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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教授余英時題字牌匾揭牌
盼深化與中研院學術合作

本報記者 程心

余英時國際漢學獎學金，未來講座每年也會

為感念名譽教授余英時對政大「羅家倫國際

讀漢學的碩博士生來政大研究，讓臺灣從「學

漢學講座」的貢獻，以及對自由、民主、人
權價值信念的堅持，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日
前舉辦余教授題字牌匾揭牌儀式。現場包括
校長郭明政、副校長王文杰、講座辦公室主
任楊瑞松、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中研院院
士杜正勝、中研院院士王汎森、馨昌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鄧傳馨、教授薛化元等貴賓，
皆出席活動共襄盛舉。

一代大師余英時於去年 8 月 1 日晨間逝世，

享耆壽 91。余英時教授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國哲學會院士、政大的名譽教授，也是本

校首任羅家倫國際漢學名譽講座教授。余院
士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西方學界
皆推崇其為 21 世紀漢學泰斗。

郭明政除了感念余院士於 2019 年為「羅家
倫國際漢學講座」錄製一場大師級演講，留
下時代的聲音。他也指出，已透過羅家倫國

際漢學講座的委員會，提議將獎學金取名為

提供獎學金給 10 至 15 名學生，鼓勵各國研
術輸入轉為輸出」。楊瑞松進一步補充：「他
（余英時）最後一場演講應該就是獻給政大

了，我們用他手稿的筆記為底本，經余英時
遺孀的同意後，將其題字製成牌匾，向史學
大師余院士致敬。」

黃進興對講座表示肯定：「羅家倫先生的女
兒慷慨捐款給政大，由政大設立羅家倫國際

漢學講座，邀請世界上有名的漢學家到臺灣、
政大進行漢學研究，發表他們的特殊看法與學

術貢獻，相當有意義。」郭明政則表示：「未

來希望國際漢學能持續深化與中研院的合作，
共同籌設相關學位學程。」除了安排政大校

秘書處訊

教學。為支持相關教育計畫，政大攜手臺灣

優勢，將政大打造成為全球漢學重鎮。此外，

2021 年初夏，以原聲童聲合唱團緣起故事為

用最動人的音樂，吸引更多人加入守護南島

能擴及南島研究與亞洲研究。

年新春，原聲合唱團、國際學院合唱團與打

更多學術上的交流，發揮臺灣在國際漢學的

期望政大與中研院學程計畫的合作範圍，未來
杜正勝對此表達認同：「中研院研究員也要向
外，要跟大學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彼此

主編

成為學術界整體的成果，期許能從下
一代的年輕學者並看見收成。

陳巍杉、陳宜潔、
陳家弘、邱媺芩、
賴怡婷

從耕耘本土到連結國際，期待與廣大的太平

目前，政大已與帛琉、諾魯、吐瓦魯等 13 國
組成南島民族論壇，下學期將首度帶領學生

原聲合唱團精心準備布農族、排灣族、鄒族、
泰雅族等多族歌謠，包括電影《聽見歌 再唱》

中的《kulumaha 回家吧》，也安排《童年》
以及《kipahpah ima 拍手歌》與觀眾互動，
讓更多人認識南島樂音之美。

至南島移地學習，開啟與南島國家交流的第

2022 年 2 月 12 日 ( 六 )「點亮南島募款音樂

程，邀請來自夏威夷、斐濟等地的專家、耆

您呼朋引伴，親臨現場感受原聲合唱團帶來

一步。校方持續規劃原民研究、南島研究學

老至政大講學，並獎助本地學者赴南島研究

服務電話／廣告贊助 (02) 2939-3091 #66051
傳真
(02) 2937-9611
地址
116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校務基金捐款帳戶
戶名：國立政治大學 401 專戶
匯入銀行：第一銀行木柵分行

會」將於國父紀念館大會堂隆重登場，歡迎
的感動，支持政大成為南島文化薈萃之地。

帳號：16730106106
電話 (02) 29393091 #63021

粉絲專頁

陳慧琦
朱詠薇
黃競鋒

紛擾劃下休止，為新的一年揚帆啟航。為此，

場專場演出，盼以純淨的天籟之音為去年的

政大人
首頁

發行總監
總編輯
影像總監

手為傳承南島文化共盡心力。

連袂演出，再現扣人心弦的歌聲，與政大攜

洋南島語族成為夥伴，深化學術與文化交流。

向性的引導作用，引起大家的重視，

文化的行列。

點亮南島募款音樂會是原聲合唱團今年第一

對年輕學者們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所有的講座皆能產生具有指標性、方

這片土地上最純粹的歌聲「原聲合唱團」，

擊樂團，將於政大「點亮南島募款音樂會」

政大長年致力於原住民文化及語言的保存，

最後，由黃進興祝福政大，期許政大
漢學大師余英時院士親書「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揭
牌儀式，由校長郭明政（左四）主持，會後現場貴賓、
師長合影（攝影：秘書處）

原型的電影《聽見歌 再唱》感動全臺。2022

納各方資源，對漢學、南島和亞洲研究
進行前瞻性研究，是一時之盛事，必定

郭明政
林佳和
胡鴻仁

原鄉榮耀，聲挺南島。2/12 國父紀念館大會堂與您共享天籟（照片提供：原聲合唱團）

內的教授作為指導老師，也期望能與中研院有

互相共享資源。」王汎森補充，政大廣

發行人
監製
顧問

聆聽美妙音符 點亮南島祝福
2/12 共享天籟原聲

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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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再偕桃市府簽署合作備忘錄
公企中心正式進軍航空城

本報記者 周佩怡

為桃園當地注入一泉活水。政大地政所校友、

繼先前合作開設課程，嘉惠許多學子，政大

下，表示將盡力替母校向市府爭取相關用地。

與桃園市政府決定再度攜手，於日前正式簽

航空城董事長陳錫禎則笑談政大校友滿天

署桃園航空城合作備忘錄（MOU），未來

政大除了在航空城內設置公企中心分館，更

業培訓高等人才，促進桃園產業營運成長再

企中心主任顏玉明說明將由各學院大展長

政大將運用法政、管理的專業，為政府、企
升級。

針對航空城企圖結合國際機場、高鐵、機捷
和高速公路等交通網路優勢，來建構國際化
產業園區的目標，桃園市市長鄭文燦指出桃
園發展潛力無窮，吸引許多產學界機構紛紛

進駐，「產業、金融、大學是計畫成功的原
因，希望發揮臺灣創新研發的優勢，讓國家
更開放、更有競爭力。」

副校長趙怡（右）與本校地政所校友、航空城董事長陳錫禎（左）共同簽署桃園航空城合
作備忘錄（攝影：秘書處）

在發光

制定了專業、高等、國際化的合作方針。公
才，在義務教育的部分，教育學院與外語學

院協助航空城從小培養國際化人才；在企業、
公部門方面，政大居全國之冠的外國學生不

僅熟稔自己的母語，又能以中文溝通，正是
航空城國際人才的最佳彈藥庫，再加上外語

學院、商學院、法學院、資訊學院，預計開
設國際金融、企業管理、智慧財產、國貿外
語等課程，提供重要的中高階人才進修及培
訓管道。

政大副校長趙怡認為，過去大學僅專注教學、

桃園航空城公司至今已與 49 家企業或學界簽

任，此次合作不僅增加政大學生的機會與資

學之一，未來將運用雙方資源，共同提升桃

研究、學生服務，近年開始著重大學社會責
源，擴增公部門、企業數位轉型的能量，也

署合作備忘錄，政大為今年新延攬的 4 所大
園經濟與產業實力。

政大體育威震八方 成立體育產業學士學位學程是努力目標
本報記者 程心

聞系校友戚海倫受邀回母校主持，各運動代

政大運動代表隊年末慶祝暨感恩大會日前熱
鬧滾滾在體育館舉行，典禮由橄欖球隊陳世

昌表演「超跑情人夢」，熱情開場！政大新

表隊皆到場共襄盛舉。

校長郭明政表示：「謝謝你們為政大帶來歡
樂與榮耀，政大雖然沒有體育系，沒有體育

學院，但在體育方面有很好的成就。」他感

謝每位同學在田徑場、運動場上打拼，並強
調政大在體育賽事上義不容辭、責無旁貸。

典禮首先由校長頒發感謝獎座予各代表隊教
練，並由外交系校友暨雄鷹創辦人姜豐年，

表揚各優秀運動員。姜豐年上台致詞時說
道：「創立政大雄鷹是希望校友看到之後，
也能見賢思齊，踴躍支持政大體育。」除了
永續經營雄鷹籃球隊，姜豐年也希望能帶動

其他運動團隊，擦亮政大體育的招牌。橄欖
球隊隊長陳泓名補充：「政大其實也有自己

活動由橄欖球隊陳世昌的表演熱情開場（攝
影：秘書處）

好了。」

是臺灣的大學、政大要好，要靠我們一起努

為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郭明政也在表揚大

付出與傑出表現，期許政大未來持續向上。

的校友會，資源跟其他學校比起來已經算很

會上宣布，政大將成立「體育產業學士學位
學程」，期許未來能訓練職業運動員以及企

歲末年終除了表揚運動員的努力與付出，也

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學程」，相信臺

給教練，感謝教練為代表隊的付出及辛勞，

業體育教練。他進一步提到，近期成立「全
校長郭明政（前排中）頒發感謝獎座予各代表隊教練後合影（攝影：秘書處）

力！」郭明政堅定地說道，並感謝運動員的

灣青年能提攜政大，說明臺灣的美好、為臺
灣 發 聲。「 這 就 是 政 大 的 定 位！ 政 大 不 僅

是感恩的時刻，因此，各個代表隊隊員獻花
就在歡慶與感恩的溫馨時刻，大家彼此鼓舞
打氣，期許未來再創輝煌佳績！

雄鷹主場華麗三連勝
全力以赴爭取衛冕冠軍
本報記者 林亭

滿場球迷見證下達成主場全勝！ UBA 大專籃球聯賽公開男一

組，日前進行第三階段最終回合，政大雄鷹前兩戰分別以 118
比 63、106 比 54 輾壓對手，1 月 9 日面對八強機會濃厚的臺

上圖：看台上的球迷手持雄鷹專屬加油棒，整齊劃一地
為選手吶喊（攝影：校訊記者林亭）
左圖：本校於賽前隆重舉行升旗儀式，師長及隊職員與
高掛球場的冠軍旗大合照（攝影：秘書處）

灣藝大，第二節一度僅握有 4 分領先，但陣中外線射手群隨即
回以顏色，三分球遍地開花奠定勝基，終場以 99 比 70 獲勝，
本屆主場三戰都贏得毫無懸念。

張 鎮 衙（ 中 ） 主 場 三 戰 表
現 亮 眼（ 攝 影： 校 訊 記 者
林亭）

入夜的文山區冷風颼颼，仍未吹熄球迷對雄鷹的熱愛，除

本屆雄鷹錄取的四位新生中，王鈞聖與莊朝勝兩人位置較為

吶喊。雄鷹總教練陳子威肯定這群忠實粉絲，期末考週還

朝勝較多出賽機會。過去曾是新竹光復高中看板球星，莊朝

了不曾缺席的雄鷹會校友團，在校學生也齊聚看台為選手

撥冗看球著實不易，滿場加油聲為隊員注入強心劑，也無

疑是主場連勝的關鍵，「沒有他們的支持，這個階段不會
這麼順利。」

上屆聯賽 MVP 張鎮衙此役狂砍 28 分，化身進攻端核彈頭，
發動多波攻勢擴大領先。陳子威稱讚他身為大四學長表現

稱職，懂得帶領學弟進入比賽狀況，球技也年年提升，打

Jan. 17

法全面、外線精準，即使未來難逃被針對防守，但他解讀
比賽的能力較以往增色許多，並不擔心他第四階段預賽與

2022

複賽的狀況。
新生莊朝勝本階段獲得較
多出賽機會，他也以精準
的外線回應教練的信任
（攝影：校訊記者林亭）

邁入大學生涯最後半年，陳子威看好張鎮衙以三號位進入

職業，並保證他會是教練團調度上的一枚活棋。由於丁恩
迪因傷缺陣，他在這個階段改扛陣中的四號位，相信丁恩
迪回歸後，團隊戰力會更加完整。

重複，陳子威上一階段幾乎場場登錄王鈞聖，這回則賦予莊
勝 UBA 新人球季適應良好，在高壓的賽場上並不會有壓力，
能放開身手發揮外線水準，本場表現出色搶下 9 分。

莊朝勝身高 177 公分並非特別突出，他透露正在追尋的模

板是身形相似、現效力於 P. LEAGUE+ 新北國王的洪志善，
陳子威也期待他繼續輸出外線火力，畢竟陣中射手較少，
他的投射能力會帶來偌大的幫助。

預賽最後階段將於本月 24 至 26 日點燃戰火，陳子威坦言賽
程並不輕鬆，面對到的傳統隊伍世新、義守分別是長人型與

速度型，需要運用不同策略應對，才是考驗的開始。尤其球
隊面臨傷兵潮，可用之兵僅剩 14 位，需仔細拿捏練習強度

保護選手。不過學期即將結束，寒假的訓練時程會完整許多，
能為接下來的挑戰做足準備，如同他常叮嚀球員的，「提升
本身的執行力，自然就會產生好的結果。」

話題 政 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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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合處積極拓展海外招生市場
印尼辦事處成效亮眼

政大 110 學年國際招生九百多件報名件數中，有

一年多以來，印尼辦事處除同步將政大最新消息

兩倍以上。探究原因除了臺灣政府積極推行新南

辦 官 網 外， 亦 透 過 Instagram 及 Facebook 等

將近 10% 來自印尼，相較 109 學年招生件數成長

向政策外，政大印尼辦事處的努力絕對是數字成
長的幕後推手。

隨著來臺求學的東南亞境外生人數增加，每年來

臺就讀的印尼籍學生總量同樣逐年上升。根據
教育部統計，2020 年在臺境外生約九萬多人，
印尼學生人數就有 14,000 人，僅次於越南和馬

來西亞。為吸引更多優秀的印尼學生前來政大就
讀，政大在全球疫情困境中主動出擊，於 2020

年 11 月設立政大印尼海外辦事處，先以居家辦
上圖：政大虛擬旅遊影片 NCCU VIRTUAL
TOUR（照片來源：國合處）
左圖：2021 臺灣印尼高等教育博覽會
（照片來源：國合處）

社群媒體的經營吸引年輕族群。在提升國際能見

度與校友鏈結方面，印辦順應後疫情遠端溝通
趨勢，透過各項線上會議工具舉辦多場線上說
明會、直播、錄製 Podcast，另於去年 9 月參與
「2021 年 9 月印尼臺灣高等線上教育展」，吸

引百餘人聯繫印辦洽詢招生報名事宜；為慶祝政
大 94 週年校慶，印辦與印尼校友會亦共同舉辦

多場線上聚會，邀請居住在不同國家的資深校友
一齊重溫在校求學生活點滴與美好。

公方式協助設立服務專線、建置官方網頁與社群

此外，為幫助 110 學年度即將入學之印尼新生，

學諮詢、政大入學及防疫訊息。後於 2021 年 10

特別於去年 8 月底為新生們舉辦別出心裁的線上

媒體，透過蒐集當地高教資訊的同時，亦提供入

月印尼疫情趨緩後，重啟辦公室承租計畫，於
2022 年 1 月順利於印尼雅加達正式營運揭牌，

可提供當地學生、家長、校友洽詢本校資訊、在
地服務與校友情感交流之友善空間環境。

印尼辦事處的區域經理袁巧鳳畢業於政大廣告

系，受過傳播學院媒體行銷之專業訓練，也曾
於政大國際合作事務處工讀兩年，其豐富的行銷

經驗，使得印尼辦事處在對外招生宣傳上勢如破
竹，大幅提升政大在印尼學生心中的知名度與申

目前印尼辦事處已設立完成，環境舒適明亮 ( 照片來源 : 國合處 )

即時翻譯成英文及印尼文兩種語言，並分享至印

請就讀意願。

在臺灣政府尚未宣布開放學位生入境之前，印辦
新生迎新活動，透過活動設計讓新生們出國前就
相互認識，並熟悉臺灣的防疫政策，降低日後至
政大求學時可能產生的不適應問題。

為跨足國際、拓展海外招生市場，及吸引新南向
國家優秀學子，政大兩年內已陸續成立泰國、印

尼兩大據點，後續亦規畫成立越南及印度兩處辦

事處，希望透過多據點相互支援，並藉助政府新
南向政策的量能與資源，為政大海外招生與宣傳
開拓更寬廣的道路，吸引更多優秀外籍生前來政
大就讀。

社科院「指南政策論壇」
從竹竹合併議題 談國土永續發展
社科院訊

三者的關聯與不同。國土規劃指對於整體國家空間的想像及

近來，竹竹合併議題引起各界對於行政轄區調整的諸多討

頒布的國土計畫法對於全國土地的使用分區分類計畫；行政

論，然而議題焦點多半聚焦於地方政治版圖的變化與對於選
情的衝擊，忽略了縣市行政區劃與城鄉規劃、國土資源、財
政結構、地方治理等多個面向緊密掛鉤，應以更宏觀的視野
加以檢視。爰此，為帶動重大公共政策的專業跨領域對話與

公共討論，政大社科院規劃並舉辦「指南政策論壇」系列活
動，力邀院內不同系所教師從其專業領域出發，對於行政區

域調整提出全面檢討與政策建議，希冀催化社會對公共議題
有更深入多元的思考。

長期性以及策略性的布局；而國土計畫則是在 2016 年依據

區劃則是管轄界線的制度性調整。鄭老師指出近年來一直有
行政區劃制度化呼聲，立院相關版本也多主張行政區劃必須
配合國土規劃來處理。但他也提出疑問，究竟目前的國土規

劃為何 ? 目標又是什麼 ? 此目標真的必須要靠行政區劃來達

成嗎 ? 提出這些問題同時，鄭老師也指出目前國土規劃需要

更進一步的目標檢視，行政區整體重劃的確有助於部分國土
治理課題的處理，但卻可能是成本最大的選項，他並強調地
方的認同與生活領域才是行政區劃的基礎。

嫻熟國土規劃法制的地政系副教授戴秀雄由問題本質出發，

財政系教授陳國樑則直接提問到，臺灣是否需要 22 地方行

多層級主管機關，經常會因為區域分劃上的不合理性、資源

的優勢在於，資源整合、規模經濟、成本分攤、外部性內部

強調國土規劃的「整體性」概念。戴老師認為國土規劃牽涉

分配的不均性，以及機關間是否具有協商意願，而產生根本

問題與執行上的落差。戴老師進一步說明目前國土規劃三點
可能問題，一是土地空間利用常會影響毗鄰地區，然主管機
關間缺乏水平協商之機制；二是各機關可操作資源不一，易
增加合作困難度；三是劃分時常未考量人文地理脈絡，往往

導致在規畫上的實質割裂。國土規劃經常受限主管機關權限
與資源分配，使得臺灣在地方行政上的落差益發擴大。

取得英國皇家特許規劃師並著有「國土白皮書」的地政系副
教授鄭安廷，則是試圖釐清國土規劃、國土計畫、行政區劃

政區域？他分析地方行政區域整併的好處與隱憂，指出整併

促進跨領域的對話，提供更多全面性、專業與深入的政策辯

具備程序正當性，絕對不容私相授受、因人設事。

地方治理專家的公行系副教授張鎧如，則是首先探討中央為
何需考慮行政區劃調整的必要性，包括目前人口過度都市
化，非六都的邊緣化、行政區劃的高度政治性，以及財政收
支劃分的爭議等。其次反向由地方政府的角度，解析地方政

府爭取縣市合併或是改制為直轄市的資源面誘因，以及潛在

為迎接即將到來的 95 校慶，日前校方特地邀請政大校友青年

能立即喚醒記憶中的旋律。校友合唱團 1 月 3 日剛完成在高

政大校友青年合唱團為政大校友合唱團的子團，成立至今約

議題，與行政區劃程序法的與時俱進。

其中利弊必須仔細評估，除了要有國家發展整體規畫外，應

地方政府間缺乏競爭比較、地方財政Ｍ型化等。陳老師表示

「校歌對政大人來講，算是一種埋在骨子裡的音樂。」許翠

希望用心錄製的成品能歷久彌新。

相關建議，如中央一地方垂直協力的改善、城鄉發展不平衡

本次論壇由社科院學者從地政、財政及公共行政等面向切

本報記者 郭宇璇

集人。許翠玲表示，獲邀錄製新版校歌的團員們都備感榮幸，

治理隱憂。接著進一步指出中央與地方須共同面對的課題與

化等。同時更點出整併的隱憂，則是政府與地方需求的疏離、

以身為政大人為榮！校友青年合唱團錄製新版校歌
合唱團錄製新版校歌，並由外交系校友、團長許翠玲擔任召

「指南政策論壇」由地政、財政及公共行政等面向，對於行
政區域調整提出通盤檢討與政策建議（由左至右：地政系副
教授鄭安廷、地政系副教授戴秀雄、社科院院長楊婉瑩、財
政系教授陳國樑、公共行政系副教授張鎧如）（攝影：秘書處）

入，檢視「縣市行政區劃」議題的本質，希冀透過此次論壇
論的基礎。與談人雖各有不同的切入焦點，但共同指出幾項

關鍵討論 : 第一、談縣市重劃應具備整全性思維，提出國土
規劃的願景，同時應回應既有的問題，考量六都與非六都的

落差，平衡區域發展 ; 二、國土規劃牽涉實質治理問題，需

考量中央與地方的府際關係，以及同位階縣市機關的協商機
制；三、國土規劃、計畫、行政區劃及財政劃分，牽涉多重
法制，必須考量法制之間的相互關連，做全盤性考量。

玲認為，校歌是政大人的集體回憶，只要校歌前奏一下，就
雄衛武營的演出，許翠玲分享，慶功宴上他們齊唱校歌，表
達以政大為榮的驕傲和感動，讓她十分難忘。此外，她也讚
許政大校歌十分耐聽且易學，每位校友都能琅琅上口，「畢
業四、五十年都還會唱！」

兩年。許翠玲表示，政大校友合唱團成立將近 40 年，皆固定

許翠玲也分享葉慶元曾因唱校歌感動落淚的故事。對此，葉

政大校友青年合唱團日前進專業錄音室錄製新版校歌（攝影：
秘書處）

間與地點無法配合，因此委託政大校友團現任團長葉慶元另

歌，「展現我們政大人的團結與驕傲，是多麼感人的事情！」

籃球隊曾於去年 UBA 奪下隊史首冠，眾人皆期盼不久之後能再

近期也適逢 110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UBA）賽季，政大雄鷹

以在小巨蛋再度響起！」

於每週六早上在政大藝文中心練唱；但近年因年輕學弟妹時
召年輕校友組成青年團，並於週間晚上在市區練習，團員下
班後就能直接去練唱。

慶元感性表示，畢業多年之後，能和校友們一同合唱母校校

傳佳績，許翠玲笑說：「希望今年雄鷹奪冠時，我們的歌聲可

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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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手作趣

全球 政

聲

政大人體驗盆栽木工
輕鬆佈置生活綠意

上圖：學員細心地替盆栽黏上零件，依照喜好裝飾 ( 攝影：秘書處 )
左圖：學員與自製動物盆栽合影留念 ( 攝影：秘書處 )
本報記者 王永妍

栽就完成了 ! 木頭質地的外觀，搭配綠色植物

造型真的很棒 !」社會所黃學姐則表示：「體

校友服務中心日前舉辦校友專屬系列課程「政

為生活增添大自然的氣息。

友人，邀請他們一起來參加！」

大人盆栽木工」，挑戰從零開始組裝盆栽。

為使各個木材能夠正確地榫接，老師細心地協
助校友使用鑽洞機，對準位置鑽孔。接著，大

家便動手將各個部位的木材拼裝起來，並在盆
底選自己喜歡的多肉植物，可愛的動物造型盆

52 級地政系校友

地政系在臺復校首屆系友劉金標
返校分享人生經驗

的點綴，令人賞心悅目，非常適合擺在室內，

偕同夫人一起參加木工體驗的經濟系陳學長表

愜意的週六下午，來自不同屆、不同系的校友

嘗試更具挑戰性的木工手作。」歐語系江學姐

手作時光。敬請持續關注政大校友服務中心的

示：「這次的課程簡單有趣，希望未來有機會
表示：「很高興接到課程訊息前來參加，在現

場能夠自由發揮創意，不設限、做自己喜歡的

讓記者從跑地方新聞開始做起，再一路往上

東亞所舉辦本學期的職涯發展專題演講，邀

讀，學業完成後返回日本工作。香港與臺灣

位的本所學生與會，氣氛親切、場面熱烈。

為提升外界對地政系的認知，地政學系與地

圖重測，將資料電子化。劉金標回憶道：「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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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前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局長、前臺灣土地
開發公司董事長劉金標前來演講。

出生於佃農大家庭的劉金標，當年因不想進
入海軍陸戰隊而選擇考大學。也因為從小家
裡務農，使他對土地有一份情感與好奇，因
此第一志願便填了地政系。「這個決定，改

並強力推動數值地籍資料的整合，配合地籍

時上司不鼓勵我推動地籍資料電子化。那時
候臺灣的電腦甚至還沒有中文版，但我相信
數值地籍觀念是未來世界趨勢。」不懼上司

的反對，他堅持推動。而這些成果如今造福
了許多民眾。現在一般民眾要上網搜尋、下

載地籍圖或登記謄本都十分便利，這讓學生
們深受鼓舞，確信只要是做正確的事，就應
該勇往直前！

變了我的一生。」劉金標如此道來。

「活到老，學到老」是劉金標一生奉行的座

憑著大學在地政系所學，劉金標畢業後便進

料電子處理系統，但當時沒有切身學習如何

入公職。任職於內政部地政司地籍科期間，
他參與了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地籍測量

右銘，他也表示：「我雖然負責推動地政資

起參加，重敘昔日友情，共創溫馨回憶。

東亞所訊

由本所所長王信賢主持，鍾延麟老師和數十

實施規則、農地及市地重劃相關條文等修正，

課程公告，歡迎您攜手同為政大人的好朋友一

東亞所職涯座談
朱建陵暢談媒體從業點滴
聞中心副主任朱建陵擔任主講人。此一活動

地政系訊

沉浸木工課程，忘卻平日的煩憂，共度溫馨的

83 級東亞所校友

請傑出所友、現任中央通訊社國際暨兩岸新

地政系系友會會長卓輝
華（左）、系主任孫振義
（右）致贈劉金標 ( 中 ) 感
謝狀（照片來源：地政系）

驗活動非常好玩，之後想推薦校友課程給同屆

培養、歷練，甚至在中國大陸申請研究所就
較接近，但設備仍然較臺灣完善。他也指出

臺灣記者之所以無法像其他國家有類似的待
遇，原因在於臺灣記者來來去去，並未像是
美國、日本這樣深耕與常駐當地。

朱建陵分享當初選擇從事媒體業的過程，並

關於東亞所所友選擇從事新聞媒體產業，具體

貴經驗。為何選擇媒體這條路？朱建陵回顧

報》、《聯合報》及中央通訊社，每家公司

細數他在中國大陸採訪新聞長達半甲子的寶

源自於就讀本校時的一場籃球賽中，球友提
供《中國時報》的徵人消息，以及他就讀本
所時修習中國研究課程的啟發和訓練。

朱建陵利用人生經歷、時間軸與大事紀等向

度，介紹長年來臺灣媒體記者在中國大陸的
採訪情況和趨勢走向，也分享他在中國大陸
各省市跑新聞時的攝影照片和特殊經歷，讓
在場聽眾聽得津津有味。

朱建陵也以親身經驗和觀察，比較美國、日
本、新加坡、香港和臺灣記者在中國大陸採
訪新聞的殊異。他指出美國記者設備佳，常

分布的情形，朱建陵分析多任職於《中國時
待遇基本上差不多。他並介紹和比較不同的媒
體，對同一新聞的相異處理方法和報導方式。

演講後的問答與交流熱烈，王信賢老師針對
臺灣記者在中國大陸是否仍存在優勢提出疑

問，鍾延麟老師則向講者請教近年臺灣記者
駐陸採訪時的境遇情況與期間變化。與會學
生也紛紛提問，包括未來有志於從事媒體
業，在校修課時應如何配合？跑「大陸線」
的 記 者 的 報 導 題 材 和 尺 度， 應 如 何 拿 捏、
有何「撇步」？媒體業的薪資行情與前景為
何？朱建陵都一一詳細回覆。

有返美後撰寫文章、書籍分享在陸採訪見

朱建陵強調東亞所的中國大陸研究訓練，對

新聞公司會給予豐厚補助，使得記者的家庭

益的，也勉勵在場學生用功進修、提升自我。

聞與當地生活的例子。新加坡則是國家及

也能一起赴陸生活與體驗；而日本則是公司

於未來選擇從事新聞媒體業者，是相當有助

使用電腦。」退休後體認到電腦應用能力的
重要性，讓他開始自學。直至今日，劉金標
還是持續學習新知。「今天來地政系演講，

是我第一次自己做簡報！」高齡八十歲的劉

金標如此表示，對於新知識、新技術的渴求，
Jan. 17

鼓舞了臺下學弟妹的學習動機。

曾任臺灣土地開發公司董事長的劉金標，上任

七個月即纏訟八年，最終法院還了他的清白。

2022

多年前經歷了一場車禍浩劫，這樣的機遇使他
開始修習禪學，也使他走上濟世救人的旅途。
劉金標鼓勵同學：「若不是挫折，我現在還
劉金標分享人生經驗（照片來源：地政系）

只會是一個庸碌之人。」勉勵學子不要害怕
磨難，因為人生的精采之處即在於此。

東亞所教授鍾延麟 ( 左 )、所長王信賢 ( 中 )，演講者中央通訊社國際暨兩岸新聞中心副主任朱
建陵 ( 右 ) 討論熱烈（照片來源：東亞所）

蠟 個酷東西 ﹗

4-5

產創總中心訊
產創總中心舉行「創 BIG 坊」，邀請 100 級

外交系校友、現為蠟藝師的南西（Nancy），
帶領教職員生手作獨一無二的香氛蠟燭與蠟

片。教室中滿溢精油香氣，學員們專注於熔

蠟控溫、注模插花，雖然當天陰雨綿綿，但
蠟藝體驗卻是相當暖心。

南西表示斜槓生活並不會壓力很大，反而是

抒發心情的管道。「投入興趣中，是我覺得

產創總中心也特別準備描圖紙與簽字筆，讓學

心，會有越好的成果。南西也表示，開班授

變成點燃燭火後才能看見的「秘密訊息」。中

產業，做蠟燭則是很「慢」的，投入越多耐
課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希望可以回收成本，
用來投入下一個作品。

香氛蠟燭是不少人生活的必備常物，除了空間

因興趣使然「拜師學藝」，隨後考取蠟藝師

造「生活儀式感」。南西首先介紹大豆蠟、蜜

證照，並在 Instagram 開設作品帳號「舛花
MASUHANA」， 短 時 間 累 積 了 不 少 訂 單 詢
問，開啟了她的「微創業」。

氛圍，整個場地都香香的，感覺很舒服。」

快樂的事。」她認為相較於高速運轉的媒體

南西本身是位斜槓青年，就讀外交系時就開

始接觸設計領域。目前正職是唱片公司企劃，

系四年級陳同學表示：「非常喜歡這個活動的

薰香的功能，更可以放鬆心情、營造氛圍，創

員寫上箴言小語放在融蠟夾層中，待凝固後就
文系四年級簡同學發揮巧思，在描圖紙上寫著
「願你成為自己的光」來鼓勵自己。除了蠟

燭，南西也教學員製作可以放在衣櫥內的香氛
蠟片，並提供各式各樣的乾燥花材，讓學員們
挑選插上蠟片，製作獨一無二的專屬作品。

蠟、香精油等材料，再邀請大家聞香、挑選精

活動結束後，南西提供佈景供學員拍照留念，

有些人喜歡木質調、有些人選擇花香調，應數

櫃等空間，讓喜歡的味道隨時存在於生活中。

油，學員們無不興奮地逐一品香、彼此討論。

101 級民族系校友

當民族學遇見媒體傳播
蘇韋宣分享職場經驗

產創邀斜槓校友
教蠟藝手作

上圖：外交系畢業的南西是位斜槓青年，目前正職是唱片公司
企劃，同時經營蠟藝品牌（照片來源：產創總中心）
右圖：學員與成品合影留念（照片來源：產創總中心）

並提醒大家蠟燭可以保存三年，建議放在衣

半世紀精華收錄成冊 畢業 50 年
紀念輯贈母校，串起世代情誼
本報記者 王永妍

2022 年開幕，成為政大人交流聊天的空間，

民族學系結合課程舉辦系友回娘家系列講座，

第 31 屆校友於 2021 年底舉辦畢業 50 年紀念

大將與臺灣原聲童聲合唱團合作，舉辦「2022

用系上所學的專業及訓練，應用於媒體產業。

的求學時光，細數畢業以來半世紀輝煌，並由

民族系訊

首場邀請畢業系友蘇韋宣，與學生分享如何運

輯贈校儀式，各系代表齊聚一堂，回憶在政大

同時也透過詳盡和豐富的工作內容，分享過

召集人外交系蘇起代表，將眾人的心血結晶

往的學習歷程，引領學生看見民族學與媒體

《指南山下溫馨一世情》敬獻母校。

傳播的交織，進而產生連結與共鳴。

分享系上經驗、雙主修歷程，引領學生認識
跨領域學習

蘇韋宣以在系上學習路程、校園生活為開端，
帶領學生快速進入主題。同時藉由分享自身

學習經驗，與學生分享系上所學的點點滴滴。

主持人民族系王雅萍老師（左）贈送紀念品
予講者蘇韋宣（右）（照片來源：民族系）

膀。畢 50 校友也將持續支持母校的發展，幫
助政大作育英才、回饋社會。」

她進入原視的工作相對來說得心應手。但是

系上同學感情融洽，年年舉辦餐敘，也曾一

透過系上所學的民族史、學、誌等核心課程
薰陶下，幫助蘇韋宣在大學生涯中，培養批

而，客家臺、原民臺性質相似，加上報導的

新聞性質只會針對特定議題的人觀賞，也讓
蘇韋宣認為，轉換跑道是自身抱負與自我的

的驕傲。經濟系陸晉幻笑說，「初入社會時，

入理解訪問對象的文化、價值觀等。唯有透

間上的控管：原、客兩臺會有較充裕時間來

過田野調查，才能夠更深入在其中，看見當

地的問題、理解居民的想法，這是人類學與
民族學以外的科系無法實踐的。
職場經驗甘苦談，勇於挑戰自我

講述完大學生活的經歷，迎接而來的是蘇韋
宣的工作經驗談。她由於雙主修新聞系結識
系上學長姊，在他們幫助下，無縫接軌進入

傳播媒體業工作。講者提及她的第一份工作

準備；一般電視臺準備的時間則相對較少，
她也透過不斷學習，一一克服眼前的難關。
莫忘初衷，勇於探索未來

蘇韋宣鼓勵學弟妹，能夠抱持初心，尋找民

不論從前或現在，畢業於政大都是校友一生
政大畢業就是能力的保證，職業生涯一路走
來，感謝政大這塊招牌，讓寶貴的機會總能
師長的諄諄教誨，為專業能力奠下基石」，

讓她的優異表現，曾吸引上司前來參觀政大，
由衷感到光榮。

校長郭明政代表政大感謝校友一直以來的支

可以透過輔系、雙主修等方式培養其他專長，

賢圖書館湖濱小屋重啟，道南新村將規劃為校

為大學生活增添更多色彩。

召集人蘇起代表敬獻畢 50 紀念輯，象徵校友
與母校不變的情誼 ( 攝影：秘書處 )

信手拈來。」會計系陳慮明也表示，「母校

族學所賦予的價值與意義，將所學經驗實踐
於社會，發揮所能，學以致用。她也提及，

入扉頁，由校友服務中心珍藏流傳。

如故的美好。

位思考」概念來傾聽他人的想法。蘇韋宣也

挑戰。在轉換的過程當中，最大差異就是時

世紀的精彩凝鍊成冊，將所有的情感與思念嵌

起出遊度假。相聚不求豪奢佳宴，但求一見

政大培育莘莘學子，頂尖學府的聲名遠播，

提及系上的田野調查課程，幫助她能夠更深

挑選的老照片勾起花樣年華的回憶；親筆撰寫

外交系許懷聰、企管系曾穗鋒等多位分享，

她選擇前往一般電視臺發展。

判思考、找尋問題能力，並以民族學中「換

臺灣的大學，更是世界的大學。

的文章則承載對母校的感念。四年的青春與半

播的興趣，並真正投入該行業。
民族學眼光看見世界

及李元簇臺灣與亞洲研究講座，讓政大不僅是

互提攜、團結一心，成為人生路上最堅實的臂

愛精誠』精神是政大人最深的羈絆。校友相

儘管畢業已 50 年之久，校友互動依舊熱絡。

她因自身規劃，轉換跑道至客家電視臺。然

共享天籟，並能夠力挺政大成立南島研究講座

此次贈書由第 31 屆校友代表合力編輯，精心

是在原住民族電視臺擔任記者，並分享在電
視臺的工作經驗。透過民族系相關課程，使

點亮南島募款音樂會」，期望校友購票入場，

蘇起致詞表示，「畢業後闖蕩江湖，深感『親

她除了修習民族系的課程之外，也以雙主修
形式攻讀新聞系，因此造就了講者對媒體傳

強化校友與在校同學的連結。今年 2 月，政

持，未來會努力提升校友服務。校史館將於達
友會館，校內的「薪傳九五」咖啡館也將於

畢 50 各系代表與精心編纂的紀念輯合影 ( 攝
影：秘書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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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級 ／ 外交系校友、世界校友總會理事

華麗轉身：雲朗總座盛治仁
本報記者 陳家弘
「政大九五，世界翹楚！」流暢地唸出臺詞

為政大即將到來的 95 週年校慶錄製祝賀影

片，盛治仁熟練地配合更換動作。一如他至
今以來多次華麗轉身，從教授到官員、從官

員到雲朗集團總經理，盛治仁都能恰如其分
地勝任其職。

面 對談

隨遇而安、順勢而為

「在政大，我養成運動的習慣。」盛治仁不

僅是系上棒球隊成員，更是棒球校隊的一員。
每次練習後到學校附近冰菓室點上一碗泡麵

加蛋與冰品，成為最甜美的回憶。秉持著對
體育的熱愛，盛治仁持續運動，現今壘球場
上也常見他奔馳的身影。
多元職場，順勢轉身

恩師與運動成一生資產
憶起求學時光，盛治仁認為「政大有相當優
良的師資」，指導過他的恩師，如蘇起、趙

怡、朱堅章、鄧中堅等教授，不僅以言教、

身教拓展他的眼界，有些更是日後職場上的
長官，給他提攜與照顧。

外交系畢業後，盛治仁順著興趣攻讀政治學，
在美國取得碩、博士學位後返臺執教。在東

吳大學政治系任教時，不僅連續榮獲教師學

術研究獎助，更創下七年內從助理教授升至
教授的紀錄。優異的研究表現與在新聞評論
上嶄露頭角，盛治仁接連被馬英九、郝龍斌

二任臺北市長延攬。歷經多次婉拒，他最終

被郝市長的熱情打動，以研考會主委身分進
入市府服務。

其後，在總統府殷切邀約下，盛治仁接任行

寄予厚望。「希望凝聚各界校友，為母校做

「1999 市民熱線與聽障奧運是我任內完成

國百年慶祝盛會。意想不到的，節目紛爭使

「璞玉指南計畫」，由總會有熱忱的校友擔

的。」有感於市府分工細密，缺乏統一窗口，
盛治仁遠赴美國紐約取經，引進「311」非
緊急市政服務專線模式，短短一年間整合各
單位，完成「1999」熱線建置，提供市民反
映民意的管道。

2009 年舉辦的聽障奧運，盛治仁接下執行

長，即面對不同意見杯葛等阻礙。所幸在他
積極溝通下，各路人馬終能放下歧見，合力

（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政院文建會 ( 今文化部 ) 主委，著手規劃建

他看清政治圈冷暖，掛冠而去。其後在盛情
邀約下，轉任飯店經理人。

「Blessing in disguise.( 因禍得福 )」回想起

從政界到企業的轉折，盛治仁以這句話下了

校友職涯方面指導與建議，促成跨世代交流
連結。學員們展現出求知若渴的積極態度，
也讓他大為讚賞。

「珍惜在大學的時光。」盛治仁勉勵學弟妹

庭間取得平衡，活出有意義的人生。

力與限制的日子。他也強調別將現在的生活

無需疲於應付政治鬥爭，更因此在工作與家
珍惜校友連結，把握求學時光

是「聽奧 85 年來，辦得最好的一次」。

身為政大世界校友總會理事，盛治仁對總會

南島募款音樂會主持擔當

任生涯導師，透過諮詢、座談等方式，提供

註解。在民間企業，他可以努力地做自己，

完成這場盛事，也讓臺北聽奧受當時國際聽
障體育總會主席 Donalda Ammons 盛讚，

點事。」如此願景下，盛治仁提議總會創辦

善加利用大學四年，因為那是最沒有工作壓
當作理所當然，「好好地玩、好好地唸書，
不要虛度這段寶貴光陰。」

106 級 ／ EMA 校友

媒體人拉娃谷倖行動支持

本報記者 周佩怡

大遊行、反馬告國家公園大遊行、偏鄉教育

很安靜很誠實的審視自己的心境跟狀態，梳

自 80 年代起開展的原住民社會運動至今已

「我們世代被剝奪語言學習的機會，像我這

唱團長馬彼得等原民議題，也在採訪機緣之

安靜下來，人生很多的糾結與困惑就豁然開

許多偏見或刻板印象。她舉例，有些人會笑

個年紀的人不太會說族語，又該如何跟別人
說身分？」出生於新竹縣五峰鄉泰雅族、曾

資源、醫療資源落差、獵人學校及知名的合
下，認識許多關注原民議題的好朋友。

就讀政大傳院在職專班（EMA）的校友拉娃谷

拉娃谷倖說：「當時，我覺得我對自己的文

追尋自我認同，同時投注相關議題，呼籲社

字，然後一點一滴去豐富這個名字的內涵。」

倖說道。起源自意識到原住民困境，她不停

會大眾一起杜絕刻板印象及各種樣態的歧視。
時間回到民國 79 年，漢名呂真怡的拉娃谷

倖離鄉背井，前往資源豐沛的都市就讀高中，
並住在長老教會附屬的北區原住民大專學生

宿舍。殊不知看似普通的住宿生活，竟是改
變她一生的重要轉捩點。

當時，原住民社會運動正值風起雲湧，也掀

起一系列激烈的本土思潮。拉娃谷倖透過參
加宿舍活動，見證到原民還我姓氏、還我土

化了解的不多，至少我記得長輩留給我的名
當時在新聞部工作日子過得緊湊忙碌，她花

Jan. 17
2022

後來拉娃谷倖就讀臺藝大廣電系期間，恰巧
碰上有線電視開放不久，電視臺急需大量傳
播人才。她在同業的引薦之下進入東森電視
臺工作，也跟主管表明自己的原民身份，希

望能在名片上印製族名，所幸得到主管的贊

同。之後她轉戰 TVBS 新聞臺，報導過農民

因此她鼓勵人在中年時一定要重溫沒目的
性、青春期熱血的經驗。

語老師的教學為例。她提到許多族語老師在移

她，不會說族語、不懂文化卻用族名播新聞只

是為了沽名釣譽、譁眾取寵。拉娃谷倖回憶：

「小時候經歷過文化被剝奪、被扭曲的經驗，
在被壓抑的環境下成長，會受傷，也會犯錯，
認同的經歷是自己內在反省的旅程，是很私

片，講述都市原民的文化實踐與再現，並以族
居都市的過程中，發生了許多故事，在她們的
故事中看到某個部分的自己。她說：「過去我
只是一個寫稿、配音的人，從未拿過攝影機，
所以也想挑戰自己，換一個視角看世界。」

近四十年，拉娃谷倖仍發現當今社會仍存有
稱她一定很會喝酒，酒量一定很好。拉娃谷

倖認為，這顯示臺灣針對族群文化的教育必
須更加強，應該要從小培養對文化的尊重與
理解。

基於這樣的想法，拉娃谷倖相當支持政大發
展南島研究，不僅接下募款的南島音樂會主
持棒，更承諾捐出全數主持費。除了指揮家
馬彼得是曾經的受訪者，「真心覺得原住民

和南島語族有太多共通性，藉由研究南島語
族，或許可以推想原住民文化。」因此她祝

福音樂會一切順利，並呼籲社會大眾共同關
注原民議題。

密的，不需要特別跟每個人解釋。」

主管願意給她揮灑的空間，進入部落報導小

族自己以外的原民。

粹的聚在一起唸書，是很難得的同窗友誼，

新聞主播時，也引來不少壓力，有人寫信批評

然而，當商業新聞臺出現第一個族語名字的

宿舍有來自各方的原民學生，她才知道各族
議題的契機，對內思考自我認同、對外認識

職場上有一定歷練的青壯年，大家還願意純

拉娃谷倖在政大 EMA 的碩士論文是透過紀錄

因為族名確實讓她受到矚目，也決心要讓這

群的差異性很大，也開啟了探索原住民公共

朗。」此外，她也認為班上的同學大多是在

了一星期的時間，走完回復傳統姓名的程序。

地等激烈的陳抗。「參加後才驚覺，原來對

自己的族群議題及文化是那麼陌生。」加上

理過去的經驗跟很躁動的思緒，才發現一旦

個名字有文化厚度。她很感謝當時的電視臺
人物的拼搏精神，同時也累積自己對文化跟
原民議題的理解。依序待過東森、TVBS、原

民臺，拉娃谷倖坦言從商業電視臺進入族群
公共媒體原民臺後，因為兩者養成脈絡跟理
念、觀點都不同，也承認自己的知識及經驗
都不足，所以做得很辛苦與疲倦，在原民臺

任期結束後，拉娃谷倖重拾書本回到校園唸
書，報考政大 EMA。

談到在政大的收穫，拉娃谷倖表示，「可以

拉娃谷倖與排灣族族語老師杜珞琳（照片來
源：拉娃谷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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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學院發展目標與未來願景
資 訊 科 技 發 展 日 新 月 異， 從 1970 年 代 早 期 的 網 際 網 路

國際洗錢等不一而足。現有的法律與社會組織架構的運作往

了原有語音電話網路，是當時各大電信網路公司管理者無

效應的主因之一。

(Internet) 萌 芽 和 發 展， 開 放 式 Internet 的 數 據 網 路 取 代
法 預 知 的 事 實。Web 1.0 的 原 創 者 Tim Berners-Lee 選 擇

了 Internet 的 網 路 協 定 與 架 構， 更 是 促 成 如 Facebook、

最近發展 Web 3.0 加密數位貨幣去中心化的分散式區塊鏈架

行動手機的方便性讓社群媒體顛覆了人類的日常生活訊息的

系統的一大挑戰，這項趨勢已經是一個現在進行式。政大資

Twitter、Instagram 等 Web 2.0 社群網路興起的主因，搭配
分享。維基百科和 Google 搜尋引擎則讓人類的知識散播與
獲取更為快速與有效。
胡毓忠院長 1980 年畢業於政大應用數學系，在美國完成了作

依據摩爾定律，電腦的硬體效能將是每 18 個月成長 2 倍，搭

職 3 年於電信總局（中華電信）的電信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

訊裝置在社群網路上大量資料分享與資料分析，促成人工智

業研究與系統分析碩士與電腦科學博士。碩士畢業後曾經任
員。於 1991 年起受聘於本校資訊管理系，爾後協助推動成立
資訊科學系。後續擔任過資科系系主任，最近則擔任電算中

心主任、資訊學院籌備處主任和首任院長，超過 30 年的學術
職涯都服務於政治大學。

慧與大數據分析應用產生革命性的變革，過去認為不可能的

事變成可能，人類的生活因此更為多采多姿。顛覆式資訊創
新科技是一把兩面刃，它有正面的效益與反面的副作用。假
新聞的產生與快速流竄，個人隱私保護被侵犯，網路詐騙和

校友證新增多項校外特約廠商優惠，
舉凡飯店住宿、餐廳美食、交通租賃、
生活娛樂等，持續擴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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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辦卡享終身優惠，歡迎校友快來申辦或升級 !

上電腦硬體效能提升與深度學習演算法的演進，透過行動通

歡迎週知您身邊的「政大人」共享尊榮與福利！

感謝校友熱情響應支持終身校友證 !!

往無法快速與有效因應科技的發展和變化，這將是造成負面

畢業系所

榮譽終身卡 國貿系
畢業系所

姓名

詹Ｏ穎

外交系 ( 碩 )

洪Ｏ鈞

心理系 ( 碩 )
外交系
民族系
民族系

企管系 ( 博 )
企管系 ( 博 )
企管系 ( 碩 )
企管系 ( 碩 )
企管系 ( 碩 )
地政系 ( 博 )
地政系
地政系

地碩專班
行管碩
行管碩
行管碩
行管碩
行管碩

東亞所 ( 博 )
東亞所 ( 碩 )
法律系 ( 博 )

特約廠商
優惠

何Ｏ生

終 中文系 ( 博 )
身 中文系 ( 博 )
卡 公行系 ( 碩 )

宗教所 ( 碩 )

線上申辦
校友證

姓名

法律系 ( 博 )
法律系 ( 碩 )
法律系

王Ｏ農
劉Ｏ博
郭Ｏ元
曾Ｏ惠
柯Ｏ軒
張Ｏ心
林Ｏ杰
林Ｏ遠
謝Ｏ怡
卜Ｏ琨
林Ｏ哲
沈Ｏ展
陳Ｏ怡
周Ｏ展
劉Ｏ偉
楊Ｏ雯
沈Ｏ宏
劉Ｏ麟
陳Ｏ倫
張Ｏ珍
費Ｏ

鄭Ｏ琪
林Ｏ劭
何Ｏ豪
蔡Ｏ宜
何Ｏ晴
臧Ｏ韋

構，將是此新一波顛覆式資訊創新科技浪潮下改變人類金融
訊學院希望在此顛覆式資訊創新科技發展的浪潮下，發揮高
等教育者知識播種者的角色，教育政大的學生們掌握住此資
訊科技發展的理論基礎與核心技術，並更進一步透過跨域學
習來探索科技對於人類所產生正反兩面的因果關係，找出解
決之道。資訊學院的專業與跨域的發展因此具有其獨特性，

因為科技所產生的問題，未必能夠完全由科技本身的技術和
思維來解決，而需透過社會科學的法律、傳播、金融等其它
專業領域整合來找出其可能的處方箋。
資訊學院院長兼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110 年下半年申辦終身校友證致謝名單
法律系

梁Ｏ媛

EMA( 碩 )

陳Ｏ睿

法碩專班

連Ｏ民

新聞系

王Ｏ枝

法律系

陳Ｏ良

法碩專班

蔡Ｏ華

法碩專班

鄭Ｏ輝

法碩專班

社工所 ( 碩 )
社會系
金融系

林Ｏ光
李Ｏ榮
楊Ｏ翰
湯Ｏ婷

金融系

俄研所 ( 碩 )
俄研所 ( 碩 )
政治系 ( 博 )
政治系

科管智財所 ( 碩 )
科管智財所 ( 碩 )
風管系
哲學系

財政系 ( 碩 )
財政系 ( 碩 )
財政系
財政系

邱Ｏ美
許Ｏ凱
馮Ｏ鈞
王Ｏ釤
蔡Ｏ文
施Ｏ廷
卓Ｏ容
楊Ｏ羲
古Ｏ榮
賴Ｏ吉
朱Ｏ逢
林Ｏ銘
陳Ｏ

財政系

黃Ｏ珊

國安碩專班

李Ｏ緯

AMBA

國發所 ( 博 )
IMBA

國貿系

吳Ｏ禎
蔡Ｏ文
李Ｏ祐
謝Ｏ欣

國貿系

祝Ｏ文

國貿系

李Ｏ枔

統計系

趙Ｏ麗

統計系

新聞系 ( 碩 )

林Ｏ芝

新聞系

馬Ｏ翔

新聞系

李Ｏ慧

會計系 ( 碩 )

許Ｏ鳳

會計系

伍Ｏ娟

會計系

黃Ｏ銘

EMBA

黃Ｏ華

EMBA

陳Ｏ君

EMBA

韋Ｏ揚

EMBA

盧Ｏ華

EMBA

曾Ｏ澈

EMBA

林Ｏ基

EMBA

林Ｏ忠

EMBA

張Ｏ閔

EMBA

李Ｏ君

EMBA

施Ｏ坤

EMBA

簡Ｏ華

EMBA

李Ｏ言

資科碩專班

黃Ｏ志

資管系 ( 博 )

蔡Ｏ昇

學行碩專班

康Ｏ玉

應數系

牛Ｏ麟

韓文系

推廣教育學分班
推廣教育學分班
推廣教育學分班

蔡Ｏ晃
李Ｏ章
周Ｏ峮
高Ｏ德

傳播學院 ( 教職員 ) 余Ｏ蕙
國貿系 ( 教職員 )

簡Ｏ哲

陳Ｏ宏

政需您的加入，
成為學生的希望曙光！
為使弱勢學生安心就學，不因打工或經濟因素
無法專心導致學習發展受限，本校依照學生不

同學習需求規劃經濟扶助、提升入學機會、職
涯發展等面向，誠摯邀請您攜手響應希望種子

培育計畫捐款行動，一份扶持的力量，幫助一
顆希望種子的培育，衷心期盼能得到您的支

持，您的涓滴贊助，將積少成多、聚沙成塔，
輔助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就學，更是政大校訓
「親愛精誠」的極致發揮。

請即掃描 QR CODE 線上捐政

( 或填寫捐政意願書 )，郵寄、
傳真或 email 至本校秘書處，

並指定捐贈「高教深耕 - 希望

種子培育計畫」( 對國立大學
捐款視為捐款政府機關，可

100% 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

/ 企業營利所得總額中列舉扣

線上捐贈

除稅額 )

政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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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NCCU’s Impressive Indonesian Imprint
remote communications, assuming
a key role in enhancing NCCU’s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as well as
organizing alumni networks. Ms.
Brigitta has also organized multiple
online briefings, livecasts, and
Podcasts through various online
communications tools. In September
2021, Ms. Brigitta’s efforts at the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Fair Online
event attracted more than 100
inquiries from potential applicants. To
celebrate NCCU’s 94th anniversary,
the Overseas Office in Indonesia
(Jakarta) and Indonesian Alumni
Association jointly organized a
number of online gatherings,
bringing together senior alumni living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rticle b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

pplicants from Indonesia made
up nearly 10% of the total 900
ap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admissions in the 2021 NCCU
academic year, more than doubling
the number of Indonesian applicants
from the previous year. Credit for this
upswing is due not only to the Taiwan
government’s a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but
also to the efforts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verseas Office in Jakarta.
Taiwan universities are attracting
increasing numbers of overseas
students fro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from
Indonesia has been rising steadily.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20 Taiwan hosted over 9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14,000 of whom are from Indonesia,
making Indonesia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Taiwan, behind only Vietnam and
Malaysia. Despite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the global
pandemic,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s actively seeking
to attract more outstanding Indonesian applicants. In
November 2020, NCCU established a virtu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Jakarta. The mission staff collect local intellig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while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on admissions procedures, university admissions and
pandemic prevention. Due to COVID-19, the office’s official
opening was delayed until January 2022. When open, the
representative office will provide loca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with critical information about NCCU and local
services, and will also provide networking services and
activities for NCCU alumni.

NCCU VIRTUAL TOUR(Photo b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egional manager of the Overseas Office in Jakarta,
Indonesia is Ms. Brigitta Clarissa. She graduated from the
NCCU Advertising Department, and received professional
media and marketing training from th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Her skills and experiences will be critical
to NCCU’s success in raising application willingness among
Indonesian students and in increasing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new applicants.
For more than a year, Ms. Brigitta has been busy
translating the latest NCCU news and announcements
into English and Indonesian for dissemination on the
office’s official website. The office’s active social media
presence on platforms including Instagram and Facebook
has attracted broad interest from young Indonesians. Due
to the pandemic, the office staff has actively developed

In addition, in late August the Overseas
Office in Indonesia organized an online
freshman orientation to familiarize incoming students with
Taiwan’s pandemic prevention policies before they left the
country, thus resolving potential issues before they even arise.
To further expand international enrollment and attract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Southeast Asia,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s successively
established two new Overseas Offices in Thailand and
Indonesia, and plans to establish two additional offices
in Vietnam and India in the near future. These mutually
supporting Overseas Offices will coordinate with the
government’s New Southbound Policy to create new
channels for overseas publicity and enrollment, bringing
more outstanding foreign students to NCCU.

Listen to the
beautiful tunes
of

Austronesian
culture

on

Feb. 12

(Photo by Vox Nativa Choir Taiwan )

Article by Secretariat

Jan. 17
2022

R

eleased in 2021, the film “Listen Before You Sing,”
which was inspired by the story of the Vox Native
Children’s Choir, won over people’s hearts and minds.
This year, the children’s choir, Yuan Sheng International
Academy, and Yuan Sheng Percussion Group, will perform
in the “Light Up Austronesian Countries Fundraising
Concert”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For years, NCCU has been dedicated to preserving
Indigenous cultures and languages and has looked forward
to teaming up with Austronesian families to undergo

academic cultiva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Currently,
NCCU, with a total of 13 countries, including Palau, Nauru,
and Tuvalu, has organized the Austronesian Forum.
Next semester, NCCU will take students to Austronesian
countries as the first stop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The
college is continuing to plan Indigenous studies and
Austronesian research programs. It will invite local experts
and elders from Hawaii and Fiji to give talks on campus
and offer Taiwanese scholars opportunities to do research
in Austronesian countries. To support related educational
programs through beautiful music, NCCU and the Vox
Native Children’s Choir are putting out a call for more
people to protect Austronesian culture.

The Fundraising concert is the first gig for the choir in 2022,
and participants hope to end the turbulence of last year
and sail into the future. The choir will perform tunes from
Taiwan’s Indigenous tribes, such as the Bunun Tribe, Paiwan
Tribe, and Cou Tribe, as well as the soundtrack from “Listen
Before You Sing,” which includes “Kulumaha,” “Childhood,”
and “Kipahpah Ima.”
The concert will take place at National Dr.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on Feb. 12. NCCU welcomes you and your
friends to join the event and support Austronesian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