
國父紀念館舉行「點亮南島募款音樂會」，
期望以來自這片土地的天籟之音感動更多
人，以實際行動支持政大發揚原住民與南
島文化的各項計畫。音樂會票價分為 500
元、1000 元、2000 元、5000 元四類，校
友捐款每超過一萬元亦將獲贈音樂會 VIP
門票，期待大家齊聚共享天籟。

與會系所校友會代表紛紛對政大籌辦南島
募款音樂會表示支持，亦提供寶貴意見。
政治系系友會楊人捷 (61 級政治系 ) 會長
表示，考量現代人視聽閱讀習慣，建議可
以拍攝音樂會宣傳影片，透過影音傳播感
動更多人。代理世界校友總會蘇一仲副總
會長出席、和泰興業黃海清營運長 (93 級
EMBA) 則表示，拍攝企業廣告時與原聲合
唱團有所接觸，也深為其歌聲所感動，必
將大力支持政大舉辦的南島音樂會。 

國貿系戴宏怡會長（64 級國貿系）更是率
先認捐 20 張萬元以上貴賓席，金融系系
友會莊會長與丁監事亦於會後各捐款一萬
元共襄盛舉。  
 
玉山天籟，臺灣榮耀。

政大廣邀師生校友與社會大眾

一起守護、傳承原鄉的歌聲與文化！

一起聽歌、唱歌！

一起大氣購票、大力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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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加校友線上分享在美職涯，提供在校生寶貴經
驗 ( 照片來源：南加校友會 )

與山結緣五十年　
政大登山隊專刊《山誼》出版

政大中文系退休，曾任登山隊指導老師的洪
讚副教授 (53 級中文系，圖左 ) 以及同是登
山隊成員，現任監察委員的趙永清 (66 級政
治系，圖右 ) 合影 ( 照片來源：政大登山隊 )

校長的家午後茶敘，邀請系所校友會代表
齊聚一堂 ( 攝影：秘書處 )

1 . 網路購票：udn 售票網
2 . 捐款贈票：捐款滿萬元以上即贈音樂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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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購票資訊

與會嘉賓手捧《山誼》，敬祝政大登山隊 50 週年生日快樂 ( 照片來源：政大登山隊 )

udn
售票網

南島研究
講座基金

政大人    no.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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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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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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    面 對談

( 照片來源：盧怡安 )

（照片來源：李紀珠）

( 照片來源：地政系 )

地政系訊

為提升外界對於地政系的認知，本校地政
學系與地政學系系友會聯合辦理「地政
實務專題講座──『地政職涯分享與展
望』」系列活動，邀請 52 級系友、現
任國泰金控副董事長陳祖培前來演講。

「不要對於自己懷疑、對老師教的東西
懷疑。」陳祖培首先提到地政系教授的知

識無遠弗屆，並提醒同學：「我們在系上
所學的範圍非常廣，能夠學會多少，將來畢
業後要怎麼運用，都要靠自己的努力。」他
深知地政界的知識及將來應用的廣泛性，因
此年輕時除努力學習校內課程，也積極了解
其他相關領域的知識。陳祖培以自己為例：
「我請教地政局和建設公司教我營建，為什
麼呢？因為學地政的人，跟土地有關的東西
我們都應該要學會。雖然可能只學到皮毛，
但這些廣泛的知識，日後對我在金融業也很

有幫助。」他鼓勵同學多方學習、多加探索
與土地有關的領域。

陳祖培為人謹慎，事事追求卓越，從銀行行
員一路打拼到董事長一職，「人頭、口頭、
筆頭、行頭」是在職場上成功的秘訣。他分
析：「人頭是要清楚客戶，口頭是要能說會
道，筆頭是能寫好給上司的報告事項，行頭
是穿著體面。」他分享並建議同學們從年輕
時就養成習慣，在各個層面都面面俱到。不
僅外在需要得體，內在的思考能力也很重要。
他提到：「假如一個巷子兩側有長型小面積
基地，這時候有兩種作法，一種是廢除基地
中間的巷子，改成外圍行走，讓中間土地整
合兩邊基地合併使用；另一種方法是將巷子
改成地下道，讓民眾走同樣的道路，並且同
樣將基地整合使用。」同樣是基地整合，兩
種做法可能帶來不同的阻礙與成果，這便是
判斷力與思考能力的重要性，也是在大學時
期應該要建立的。

陳祖培表示，在金融業幾十年的經驗，深刻
體會到該行業的發達大多數來自於不動產，
具備地政領域知識的他也因此擁有極大的優
勢。地政系系友會理事長卓輝華亦感慨，有
些同學以地政系為跳板，想轉到商學院，卻
不知其實地政系學生修習企管與金融知識，
遠比企管、金融系學生來學習地政來得更輕
鬆！

綜合座談中，許多地政系學弟妹皆表示從陳
祖培在金融業豐沛經驗中受益良多，除了解
到原來學地政的學生也有機會跨足金融業，
對於系上能提供的出路有更多的了解，也從
學長過往經驗中發現，成功的關鍵，在於「擇
其所愛，愛其所擇」！參與學生深受鼓舞，
也對於自己所選的地政學習旅程更加肯定、
有信心。

89 級 ／ MBA 校友

52 級 ／ 地政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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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怡安

陳祖培

本報記者 甄曌珞

午後咖啡店裡略顯嘈雜，卻有一個角落有如
時間凍結般倍感靜謐。這是政大 MBA 校友、
飲食作家盧怡安給人的第一印象。曾擔任記
者多年，目前經營美食相關自媒體的盧怡安
身分多元，不僅在雜誌上擁有飲食專欄，同
時經營 Podcast 頻道分享臺灣好滋味，也會
接生活品牌顧問及策展。同時具備這麼多的
工作與身分，盧怡安樂在其中，只因她一直
都堅持做她喜歡、覺得有趣的事。

多元學習展興趣，記者生涯見多識廣

在政大求學時，盧怡安對司徒達賢老師「企
業政策」，吳靜吉老師「管理心理學」以及
別蓮蒂老師「消費者行為」等課程印象深刻。
因為對廣告有興趣，她修了數門廣告所課程，
從而奠定日後對品牌經營、行銷的知識技能。
「當時記者普遍訓練有素、廣受尊重，薪水
相對優渥。」在一次學校活動中，盧怡安與
前來採訪的記者相談甚歡，也覺得記者的薪
水相當吸引人，因此在就學期間便於今周刊
任職，成為一名記者。

畢業之後，盧怡安先在公關公司工作。但她
認為公關公司雜事繁多，無法深入設定品牌
個性，覺得這樣的工作較不符興趣，因此很
快就辭職，重新投入商業周刊專跑金融線。
也因此見識了二次金改時期許多大風大浪，
採訪了不少大新聞，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
相當過癮與刺激。 

生活線改變觀點，新媒體展現自我

結婚生子後，盧怡安為了兼顧家庭，因而從
採訪熱門的金融線轉至生活線，卻也因此開
啟了新視野。「我知道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
也知道自己想要什麼。」藉著採訪的機會，
盧怡安出國接觸到許多不同的藝術展覽與美
食餐廳，其中位於西班牙的米其林三星餐廳
El Celler de Can Roca 主廚 Joan 料理方式
前衛，同時又致力於傳承加泰隆尼亞的家鄉
菜，也成為她做家常菜的契機。

2014 年盧怡安離開媒體圈，她開始親手做
菜。翻閱食譜，從覺得有趣的菜開始做，然
後拍照上傳到 Instagram，每篇貼文都有一
張食物照片，再搭配她寫的散文。盧怡安的
照片並非為拍而拍，都是拍攝當下吃飯的時
刻，就像用手機紀錄今天自己吃了些什麼。

一開始只是因為家中客廳較凌亂，所以在房
間的紅酒箱上拍照，也因此拍攝出畫面較暗、
顆粒感較重的照片，沒有過多的技巧或修飾，
一切皆顯得平淡自然。 

風格來自對生活的觀察與品味

「剛開始我的照片都被嫌棄。」盧怡
安笑著說，一開始她的照片常被認為
失焦、缺乏攝影技巧。後來 Instagram
風潮開始盛行，盧怡安這種靜寂質樸、
略帶文青風格的照片突然很受歡迎、蔚
為流行。「每天都做一件事，慢慢就會
變成自己的風格。」盧怡安認為，風格不
是靠設定，而是透過細微地觀察與發覺自己
生活中喜歡與感動的𣊬間，再將它捕捉下來，
只有做喜歡的事才會有動力。

「永遠不要放棄找開心的事。」盧怡安認為，
在大學的時候可以多做好玩的事、修有趣的
課，不一定要跟大家走一樣的路。因為永遠
不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流行什麼，每個興
趣要堅持做到最後，最後才會知道自己要什
麼。未來的出路有很多條，只要堅持有趣、
做自己有興趣的事，總有一天一定會找到自
己真正想要的事物。

國泰金控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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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級 ／ 經濟系校友
世界校友總會常務理事

歷
任

產官學，以專
業
貢

獻
社
會

李紀珠

本報記者 陳家弘

曾在政大經濟系任教，歷任產官學各界，現
任新光銀行副董事長的李紀珠資歷完整豐
富。被問到何以跨域任職又能屢創新猷，李
紀珠淡淡地說：「面對職涯抉擇，我只求對

社會有所貢獻。」

憶求學，多元探索發掘興趣

「最懷念當時經濟系系主任陸民仁老師，
以及曾擔任政大校長的歐陽勛老師。」談

到政大求學時的回憶，李紀珠對二位恩師
印象深刻。她認為陸民仁與歐陽勛二位老師

都是謙謙君子，對後生晚輩皆投以無比關愛，
給予學生溫暖，讓她感念至今。

大學時期的李紀珠正值探索自我的時期，不
僅多所嘗試校內社團，虔信天主教的她也參
與許多服務活動，更在本系課程外跨域修習
統計系、應數系等多系課程。如此忙碌的大
學生涯只為了發掘自己的興趣，以及找到有
益於貢獻社會的方式。

「大學的功用，其實是返校教書後才有深刻
體會。」政大畢業後，李紀珠進入臺大攻讀
碩士，優異的表現一路成為臺大首位保送直
升的經濟學博士。其後，她選擇重返母校政
大經濟系執教。

李紀珠認為，大學教育應該培養學生良好的
邏輯思考，以及「再學習」的興趣與能力，
在既有學科基礎上終身學習。面對「資訊過
剩」的現代社會，大學應培養學生如何披沙
揀金，從繁雜的資訊中，過濾出有用的知識，
轉化為自己所用，進而發揮能力。

產官學，扶危定傾歷練豐富

「從政原先不在我的考量之中。」在政大任
教曾獲國科會 ( 今科技部 ) 多次研究優良獎
助，亦曾榮獲政大傑出研究教授獎肯定，更
曾赴哈佛、史丹佛等名校擔任訪問學者，在
學術界享有好口碑，從政一途與李紀珠的學
術生涯看似無所交集。

在一次與同是政大校友、時任行政院長的蕭
萬長 (46 級外交系、51 級外交所 ) 懇談中，
李紀珠深感於蕭院長為國為民的崇高人格，
慨然應允院長之邀，擔任青輔會主委，開啟
她的從政之路。

即便從熟悉的學界轉戰陌生政界，她仍能發
揮其專業，成果備受外界肯定。2005 年獲邀
擔任不分區立委，李紀珠也憑藉其專業的問
政，被《商業周刊》評鑑為財政金融專業立
委第一名，《天下雜誌》更以優質立委為主
題特別報導。

豐碩的成果與使命必達，也讓李紀珠成為力
挽狂瀾的「救火隊」，從為穩定二次金改動
盪而擔任金管會副主委，到重振中華郵政、
臺灣銀行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每每交出耀
眼實績。擔任臺銀董事長時的經營績效，更
被哈佛大學商學院主動撰寫成教學個案，視
為成功典範。2016 年，李紀珠令人意外地加
入陷入經營困境的金控公司，以其金融專業
逐步改善企業體質，讓金控主體的人壽公司
每股盈餘 (EPS)，從墊底逐年上升至第 7 名，
逆勢翻轉四年前的營運困境。

被問到為何經常深入險地「救火」，李紀珠認
為，都是因為她希望能為社會有所貢獻的「使
命感」所致。如此受使命感驅使是否引以為
苦？她樂觀地表示：「只要社會因為我的投
入而變得更好，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勉後進，俯仰無愧擔負責任

本著貢獻社會的初衷，李紀珠以她的座右銘
「期望終其一生無愧於與我互動過的人，尤
其是將責任交付給我的人」勉勵政大人，「無
愧於心」是做人的基本，而「責任感」則是
對工作應有的態度。期許所有政大人都能夠
對工作投入熱情，感謝每個歷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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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篇譯寫《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大
學欠民主一個保護學術勇氣的文化〉（《聯合
報》，2021.10.23.），提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
長丹尼爾斯在《大學欠民主什麼》一書中，主張
大學應該盡全力成為社會流動與提升的通道、
民主公民精神的教育者、事實與專業的管理者，
以及「目標明確的多元主義」論壇（forum），
作為容納不同想法的表達與論爭場域。
 
這些大學教育的價值或方向，不過是美國古典
自由派學界的基本主張和精神，稱不上有何特
別進步的看法。然而回過頭來看看臺灣目前的
大學文化，離前述的某些精神也還有一段差
距。我們的大學，被制約在教育部定期或不定
期拋出的各種競爭型經費補助計畫下，以及對
各類國際或國內大學排名的符咒與自我催眠
下，每天無頭蒼蠅似的、缺乏方向感的瞎忙，
沒有過勞得病或精神壓力出問題就算走運了，
哪還有餘力理會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
 
政大傳播學院在臺灣這種愈趨畸形、病態的大
學文化裡，正在專注的討論規劃中的新院館，
應該是一個怎樣概念的空間，裡面要放進什麼
東西，來應對一個瞬息萬變的明日的傳播教
學、研究與實踐？我很幸運地與幾位有精闢想
法與奉獻熱誠的院內規劃小組的老師們，包括
具建築背景、傳播新科技等專業知識的同仁，
一起斷續討論了一年多，把一些核心的價值和
理念發展出來，交予建築團隊落實到規劃設計
案裡。這些想法還在修訂、調整與完備之中，
尚不完全成熟，我仍願意將我們階段性的共
識，分享給校內師生參考、指正。
 
除了滿足並整合傳院既有教研空間的基本需
求，作為本質上高度跨領域、多樣性的專業學
院，我們首先在乎的是，本院能夠更好的進行
理念溝通、知識交流、人際互動的基本精神（畢
竟這個學院的名字是 communication），如何
在新的院館設計中被創造或強化出來。同仁提
出 forum 的概念，指涉了此西文詞彙涵蓋的幾

種意涵。在這個核心意涵下，一棟大學的建築
不應該再設計成一種列寧式的、權力集中的空
間規劃，或者像監獄囚室般一排排門窗深鎖、
強化隔閡或疏離的功能性空間，而是要盡可能
展開空間的最大開放性。
 
開放性的空間設計概念，除了分散過去建築裡
那種集中的、定於一的權力象徵意義，也同
時要強調這個新空間的公共性。傳院未來的
院館，希望在相當數量的一些空間，要對外開
放、近用，無論展演空間、社區民眾近用的空
間，或者公益團體可以定期合作使用的空間。
國立大學的經費來自國家，即全體納稅人，我
們沒有理由把所有的軟硬體資源深鎖，據為私
有，尤其當這棟建築的經費將完全來自本院籌
自民間的捐助。
 
公共性與民主精神的另一個重要內涵是，一棟
學院的建築不僅只屬於學校和教授，也同時屬
於學生。作為大學主體之一的學生，在過去的
威權時代裡，只能在教室、寢室、學生餐廳和
圖書館這幾個點之間往返移動，校園沒有什麼
為學生設計的中途歇腳點，遑論聚談、討論、
休憩的專屬開放空間。一個培養未來國家領導
人才的大學校園，竟然沒有學生的位置與生活
空間，這是怎樣一種功能導向、方便管理甚或
「政治防範」的校園設計？規劃院館的老師們
在乎學生的活動空間，將會要求建築設計團隊
把這些空間明確規劃出來。
 
傳院老師們對於未來教育空間的無私想像與執
著理念，讓我敬佩之際，覺得作為傳院一員，
有很大的驕傲感與歸屬感。我們不見得能順利
募到這棟院館，這些賦形於建築設計的理念，
何時能真正落實，我們現在不知道。但是出現
與否，傳院同仁們以開放、包容的思考和心態
所進行的溝通和相互欣賞的交流討論過程，也
已經值得了。

　　　　　傳播學院院長

#政向思考# 政向思考 想像一個具有進步精神的
傳播教育空間

第 42 期不動產估價師學士學分班歡迎有意報考不動產估價師、對投資或從事不動產相關產業有興趣
者、從事銀行業、會計師事務所等與不動產估價相關業務者、 有意轉業或培養第二專長者踴躍報名。
本學分班所開列課程皆符合應考國考不動產估價師學分。

政大人    no.13

政      點服務 7

凡本校畢業校友、肄業生及推廣教育學分班取得學分證明者；曾任教或
任職本校一年以上編制內及約用專任人員皆可申辦校友證。
歡迎週知您身邊的「政大人」共享尊榮與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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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21st of October, NCCU was thrilled to welcome 
Ambassador of the Republic of Palau HE Dilmei 
Louisa Olkerill, along with members of the Council 

for Indigenous Peoples, and various distinguished NCCU 
professors and faculty for an on-campus discussion. 
The event was an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 
work related to indigenous education, community 
outreach,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onducted by 
the faculty and students at NCCU.

The meeting began with a warm welcome to all 
involved from NCCU President Kuo Ming-Cheng, 
and an exchange of gifts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Ambassador Olkerill. President Kuo was 
gifted a traditional Palauan “tet”, a small woven 
hand basket used by Palauan chiefs to carry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and a T-shirt that was 
designed by a Palauan alumnus of NCCU.
 
Professor Kuan Da-Wei, acting chair of the NCCU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began the session 
with a discussion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Volunteer Service Program”, and an outline 
of the related NCCU courses and programs. 
NCCU currently has programs and projects 
related to Indigenous and Austronesian studies 
from the certificate level through to postgraduate, 
including the Master Program of Land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for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 Program for 
Austronesian Studies (IPAS).
 
Professor Kuan went on to describe NCCU’s 
ongoing collaborations with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the Philippines, describing how these programs 
encourag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roaden students’ 
perspectives, and help to form cross-cultural network 
for mutual supporting/learning. Ambassador Olkerill 
was encouraged by discussion of Professor Kuan’s 
efforts in developing indigenous commerce through 
tourism initiatives. “There are many cultural sights that could 
be shared with out visitors” the ambassador said. “We have 
ancient settlements that could be developed to attract tourists, 
more than just diving and snorkeling. I think this is another area 
that could use help from the partnership with NCCU.”
 
In addition, Professor Kuan presented the results of a panel 
discussion that he convened last month between leaders in 
indigenous education from across the Pacific, with scholars 
from Japan, Thailand, New Zealand, Samoa, and Hawaii 
coming together to discuss issues of indigenous education 

Experiences in Indigenous 
Studies, Education, Development: 

Ambassador of Palau for 
Discussion and Sharing

Article b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ranks 90th among 675 universities 
in the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for 

2022, marking the school’s best position 
in the top 13%.

In the sec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utbound and inbound exchanges, NCCU 
made it into the top 5%. This proves the 
university remains one of the best choic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o study and be 
an exchange student during the pandemic.
 
The figures are from the 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022, produced by Quacquarelli 
Symonds, a U.K. company that specializes 
in  the  ana lys is  o f  h igher  educat ion 
establishments around the world. NCCU has 
also performed outstandingly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For example, NCCU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became sister schools in May 
2021 and they will collaborate on programs 
fo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students to learn 
Mandarin in Taiwan, and teach Mandarin 

in the U.S. NCCU’s Mandarin teachers 
are expected to get a boost from the new 
programs and further improv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Furthermore, over the past two semesters, 
78 students from Europe selected to learn 
Mandarin in Taipei, via a scholarship 
offer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udied at NCCU. This provided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the university’s Wenshan District campus 
during their leisure time.
 
Meanwhile, NCCU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for Asian studies, 
known as Asian Studies Plus (AS+), which 
integrates its 11 colleges and research 
centers to build partnerships with remarkable 
universities in Asia, Europe, and the U.S.
 
The five AS+ interdisciplinary themes are 
“Multicultural Asia,” “Innovative Asia,” 
“Nurturing Asia,” “Democratic Asia,” and 
“Sustainable Asia” – or “MINDS.” The 
alliance is expected to solve regional and 
global issues and contribute to prosperity 
and cultural exchanges in Asia. 

Photo b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n online forum. That panel will be followed up by an in-
person meeting planned for May 2022.  
 
Lim Siu-Theh, Honorary Professor of Ethnology at NCCU, 
presented an outline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work of 
NCCU’s Center for Aboriginal Studies. Professor Lim has over 

TOPNCCU 100 in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Best choic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during pandemicmakes

In the future, NCCU aims to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by learning across 
schools and disciplin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reating a digital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launching a borderless campus project. At the 

same time, NCCU encourages the sharing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will continue to 
show its expertise in important fields such as 
digital culture, Asia research, and sustainabl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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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NCCU faculty, has held 
positions in government, and won numerous awards 
for his work in indigenous education. Professor Lim 
outlined some of the center’s earlier work gaining 
recognition for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through to the modern day work the Center undertakes 
documenting and provid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indigenous Taiw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 significant highlight was the success of Aboriginal 
Education World, a bimonthly educational magazine 

that has recently celebrated the publishing of its 100th 
issue. Established by the Center in 2005, the magazine 
focuses on the topics related to the educa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works to preserve and promote 
preservation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languages.
 

NCCU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Wang 
Shinn-Shyr spoke about principles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USR) and NCCU’s efforts 
in community engagement. Facilit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arried out by selected 
universit ies, USR focuses on local needs, 
strengthening the link between local universities 
and industries, promoting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more. These themes echo the U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namely SDG 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SDG 4: quality education, 
SDG 10: reduced inequalities, and SDG 11: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Professor Wang focused specifically on a project 
his students are involved with at the Ankang 
Community and Xinglong Public Housing areas. 
These government housing projects are home to 
many indigenous peoples who face a range of social 
issues brought on by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of the 
past and generational trauma. Professor Wang 
spoke of the “USR x Mingdao” project, that saw 
NCCU students working with Mingdao Elementary 
School to provide financial, legal, and foreign 
language/culture education, as well as working 
with disabled and mentally unwell members of the 
communities to help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 great variety of issues related to indigenous peoples 
of both Taiwan and abroad were discussed in the day’s 
proceedings. Achievements from the past and plans 
for the future were presented alongside one another, 
showcasing NCCU as a leading Taiwanese institution 
for the study of indigenous issues. At the end of the 
discussions, Ambassador Olkerill said she felt very 
inspired by what she had heard during the proceedings. 

“Something good for Palau will come out of this. I can see so 
many new programs and partnerships between NCCU and 
Palau that will start and that will continu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ishes to warmly thank the 
Republic of Palau, and Her Excellency, Ambassador Dilmei 
Louisa Olkerill, for allow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discuss and 
share our institutions work. NCCU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collaborations, and grow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institution and the Republic of Pa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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