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彩帶飄落的欣喜時刻，總教練陳子威（中）激動地擁抱隊長林彥廷（攝影：本報記者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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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精彩 2021

本報記者 林亭

「艾裕連線」發威，助政大雄鷹達成二連霸！本屆 UBA 大專籃球聯
賽爭冠戲碼與上屆相同，兩間文山區籃球名校狹路相逢，去年以 82
比 70 奪得隊史首冠，這次政大雄鷹沒讓世新大學上演甜蜜復仇，在
當前大專最強後衛游艾喆 18 次助攻穿針引線下，幫助球隊展開一波
波攻勢，終場 74 比 65 抱回第二座金盃。
 
一掃四強賽開局火力難產的窘境，政大雄鷹首節由王凱裕及張鎮衙領
頭，共投進 7 記三分球遽增分數。面對政大的滂沱「三分雨」，世新
長人陣緊咬不放，不過政大預備球員戰力完整，其中莊朝勝次節登場
後在外線 3 度精準命中，瞬間擴大雙方差距，也成為此役轉捩點之一。
大一新鮮人卻未顯絲毫生澀，莊朝勝四強與冠軍賽都扮演神射手，集
實力與抗壓於一身，未來性備受看好。
 
政大雄鷹上半場三分彈遍地開花，團隊外線 18 投 11 中，以 51 比 31
佔上風。即使隨後全隊手感急凍，末節一度僅存個位數差距，但王凱
裕補上三分球成為致命一擊，也宣告冠軍得主就此定調。王凱裕上半

場獨攬 18 分，因抽筋退場治療，末節請纓上陣再度化身焦點人物，
單場 5 記三分球、豪取 22 分，獲頒 FMVP（冠軍賽最有價值球員）
殊榮。
 
游艾喆奪得 10 分表現搶眼，繳出 18 次助攻更寫生涯新猷，雖再度與
FMVP 失之交臂，仍抱回人氣王、助攻王及抄截王。堅信「團隊籃球」
的他，將自己的全能表現歸功於隊友，並謙虛的說：「是團隊成就我，
沒有他們的進球，就沒有我的助攻。」
 
賽季期間歷經傷兵潮及禁賽風波，11 人陣容無損團隊奪冠企圖
心，「分享球」的作戰方針造就全隊 25 次助攻，儼然是其一
衛冕關鍵因素。總教練陳子威認為，此勝詮釋了無私的球風，
球員會畢業、離校，但這份籃球文化會一直傳承下來。他感
性地強調，感謝領隊姜豐年長年幫助，以及全校師生、校友
的力挺，「這座冠軍是屬於政大的！」

莊朝勝甫登場就建功，整場外線 8
投 4 中，獨得 12 分為全隊第三高
（攝影：本報記者林亭）

「艾裕連線」發
威，游艾喆（右）
單場 18 次助攻，
成為政大雄鷹奪
冠功臣（攝影：
本報記者林亭）

王 凱 裕 豪 取 22 分
為全場之最，也獲
頒 FMVP 殊榮（攝
影：本報記者林亭）

三分雨遍布小巨蛋
政大雄鷹締造 二連霸

　隨刊附贈
‧ 雄鷹二連霸特刊
‧ 珍藏版簽名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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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傑出校友

Ap. 20     2022

本報記者 李昀璇

TVBS 當家主播、節目主持人方念華當選本學年度
傑出校友，談及得獎感言，她謙虛地說道：「不可
思議，感到非常、非常榮幸。」畢業自政大新聞系，
投入新聞業長達 33 年的方念華，曾四度入圍金鐘
獎，更兩度走上頒獎舞臺，其中獲獎的知名節目《看
板人物》深度專訪過無數傑出人士，各行各業的故
事備受好評，熱播至今。
 
TVBS 知名訪談節目《看板人物》開播至今已達 12
年，透過方念華的循循善誘和精準提問，來賓總能
在一來一往的訪談中，緩緩地打開內心，道盡人生
中的點點滴滴，這是方念華以熱情和認真積累出的
訪談功力。不同於大多數的訪談節目，《看板人物》
節目名稱中並未冠上主持人的姓名。「換上我的名
字，如果我休假怎麼辦？」方念華笑著憶起當時決
策節目名稱的種種，並解釋：「可能因為我是新聞
系出身，我不太喜歡自己的名字被展示在媒體工作
上。」該節目長達 12 年的播出過程中，她從未請
假。這些事情的背後，都潛藏她對新聞工作的堅持
與專業判斷。

「常常在錄《看板人物》時，聽到來賓講了一句話，
就覺得我今天的工作值得了。」方念華分享，即便
已多年進行訪談工作，她仍認為要讓來賓敞開心房
十分具挑戰性，而不斷地克服挑戰，正是驅使方念
華在新聞媒體工作持續前進的動力。

回憶起就讀政大的時光，方念華提到中正圖書館是她的秘密
基地。她當時總會手拿一部愛華 walkman，戴著耳機，在圖
書館中尋找專屬自己的小角落。其實，熱愛文字的方念華，
原先就讀政大中文系，大二才正式轉入新聞系。她分享，當
時曾在法律和新聞中選擇，轉系過後，每當在圖書館中看見
法律系同學身旁層層疊疊的書籍，都會暗自慶幸，沒想到實
際走入新聞這條路，才發現新聞工作者需要讀的書籍，是無
窮無盡的。

擁有豐富的主播經驗，使大眾多認為方念華從小立志當主播，
但事實上，她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廣告公司的業務（AE）。
「那段經驗對我來說十分印象深刻。」方念華分享，第一份
工作期間，不只出過差錯，還發生過車禍。所以她跟很多人
一樣，都在工作過程中摸索方向，逐漸她發覺自己更想從事
「和人有連結」的工作，從而決定進入新聞電視臺。有了那
段過程，也才形塑出現在的方念華。因此，她鼓勵學弟妹不
要對人生設限，只要有心想嘗試，就放手去做。

現今新聞工作者不僅常成為眾矢之的，再加上高工時、低收
入的就業環境，使多數對新聞懷抱理想的學生因此卻步。針
對這個情況，方念華鼓勵新聞系學弟妹，不要按照別人的經
驗去想像自己的未來。此外，她也建議若學弟妹找到可能的
方向，便該勇敢嘗試，並且做久，在長時間的積累下尋找意
義，才能真正明白自己是否對這件事、或這份職業擁有熱忱，
她自己就是最佳的實例。

本報記者 王永妍

身兼天銀化工董事總經理、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名譽總會長的施至隆，在新加坡從商 40 年，事業
經營有成之餘，也積極參與臺商組織，盡其所能幫
助更多同在海外打拚的臺商夥伴。對於獲選為本年
度傑出校友，施至隆表示自己很意外，但也備感榮
幸，希望自己的經歷能夠鼓舞學弟妹。

回顧在政大求學期間最難忘的回憶，施至隆提及大
二時，出於對文學的熱愛，他與多位學長共同創立
政大長廊詩社，並擔任創社社長；還曾邀請當時在
臺大外文系擔任客座教授的楊牧到政大參與評審，
並舉辦新詩朗誦活動，吸引不少熱愛詩歌的同學前
來參與。沉浸於詩意的社團時光，不但創造了難忘
的青春回憶，也讓施至隆遇見志趣相投的朋友。時
至今日，彼此之間的友情仍一如往昔，互動熱絡。
最近幾年，在新加坡配合「世界書香日」的公開
導讀，邀請臺灣的作家推介臺灣的文學作品；比如
108 年特別回臺邀請了政大台文所教授陳芳明講評
七等生的小說。

施至隆回想從阿文系畢業，退伍後到前輩在新加坡設立的公
司任職。工作兩三年後，曾經想回到臺灣，但在長輩鼓勵之
下選擇留在新加坡，沒想到就此展開異於同儕的海外職涯。
在新加坡發展事業，施至隆坦言最大的挑戰是與不同國籍的
企業交涉時，必須理解不同的國情文化，克服隔閡。不過，
拜新加坡多元文化的環境所賜，施至隆也結交一群來自世界
各國的好友，他笑說：「人生總是有些特別的機緣」。
 
施至隆於 108 年 9 月底出任世界台商聯合總會長，四、五個
月之後即遇上百年來人類最大的疫情來襲。由於全球疫情嚴
峻，海外臺商面臨買不到口罩的窘境，便向國內政府單位求
助。身為總會長的他自是義不容辭，除了在新加坡盡可能收
購口罩，再分批快遞寄往歐洲各地，還特地寫信給總統蔡英
文請求幫忙。經過一番努力，最終成功將臺灣生產的口罩透
過僑委會寄往各地，協助當地臺商度過疫情危機。施至隆分
享，加入台商聯合總會，一來是希望提升臺商在國際上的能
見度，二來則是秉持服務的心，期盼整合海外臺商的經驗與
資源，幫助正在開展國際事業的鄕親。對他而言，為臺灣社
群服務就如呼吸一樣自然，不求功德，不為名利。

「這是一個瞬息萬變的社會。」對於嚮往海外職涯的學弟妹，
施至隆認為在全球化下累積學識及外語能力是基礎，更重要
的是「跳脫舒適圈的心態」。身在國外，面對不熟悉的環境
與來自不同背景的人，開始難免會有不適應的情形，因此個
人應該具備隨機應變的能力，以迎向多元的挑戰。

今年適逢母校政大 95 年校慶，施至隆稱讚政大歷經多年發
展，如今擁有自由跨院修課的制度與全方位的教學領域，且
每年吸引許多外籍生前來就讀，在國際資源、跨文化的交流
機會上亦頗具優勢。他鼓勵學弟妹多加運用校內資源，也期
許未來，政大能夠繼續為社會培育兼具專業性、世界觀及國
際視野的人才。

本報記者 林亭

自幼即在北部生長，卻沒有絲毫都市人的既定形
象，黃協興操著一口流利臺語，豪邁爽朗地暢談與
會計的機緣。他一手創立中山普萊聯合會計師事務
所，同時擔任多家企業的獨立董事。畢業於政大經
濟系、法研所，功成名就後不忘飲水思源，積極推
廣校系活動之餘，也時常捐款協助辦理，「我不見
得要發光發熱，但希望身邊的人感受到我的溫暖。」
獲政大傑出校友殊榮，黃協興自謙各方面不如許許
多多的優秀前輩及後進，只是自己恰巧被看見。

就讀經濟系時即對會計萌生興趣，但當時系上僅開
設初級會計學，經過選課、候補一番波折後，才修
習到前校長鄭丁旺的中級會計學。憑藉「想突破自
己」的企圖心，專注聽講與自學苦讀，努力多年終
於考取僧多粥少的會計師資格，「雖然那陣子最辛
苦，但人生就是一直在學習。」

大學期間受專任教授林鐘雄啟發，提升對於經濟社
會的敏感度，黃協興常利用課餘時間鑽研貨幣發行
權、全球經濟學，也為他未來經營事務所的哲學奠定基底。
透過研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理論，他發覺社會的不公源自人性，負面影響無
遠弗屆，必須由民主機制解決，「有經濟的自由，才有所謂
的人權平等；而人權平等，也是臺灣的核心價值。」

隻身創立會計師事務所，至今公司發展蓬勃，約有二百位員
工，但黃協興並不以管理者自居，而認為自己僅是提供發揮的
舞臺，「限制得不到創造力，人一定要在沒有威脅、壓迫的環
境中，才能顯現潛力。」精讀海耶克學派書籍，輔以常年實務
經驗，領略自由、人權、民主，是激發人類無限可能的重點要
素。但他也不斷反思，發展自由的同時如何以追求利益為前
提，保障到他人的權益，「怎麼判讀、尊重別人的感受，法律
界線極度重要。」長期接觸行政法，發現政府持續以公權力干
涉人民，便尤其敬佩自由派學者、時任大法官吳庚，以人民權
益出發的處事原則，也成為他攻讀政大法研所的動機。

涉獵領域橫跨會計、企管及法律之外，黃協興自幼也鍾愛歷
史典故，鑑往知來時時自省；下班後他也喜歡至串流平臺觀
賞 TED Talk 汲取新知，比較中西文化差異。身兼地政士、臺
灣會計師及中國會計師，黃協興拓展事業之餘，也至輔仁大
學、元智大學講課造福學子。他回憶大學時期自我要求太高，
成天窩在圖書館埋頭苦讀，彷彿活在象牙塔裡；相較於知識
的習得，他認為教室更適合培養獨立思考、表達能力、個人
特質與情緒智商，學習尊重他人以及如何被尊重，「適時給
別人溫暖極端重要，不要恣意打擊旁人，社會會更美好。」

各項領域皆占有一席之地，黃協興於外展現光芒，於內則期
許自己為社會貢獻心力，盡己之力獎掖後進、流動正向能
量，「我很樂意幫助母校與學弟妹，這是我的信念。」身為
政大世界校友總會成員及經濟系系友會第五屆理事長，他深
信，只要持續擴展維繫情誼的平臺，校友們的向心力將能愈
漸強盛。

73 級 ／ 新聞學系 68 級 ／ 經濟學系
97 級 ／ 法學院碩士

在職專班·TVBS 新聞主播、製作人
·TVBS 節目主持人、製作人

·公共電視新聞部主持人

依姓名筆劃排序

·中山普萊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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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級 ／ 阿文系

·新加坡天銀化工
董事總經理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名譽總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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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林亭、王永妍、程心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新南向政策，被譽為國內人文社科重鎮的
政大，校內教授語言高達 26 種、居全國之冠，提拔莘莘學
子更加責無旁貸。政大校長郭明政與桃園市長鄭文燦日前簽
署「國際大學城計畫」合作意向書，政大也同時與桃園市立
大園國際高中（下稱大園國際高中）簽訂「111 學年度第二
外語課程」合作協議書，將共同攜手提升青年學子學習外語
的機會。

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為基層教育帶來重重挑戰，促使高中端引
入大學端資源，而大園國際高中也借助政大豐富的外語資
源，拓展學生學習歷程，深化兩端合作關係。在桃園市長鄭
文燦、副市長高安邦及政大校長郭明政的見證下，由大園國
際高中校長朱元隆與政大外語學院院長阮若缺，共同完成簽
署，締結雙方未來的教育交流合作，共開多元學習的大門。

配合「2030 雙語國家政策」、「綠色金融行
動方案 2.0 建構永續金融生態系」、「亞洲矽
谷計畫」、「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
育創新條例」，以及桃園航空城計畫「金融科
技專區」建設「亞洲企業資金調度中心」、「亞
洲高階資產管理中心」之願景，桃園市政府也
提供 3.22 公頃的土地予國立政治大學建設為
「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簡稱「政
大公企中心分部」)。

鄭文燦表示，政大教學資源豐富，文、法、商等領域為國內
翹楚，航空城公司董事長陳錫禎也是政大校友，簽署合作意
向書是市府與國立政治大學長遠合作的開端；他也肯定政大
公企中心分部的進駐，能共同完善航空城特定區之智慧城市
計畫，齊心增進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推動事項，並規劃國
際金融園區培訓國內外高階人才。

鄭文燦也提及，大園國際高中自創校以來即非常重視學生的外
語能力，希冀借重政大外語學院的資源，開設韓文、日文、德
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加深加廣課程，培育具宏觀國際視野的
優秀外語人才。雙方計劃由政大師資至大園國際高中授課，學
生於修業期滿後將取得學分及證書，開創高中與大學整合課程
及教學資源，落實跨階段、多元性及自主性的共創學習。

本報記者 郭宇璇

優良的咖啡豆、乾淨的水與專業的設備，是
製作一杯好咖啡的關鍵要素，也是「Knock 
Knock Coffee」始終如一的堅持。「Knock 
Knock Coffee」精品咖啡品牌是由政大 104
級 EMBA 校友汪群凱創辦，於 2019 年 6 月
開設第一家實體門市，至今全臺分店已達 15
間。其中有兩間分店位於政大商學院與達賢
圖書館，近期更延長部分營業時間，讓咖啡
為政大師生增添更多幸福時光。 

「Knock Knock Coffee」主要的客群為上班族，
因此門市多位於辦公大樓，開設在政大的兩間
分店，其實是汪群凱為了回饋母校的例外。汪
群凱說明，他們的咖啡定價偏高，可能會使學
生卻步，「但回到品質本身，其實一點都不

政大插旗桃園航空城　開展國際大學城計畫

琢 磨 數 個 月 所 誕 生 的 校 慶 創 作 曲， 是
wannasleep 創作路上的一項突破。「小清新
在聽眾耳裡會比較好吸收，但是在我心裡，
政 大 的 tone 不 是 小 清 新。」 藉 由 歌 曲 調 性
選擇，以及設計精巧的工整歌詞提升質感，
wannasleep 加入偏強的節奏，並首次嘗試加
入 autotune 效果，提升聽感層次，營造「政
大九五、世界翹楚」校慶主題的格局。

本 次 和 政 大 校 方 合 作 創 作 校 慶 紀 念 歌 曲，
wannasleep 感到相當榮幸，同時這對他來說

也是全新的挑戰，不過他並未因此而退卻，而
是加入更多新的元素卯足全力創作，「我覺得
這是會耳目一新的東西，希望這首歌也可以讓
之後的學弟妹更想來讀政大。」

創作 95 校慶歌曲 
突破自我的嶄新嘗試

（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本校校長郭明政（右）、桃園市市長鄭文燦（左）簽署「國際大學城
計畫」合作意向書（攝影：秘書處）

將精品咖啡帶進政大　
汪群凱「Knock Knock Coffee」
實踐幸福共好 

# 政重推薦

校慶

貴。」從使用的咖啡豆、水及設備，到沖泡時
間與調配比例，都經過他們用心挑選與研發。 

除了以高品質咖啡為特色，「Knock Knock 
Coffee」獨樹一幟的經營策略也使其與同業做
出區隔，包括堅持零現金交易、積極推動會員
美式咖啡包月訂閱制等，近期也與甜點、吐司
與拌麵等品牌合作，提供會員更多樣化的商品
選擇，從而實踐「多方共好」的創業理念。 

「我們不收現金這件事是天條。」汪群凱解
釋，堅持使用行動支付除了是順應科技發展趨
勢，也考量使用金錢交易需負擔的額外成本，
包括收到偽鈔或不慎遺失的風險，以及事後作
帳、存款等流程需耗費的人力等，行動支付相
較之下更加方便與省時，更加方便與省時且真
正客製化個人預約的取餐時間，讓大家喝到咖
啡黃金時間內的最佳風味。 

會員包月訂閱制則是主打多元服務的附加價
值，而非僅壓低咖啡價格，希望能與消費者
建立長期穩定的關係與良好互動。汪群凱介

紹，會員的權益不僅有咖啡無限暢飲，更有
享受特別折扣與試用新品的福利，「讓會員
買的不只是訂閱制，而是整套的服務。」 

然而，去年 5 月時疫情升溫，企業多改為遠
距辦公，讓「Knock Knock Coffee」的業績
頓時跌入谷底。但汪群凱將其視為提升品牌價
值的彈性時間，除了訂定更加明確的 SOP，
也新增「品牌使徒」一職，負責各門店的管
理與輔導。同時，展店的規劃也並未停歇，
近一年就有四家新門市開幕。經過疫情的洗
鍊與內部調整，會員訂閱數也正穩定回升中。
 
「臺灣人喝咖啡的要求已經從有到好，希望
政大人有機會可以喝一杯比較好的咖啡。」
最後，汪群凱邀請政大師生前來品嘗精緻、
高品質的咖啡，他也特別推薦自家的拿鐵，
可以感受到鮮奶與咖啡的完美融合。未來，
「Knock Knock Coffee」會繼續推廣會員包
月訂閱制、至全臺各地開設分店，帶著咖啡
敲敲門，走進更多人的生活。（校慶同樂優惠
活動詳見第七版）

本報記者 許靜之

繼委託台灣電通操刀設計 logo 後，政大 95 校慶再做出新突破，
邀請來自夜間限定工作室的 wannasleep 創作 95《政大官方校慶
紀念歌曲》。被稱作饒舌詩人的 wannasleep 李奕賢，於 2021 年
發布《裸雀》專輯並參加《大嘻哈時代》節目後，於同年獲得第 12
屆金音創作獎最佳新人獎，目前於音樂圈活躍發展。然而，他卻從
沒想過會受到政大的寫歌邀約，收到校方邀請時，他甚至一度以為
是玩笑。

「我的歌不是大眾流行的類型，所以很驚訝會找到我。」提筆創作時，
wannasleep 有些徬徨，因為對他來說，他與政大之間較深的連結，並
非歌詞中多數人所熟悉的安九、莊外等宿舍生活，而是在饒舌圈有著不
小名氣的政大黑人音樂社。然而，在社群召集廣大網友的意見後，那些

看似難以放進歌裡的政大日常，從指南路上的波
波恰恰、金旋獎到陰雨的天氣，都被他
一一嵌進歌詞中。

wanna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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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訊

世界校友總會 3 月舉辦春酒晚宴，於會上通過支援母校辦理 95 週年擴大校慶，並辦
理新型態校友活動，促進校友與在校師生廣泛連結。

總會長張京育表示，校友會的功能在於回饋學校、幫助在校同學們成長，進而形成
良善循環。政大創校至今九十有五，十多萬畢業校友遍布全球各地，於各領域皆有
亮眼成績。期望藉由世界校友總會的力量聯繫各地校友，凝聚所有校友的向心力，
齊心推動母校校務發展，讓政大發揚光大。

副總會長趙怡則提及，希望校友們多加了解世界校友總會的任務和使命，最重要的是
串聯各地、各院系所校友會一同參與，亦呼籲校友們多多關心學校發展，積極申辦校
友證、參加校友活動，讓母校與校友會能有更多機會，提供校友更加多元的服務。

總會特別邀請 92 級經濟系校友、知名魔術師陳日昇，為現場的嘉賓帶來精彩的串場
魔術演出。驚險的拍釘子、神秘的預言數字，互動式魔術表演高潮迭起，引起在座
理監事驚呼連連、拍案叫絕；82 級外交系校友、陳悅記傳統文化基金會創辦人，亦
為世界校友總會理事的陳玠甫也上台，分享他所熟知的老臺北往日風華與中華文化
底蘊，為這場絢爛演出、佳餚聯誼增添豐厚人文，劃下完美句點。

世界校友總會理監事暨資深顧問大合照（攝影：秘書處）

經濟系校友、知名魔術師陳日昇帶來精彩的魔術演出，讓現場氣
氛歡騰到最高點（攝影：秘書處）

世界校友總會總會長張京育致
詞，期許藉由校友會的力量聯繫
各地校友（攝影：秘書處）

世界校友總會春酒聯歡 
預祝母校 95 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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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忱奉獻　建樹良多　
地政系系友會為明年 60 系慶暖壽

開闊外交視野　
林永樂從臺菲漁業糾紛看國際談判

地政系訊

政大地政系系友會於假臺北市信義區天成大
飯店國際會館貴賓廳召開會員大會，會議由
理事長卓輝華親自主持，與會系友及貴賓
200 餘人歡聚一堂，完成理監事選舉，同時
進行會後餐敍、和樂融融。

當日校長郭明政、校友會理事長鄭丁旺、監
察委員施錦芳、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系
友會榮譽理事長陳文森、地政系系主任孫振
義及系上多位師長等，均蒞會指導和勉勵。
臺中市地政局局長吳存金、臺北市地政局局
長張治祥、桃園航空城董事長陳錫禎、桃園
市地政局副局長高鈺焜等系友，號召各地方

閱讀完整全文，
請至政大校友服務網

閱讀完整全文，
請至政大校友服務網

外交系訊

身為國際社會重要的一分子，國際條約對我們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臺灣在國際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使得我們不能囿於狹
隘的視野而坐井觀天，必須具備更廣闊的胸襟與視野，並且
對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更加嫻熟於心。

為陶冶學生國際視野，讓其對於國際法的運作有更全盤的了
解，外交系邀請 58 級企管系、64 級國貿所校友，前外交部

長林永樂，以「國際談判──特別著重臺菲漁業糾紛之解決」
為題，講解他擔任外交部長時與菲律賓簽訂《臺菲有關促進
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的磋商過程。演講於綜合院館北棟
一樓舉行，在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弘宜的致詞下拉開帷幕。
諸多師生慕名而來，大使梁英斌、外交系系主任盧業中、教
授李明、教授鄧中堅、副教授蘇卓馨皆是座上賓。全場濟濟
一堂，座無虛席。

林永樂提到，因為菲、我二國海域有所重疊，而我國遠洋捕
魚實力強勁，使菲國出於保護自身經濟利益的立場，將鄰接
區視為領海。因此，即使我國與菲國交情甚篤，彼此之間始
終無法就海域劃界取得共識，我國只能依賴較為曖昧的「護
魚南界」保護我國漁民的權益。這即是構成 102 年廣大興事
件的環境背景。

「不幸的意外事件也往往是轉機。因為廣大興號，讓菲律賓
終於願意正視這個（漁業）問題，也看到了我們（政府）解
決這個問題的決心。」廣大興事件爆發後，菲國與我國皆民
情沸騰，國際輿論形勢傾向同情我國。我國政府採取強硬而
堅定的立場，要求菲國重視兩國間長期存在的漁業糾紛。菲
國政府在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輿論壓力下，最終決定和我國

共商《臺菲有關促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解決兩國間
長期存在的漁業糾紛。林永樂表示：「很多國家包括菲國媒體，
都站在同情臺灣的立場，再加上雙方的善意，這件事才能順
利解決。」

講座的最後由梁英斌從條約法角度，專業解析《臺菲有關促
進漁業事務執法合作協定》的國際法地位，並佐以他豐富的
外交經驗，比較《漁業合作協定》與韓國、日本相關協議的
不同之處。

會後同學們積極向林永樂及梁英斌提出問題，現場互動熱絡。
最終由連弘宜代表國際事務學院致贈紀念禮物，並與全體與
會者合影留念，替本次演講落下完美的帷幕。

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弘宜（右）擔任代表，致贈前外交部長
林永樂 ( 左 ) 紀念禮物（照片來源：外交系）

全場濟濟一堂，座無虛席（照片來源：外交系）

校長郭明政蒞會指導（照片來源：地政系）

政府系友同仁與會、抱團取暖！久未見
面的學長姐弟妹們相聚暢談、合照，氣
氛至為熱情！更期待明年地政系 60 週
年系友會會員大會，能夠見到更多的老
師、學長姐弟妹再度歡聚！

地政系系友會前有榮譽理事長劉金標、
張元旭、李瑞倉、吳萬順等四人接續厚
植會基。民國 99 年傳承至創會理事長陳文
森，浩德功偉。於隔年制定章程，經會員大
會通過，報奉內政部備查，正式定名為「中
華民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系友會」。嗣經名
譽理事長王玉鳳、林芳祺，以及現任理事長
卓輝華等多位系友之熱忱奉獻、建樹良多，
現已成為全國優質之社會團體。

政大擁有國內歷史最悠久的唯一「地政系」，
肩負著推動臺灣土地政策、土地治理、城市
規劃、不動產經營管理、測量技術之責任。
近年來，本會與系上聯合舉辦「地政實務專

題講座──地政職涯分享與展望」系列活動，
特邀各領域系友「回娘家」返校進行經驗分
享，頗受各界好評。

今年 3 月起地政系系友會、社會科學學院、
地政系及華南金資產管理公司更聯合舉辦了
「全球國際城市的新視野」講座，依序邀請
桃園市長鄭文燦、臺北市長柯文哲、新北市
長侯友宜、基隆市長林右昌、花蓮縣長徐榛
蔚、屏東縣長潘孟安等貴賓，與政大全體教
職員生分享城市規劃的經驗與成果，徹底展
現出系友會與地政系的群策群力夥伴關係。大合照（照片來源：地政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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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昀璇

本校民族系本學期「原住民族教育」系列講
座，以「找回泰雅魂的教育──博屋瑪學校
的教與學」為題，邀請 89 級民族所校友、
博屋瑪國小校長比令·亞布蒞臨，講述原住
民族教育理念，以及建立全臺、更是全亞洲
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的過程。比令·亞
布不僅於 108 學年度獲得傑出校友，更在同
年度獲頒師鐸獎，此講座也吸引眾多民族系
與教育系同學一同參與。

泰雅族出身的比令·亞布，在就讀國小和國
中時，便對主流教育感到困惑。「老師，為
什麼沒有泰雅族語課本？」是他當時收到新
課本提出的疑問。一個初步的想法，卻也奠
定他走上原民教育的基石。師專畢業後擔任
教師期間，發現更多偏鄉原住民的教育問題，
然而翻開學者研究文獻，其中提到原住民競
爭力不足的原因，包含學習、部落、老師和
家庭問題等，卻都並未以原住民的角度出發
探討。

中文系訊

政大中文寫作中心邀請到擁有二十年出版社編
輯經驗，歷任麥田、聯經等各大出版社，現任
時報出版第一編輯部總編輯的 87 級中文所校
友胡金倫，與同學分享編輯界的「潛規則」。
 
做編輯的第一步：認清沒名沒利、燃燒自我
的現實
本次講題訂為「遺珠」，也是編輯工作的概括。
胡金倫說，想當編輯的人總是對自己「有所期
待」，但編輯其實就像遺珠，是被失去、被遺
忘、被漏掉的存在。每年做好幾本書，大家只
會記得作者、書名內容，卻不會記得編輯。
「編輯不會被人記得──因此沒名；薪水很少
事情很多──所以沒利。而且編務工作其實很
枯燥，也很孤獨，常有人做不到半年、一年就
離開這個產業，堅持下來的也是一身病痛。」

「如果真的想投入這個產業，得先想想自己
是不是能熬過這些。」那如果不在乎名利，
只是因為愛讀書、愛買書、愛逛書店，有資
格當編輯嗎？胡金倫認為，只用眼睛去觀賞、
吸取知識的讀書，跟做編輯完全是不同的兩
件事。「寫文字的是作者，讀書的是讀者，
編輯則是做書的人。」

做編輯的第二步：版權、設計、翻譯、業務、
行銷都要會
「畢竟最懂書的人就是編輯。」胡金倫談到，
編輯的工作並不是只有排版、校對而已，現
在社會變得更複雜多元，推廣書的管道也變
多，編輯就像中心的樞紐，要擁有統合不同
能力的能力：
 
版權：思考如何讓書流通在不同的通路，甚

至不同的國家。
設計：讓書封、書衣、書腰不只承載資訊，

也能做出吸引眼球又符合內容的外觀。

忍耐與燃燒的過程　
胡金倫談不為人知的編輯潛規則

原住民族教育講座　
比令·亞布分享博屋瑪學校理念

上圖：博屋瑪國小校長比令·亞布，暢談建
立原民實驗小學經歷（照片來源：民族系）
下圖：比令·亞布在演講中穿梭與學生對答，
展現十足活力（照片來源：民族系）

會後與師生合影（照片來源：民族系）

會後大合照（照片來源：中文系）

閱讀完整全文，
請至政大校友服務網

閱讀完整全文，
請至政大校友服務網

胡金倫分享出版社編輯經驗（照片來源：
中文系）

全創碩學程主任徐美苓（後排中）與國際生
合影（照片來源：徐美苓）

眾所矚目之下，全球傳播與創新科技碩士學位
（全創碩）學程順利於 111 年 2 月成立了。
此學程集結了傳播、資訊、法律、文學、創新
國際等五大學院的師資與資源，可謂臺灣第一
個跨學院，培育新媒體全方位傳播人才的雙語
國際學程。全創碩第一屆（春季班）招收了

# 政向思考 全創碩學程：跨領域的全球傳播　突破制度的教學實驗
15 名本地生（含 2 名港澳生）與來自泰國、
越南、馬來西亞、印度等 9 名國際生；學生
背景也豐富多元，分別來自歷史、資訊工程、
英文、傳播等領域。學程竭盡所能提供協助
與支援，創造優良求學環境。例如我們運用
精簡的預算，透過全創碩行政助理與傳院博
士生的創意發揮，於研創中心三樓規劃出沙
龍風學生空間，好讓學生讀書、寫報告、影
片剪輯、談天說地、喝咖啡賞落日，甚至打
個小盹，在這裡都接得住。

在課程方面，全創碩學程 24 學分中包括「傳
統與現代專題：臺灣與亞洲案例」及「新媒
體、科技與社會專題」兩門必修課，國內外實
習或學習 3 學分，另有分屬「在地政經社會
文化」、「新媒體與治理」及「創新科技與
媒體內容策略」三大課群的各種跨學院選修
課，充分發揮跨域學習特色。以春季班的「傳
統與現代專題：臺灣與亞洲案例」必修課為
例，每週課程除了讓學生瞭解以亞洲或臺灣
為出發點的國際脈動，也透過學界、實務界
專家演講及田野參訪的安排，深化學生對臺灣
歷史與文化發展軌跡。在此特別感謝曾任 AIT
處長的司徒文講座教授及台聯大蘇蘅副校長

共襄盛舉，一起策畫出「文化傳統與延伸」
（Cultural Heritage and Beyond)、「與世界
連結（Connecting the World）及「連結過去
與現在」（Connecting Past and Present）三
大主軸，豐富這門既傳統又現代的深度認識臺
灣及亞洲課程。課程開授後，意外地受到其他
學碩班的外籍生青睞，想來加簽。

除此，為求掌握傳播科技趨勢，全創碩特別開
設屬「創新科技與媒體內容策略」學群的「虛
擬實境與數位科技」課程，由傳播學院林日
璇特聘教授開課，以元宇宙與虛擬實境為核
心，帶領學生暸解這股數位時代的新興浪潮。
這門課特別邀請美國德州理工大學媒體與傳
播學院副教授 Nick Bowman 共同授課，結
合 VR、互動科技、數位遊戲等領域專長，引
領學生探索新知，學習提出洞察的關鍵能力。
此課也特別安排校外參訪，進行超擬真感官
的 VR 體驗與令人震撼的娛樂效果，讓學生們
直觀感受晚近 VR 的新發展。

另以法學院劉定基副教授在全創碩設計，屬
「新媒體與治理」學群的「新媒體平台責任
比較研究」一課為例，此課集結法學院劉定

基副教授、副院長沈宗倫特聘教授、王立達
特聘教授及吳秦雯副教授，分別就新媒體平
臺相關法律議題，策畫出「個人資料保護」、

「反壟斷」、「假訊息防制」、「著作權保護」
及「新媒體平臺民事責任設計」等五大議題，
並以全球科技巨擘（臉書、Line、Google）
之發展為主軸，探討世界主要國家、地區對新
媒體平臺的管制法規與實務動向，並邀請英、
美、德等國知名法學教授就各國政策立場與管
制實務遠距授課，期能拓展同學全球化視野。
學生不僅能收穫國際間最新管制政策與實務
分享，亦創造跨領域學習合作的課堂交流。

整體言之，全創碩的設立是一次兼具課程內容
與體制突破的教學實驗，我們深切希望學生覺
得學程的課業與課外學習有趣又有收穫。由於
是第一屆學生，班上同學相處融洽，也熱衷參
與學程與校內的各種活動。例如政大 95 週年
校慶，同學便相互邀約參加校慶活動，也主動
報名參加運動賽事，這些團結表現，都將為這
首創的學程留下深刻的印記。

 全創碩學程主任

翻譯：如何找到合適的譯者，不管是中文書
外譯，或是外文書中譯，都能兼顧適
讀性及正確性。

業務：懂得說出書的好，讓別人可以掏錢
買書。

行銷：懂得讓書盡可能觸及廣泛大眾，引起
新讀者的興趣。

胡金倫提到，以前會覺得內容才重要，現在
則同時會注重載體、設計、封面。傳播的管
道不同，行銷策略也不同，做書時的設計也
會跟著不同，彼此環環相扣。

編輯求職小撇步
胡金倫強調，編輯是不能閉門造車的，周邊
的時事都要知道，最好能每週到書店去看一
下這個世界在流行什麼，電影、電視劇也常
會影響書的銷售。而社會情境開始檢討壓抑
情緒、人際互動時，很可能就適合心理勵志、
溫暖的書。他再次提醒，世界就在我們身旁
運轉，五感要打開觀看。

最後胡金倫建議，如果在大四畢業前，還沒有
「自己」、「完整」編過一本書，請從小出版
社開始投履歷。他說：「大出版社沒有時間訓

練跟教學，會希望你二、三個月就做
出東西來，對沒經驗的新人很吃虧。
學歷、資歷在出版社都很重要，如果
能有證明文字能力、外語能力的點，
非常加分。像現在韓文書很受歡迎，
但會韓文的人比較缺。」胡金倫也以
一句話共勉：「做書是寂寞的，如果
熱愛，請從現在開始努力。」

102 年起比令·亞布擔任達觀國小（博屋瑪
小學前身）校長，帶著「能為泰雅的孩子做
些什麼事？能為泰雅族學校留下些什麼？」
的理念，逐步研擬原住民族教育課程內容，
說服老師、家長和社區，遊說民意代表及政
府單位，他在三年後成功讓學校更名，並建
立全臺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小學。

博屋瑪國小將民族教育和一般教育結合，該
校學生一週共會進行 10 至 12 堂文化課程，
涵蓋織布、狩獵、種小米、野炊等。比令·
亞布在講座中放映魚叉課程實錄影片，學生
進行戶外實地經驗，不僅能加深和自身民族
的文化連結，老師也會透過引導式教育，讓
學生同時接觸自然教育與環境議題。透過這
些課程，他期望讓學生了解自身民族文化和
語言，並內涵民族素養。更重要的，是對自
身民族感到自信。

比令·亞布表示，未來將持續建置泰雅族知
識系統，並逐步影響臺灣教育政策，能將「實
驗」二字拿掉，讓博屋瑪成為真正的「民族
小學」。他期望立法院能通過原住民學校法，
實踐雙軌教育體制，順利解決國高中銜接問
題。走在原民教育推廣的路上，即使艱辛，
但比令·亞布相信：「困難的事，才能看到
影響力。」期盼未來能讓原民教育更加百花
齊放。



6 政    面 對談

百萬訂閱 YouTuber HowHow 大方分享求學經驗 ( 攝影：秘書處 )

鏡頭前仍不改搞笑本色
( 攝影：秘書處 )

熱情顛覆傳統
百萬訂閱 YouTuber 陳孜昊化業配為聲量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長李彥儀
全力以赴　帶領團隊克服挑戰

96 級 
經濟系校友

70 級
教育系校友

本報記者 張維容

喊著無厘頭臺詞，經濟系校友 HowHow( 陳孜
昊 ) 配合錄製政大校慶影片，準備為今年即將
95 週年的母校獻上賀禮。鏡頭前扮演學生的
HowHow 一會兒頹廢地玩著手機，一會兒又黏
上假鬍子，扮演嚴肅的校長。一人分飾兩角收
放自如，正如他的影片：搞笑、有趣、有張力。

拍片誌年少，公演創新猷

大一時，HowHow 將讀書視為應盡的本分，
三年內便修完必修課程，更極力爭取海外交
換的機會。課餘時間，他便用於發展自己的
興趣：拍片。剛開始，HowHow 拍片只是
紀錄系上活動與校園生活，搞怪的他，也常
將動漫橋段、新聞時事融入劇本，拍攝出引
起觀眾共鳴的搞笑影片。這些影片至今仍留
在 HowHow 的 YouTube 頻 道 上， 為 他 的
大學生涯留下註記。

「大一有經濟之夜，大四沒有活動太可惜
了。」提起大學瘋狂事蹟，HowHow 印象
最深刻的，是他大四時主導的經濟系畢業
公演。本著想為大四生涯帶來色彩的熱情，

HowHow 號召系上同學，在藝文中心大禮
堂舉辦經濟系史無前例的畢業公演：「管他
什麼畢業」。無論是用 RAP 介紹政大美食、
吉他表演，或是四人合力演出的搞笑短劇，
這場公演空前成功，成為政大喧騰一時的話
題。「Crazy 的事情畢業後就很難再繼續，
所以要趁大學時盡力 Crazy ！」

有梗影片開啟 YouTuber 生涯

「我沒想到未來會將拍片當飯吃。」身為臺灣
YouTuber 元老級人物之一，拍攝影片原先只
是 HowHow 的興趣，以此為業似乎不在他的
考量中。因緣際會下，他幫家裡開的幼稚園拍
攝畢業典禮影片〈我們畢典要表演什麼〉，巧
妙地融合七、八年級生熟悉的題材元素；〈還
好我退了〉一片則拍出軍旅生活的煩悶、退
伍後的反差。這兩支影片在 YouTube 上引起
熱烈迴響，點閱數屢創新高，也讓 HowHow
發現，他的梗與笑點似乎能引起觀眾共鳴，
也因此開始專注於 YouTube 頻道經營上，至
今已有 142 萬追蹤者、高達 5.5 億次的影片
總點閱數。不凡的網路影響力與笑點，也因
此讓 HowHow 成為企業廠商心目中的寵兒，
紛紛提供商品請他業配 (Advertorial)。

打破傳統業配形象

過往業配商品為了不激起觀眾反感，通常只
能悄悄潛入影片、偷偷置入產品、露出品
牌，但根本逃不過眼尖觀眾的法眼。

本報記者 程心

「派駐在英國辦事處的時候，冬天很冷、很
常下雨，讓我想到在政大的那段時光。所以
我滿能適應倫敦的天氣。」教育部國際及兩
岸教育司長李彥儀笑道，倫敦生活竟讓她勾
起在政大求學的回憶，是十分難忘的人生經
驗。曾任技職司長、高教司長的李彥儀，經
驗完整、資歷豐富，110 年 1 月自駐英國代
表處返臺接下國際司長一職。

畢業自政大教育系的李彥儀，從大學部、碩
士班到博士班全在政大求學，入學時就感受
到系上的凝聚力。學長姐常會帶著學弟妹沿
著河堤散步，認識校園環境。有一次躺在河
堤草原看星星時，曾疑惑地問：「為什麼政
大有些星星這麼低，不在天空上？」後來才
得知，其實她指著的是指南宮的燈火，「大
家都笑翻了！」

一一細數在指南山腳下的生活點滴，李彥儀
也參加過崑曲社、《政大青年》及指南服務

社等社團，「在裡面接觸很多企管系、法律
系的學長姐，後來他們表現都很好，在社會
上政大校友力量真的很強。」李彥儀也十分
懷念大學時期緊密的人際關係，至今與許多
同學、室友保持聯絡，成為人生摯交，讓她
發現政大有著十分特殊的向心力。

「為什麼我喜歡政大教育系，喜歡到唸了碩
士又唸博士？」李彥儀表示，自己非常感謝
系上教師投注時間在專業教學，尤其對吳靜
吉教授生動風趣的課程印象深刻。每次在課
堂開始前，教授都會讓學生進行心理學相關
的小測驗，並藉此介紹教育理論。

李彥儀至今對第一份測驗還印象深刻，「老
師給我們測量，你是內控還是外控的性格？
是相信努力會成功，還是去怪罪命運？」教
授隨即介紹一項理論，指出如果父母常自嘆
「命不好」，就會影響到孩子的自我認知。
李彥儀將其放在心上，深信人格特質可以透
過教育形塑，也可以透過教育改變，並深深
影響她對教育的理解與想像。

最初到教育部任職時，李彥儀服務於技職司。
「因為國中技藝教育業務，我接觸到很多學
習狀況不好、或意願不高的孩子，透過技能
學習找到信心跟未來。」因為這項業務有機
會前往偏遠地區中小學，接觸到許多第一線
師生，協助學生建立自信、創造更多機會，
也讓李彥儀更樂意投入於教育事業。

接下國際司長一職後，與各國駐臺代表定期
進行工作會議，「這是很大的挑戰，我辦理
同仁專業成長，增進對涉外事務的了解，也
提升英文能力。」李彥儀強調，英文學習並
非興趣問題，而是必須一步步突破困境與關
卡，突破後再持續精進，讓英文能力成為工
具。

「全力以赴」是李彥儀對自我的期許，「要
做一件事就要全力以赴完成，我在公部門擔
任重要職務，如果不好好做，就應該讓別人
來做。」在政大受學長姐照顧的經驗銘記在
心，讓她在擔任領導角色時，樂於培養與提
拔同仁，帶領團隊一起成長。李彥儀說，選
擇一個喜歡的行業，並全心全新的投入，是
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在教育事業中能幫
助到很多人，更能分享到他人的喜悅。」

有 趣 的 是，HowHow 打 破 傳 統 業 配 既 定
模式，直截了當地在影片聲明「這就是業
配」。搞笑的劇情鋪陳，直到最後一刻都
讓人摸不著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搭配一人
分飾多角與誇張神情，HowHow 用網路聲
量證明，只要內容夠有趣、說出引起觀眾共
鳴的故事，結果就是成功地消除觀眾對業配
的反感，反而讓人滿心期待下一支影片又要
業配什麼。這成了他影片的重要特色，也是
YouTuber 中罕見的經營模式。

不怕失敗 才有機會成功

「當 YouTuber 要有很大的勇氣、轉變，必

須不害怕失敗。」HowHow 認為，在許多
人眼裡，YouTuber 似乎不用朝九晚五，可
以盡情做自己喜歡的事，因此越來越多年輕
人嚮往這個職業。然而，現今 YouTuber 競
爭激烈，容易爆紅也容易淡出，觀眾也有越
來越多選擇。如何建立自己頻道個性、長期
且規律地維持聲量便顯得相當重要，不如想
像中簡單。

HowHow 也勉勵有心投入影音創作的學子，
必須要找到自己真心喜歡的事，不計報酬地
撐下去，才可能有一絲成功的機會。「如果
不去做，會後悔一輩子，那就嘗試吧！趁著
學生時期勇敢去嘗試！」

（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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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inguished Alumni List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2022

Article by the Secretariat

The line-up for this year ’s University Basketball 
Association final was the same as last year, with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playing Shih 

Hsin University. NCCU point guard Yu Ai-che made 18 
assists and helped lead his team to a 74-65 victory, the 
second time the Griffins have won the championship. 

Earlier in the semifinal, Wang Kai-yu and Chang Chen-ya 
combined well and the Griffins made seven three-pointers 
in the first quarter. However, the final wasn’t going to be as 
easy as Shih Hsin University was up for a hard battle. 

The game’s turning point was when Chung Chao-sheng 

made his debut in the second quarter and made a difficult 
3-pointer outside the line that put a degree of separation
between the two teams. The freshman would appear to
have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him.

The Griffins made 11 out of 18 shots from the outside in the 
first half and had a significant lead of 51-31, but this did not 
deter Shih Hsin University, who came back strongly. In the final 
quarter, a single-digit gap between the teams showed how 
closely matched the two sides were, but Wang Kai-yu made 
a decisive 3-pointer, while his 18 points in the first half, five 
3-pointers and 22 points in total made him the game’s MVP. 

Yu Ai-che was awarded Mr. Popularity, Assists Leader, and 
Steal Leader, with 10 scores and 18 assists. “I owe it all to 

the team, without their scores there would be no assists,” 
Yu said after the match.

Dur ing  the  season,  even a  wave o f  in ju r ies  and 
suspensions could not stop the Griffins, partly due to their 
strategy of “ball sharing,” which resulted in 25 assists. 
According to head coach Chen Zi-wei, the reason they won 
in the end was because of unselfishness and this spirit of 
teamwork among the players will carry on long after they 
graduate.

Chen Zi-wei added that a two-peat meant the championship 
belongs to NCCU. He added that he was grateful for 
strong support from Leader Chiang Feng-nien, NCCU’s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two-peat victory 
at Taipei Arena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Griffins secure

Georgina Fang, TVBS anchor and host, graduated from 
NCCU’s Journalism Department and has worked in the 
media industry for over 33 years. She was nominated for 
four Golden Bell Awards and won twice.

One of her award-winning shows, “TVBS Insight People,” 
won over audiences due to her excellent performance 
interviewing experts in a number of fields. It was her 
passion and professionalism that made the show such a 
quality production.

As Tien Yuan Chemical Ltd. Managing Director and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Honorary President, 
Shih Chih-lung has been a successful business person 
in Singapore for 40 years. He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s in 
Taiwan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cooperate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it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ies worldwide, 
which promote recognition of Taiwan.

Additionally, Shih has actively sought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A, CPTPP,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uang Hsieh-hsing graduated from NCCU’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ster of Laws Program for
Executives. He founded Chungsun Prime Certified Public
Association and served as an independent director for
many companies at the same time. Huang not only
actively promotes and sponsors university events, but
also helps establish strong relations between industries
and NCCU by introducing businesses that support the
school. This puts him top of the distinguished alumni list.

Georgina Fang Shih Chih-lung Huang Hsieh-hsing
-TVBS anchor, producer, and host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News host

-Tien Yuan Chemical Ltd. Managing Director
-World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Honorary President

-Chungsun Prime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Head and Founder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NCCU Griffins’ coaches, players, and administration staff after winning the championship for a second time. Head coach Chen Zi-wie (middle) hugs captain Lin Y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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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e, enrolled in 1974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enrolled 1984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enrolled in 1979

●Master of Laws Program
for Executives, 

enrolled in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