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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精彩 2021

秘書處訊

政大國際金融學院日前於公企中心舉辦揭牌典禮，現場冠蓋雲集，包括總統蔡英文、教
育部部長潘文忠、國家發展委員會主委龔明鑫、金管會副主委邱淑貞、央行總裁楊金龍、
財政部部長蘇建榮、銀行公會理事長呂桔誠、金融總會理事長許璋瑤、金融研訓院董事
長吳中書、台聯大系統校長陳力俊及 27 家產學合作金融機構的代表，共同見證這個重要
時刻。國際金融學院預計今年 6 月下旬開課，一年三學期（包括暑期），將招收 120 名
碩士生，包含一般碩士生 40 名，海內外在職生 80 名，規劃 1 年半畢業，亦即明年 9 月
將有第一屆畢業生。
 
蔡英文表示，國際金融學院將以讓臺灣成為亞洲企業資金調度及高階資產管理中心為主
要目標。政大在法商、人文、社科領域長期享有卓越聲譽，並擁有高度國際化的環境，
是政大設立國際金融學院的優勢；期盼政大結合雄厚的教學資源，強化產、官、學合作，
培育更多優秀國際金融人才。
 
校長郭明政則感謝政府及 27 家金融企業對政大的大力支持，國際金融學院座落在甫落成
的公企中心，鄰近未來擬設立的國際金融特區，具備充分發展潛力。國際金融學院將著
重產學共同研發、研訓；也期待公企中心是全方位產學合作的重要基地。
 

國際金融學院揭牌典禮現場冠蓋雲集（攝影：秘書處）

（攝影：秘書處）

副校長朱美麗表示，政大將延攬優秀的國內外人才，強化業師與國際師資陣容。招生對
象將擴及海外金融機構人員、國外監理機構人員、海外僑民子弟等。課程採雙語教學，
期待經由優異的師資與新創的教材，培育具有國際視野之跨域人才，提升臺灣金融業的
國際競爭力。

國際金融學院是政大的第 12 個學院，由國發會、金融總會及金融研訓院等協力促成，今
後將與各單位深化合作。國際金融學院資源豐沛，不僅有政府撥款的國發基金，也有八
大行庫、財金公司、證交所等 27 家金融機構鼎力支持。
 
學制課程設計部分，碩士班的課程為期一年，包含暑期在內的三個學期；學生輔導將採
「產學雙導師」制度，甚至加上國外導師，共有三位導師。此一學院將結合社科、商學、
法學、資訊學院等各學科，強調跨領域學習；碩士班課程，除兩門國際金融市場分析與
展望、國際金融法遵之國家與國際規範及其實踐必修課外，還有國際資產管理、金融創
新與商品、金融法遵與監理、ESG 責任投資與普惠金融四類主題課程模組。
 
本學院將採中英雙語教學，強調國內外實習之實務課程，以厚植國際移動能量。期待具有
中英雙語，甚至三語的各國優秀青年，尤其臺二代、臺三代就讀。郭明政期勉此一學院將
為臺灣高教開創新局，期所培育人才將揚帆國際，在紐約、法蘭克福、新加坡、曼谷、雅
加達等地，一展長才。讓臺灣在國際金融版圖上注入強而有力的新能量，並扮演關鍵角色。

產學雙融　政府與政大攜手打造國際金融學院

人事室訊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於 111 年 5 月 13 日舉行第 3 次會
議，會中邀請通過校內同意權門檻之校長候選人

李蔡彥教授、連賢明教授和蔡維奇教授（依號次
順序），就其治校理念進行說明和詢答。隨後，
並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 12 條及本校校長遴
選委員會作業細則第 6 點規定辦理校長遴選，

通過李蔡彥教授為校長當選人，後續將由學校報
請教育部核定聘任之。

政大校長遴選出爐
資科系教授李蔡彥出線

李蔡彥教授為政大新任校長當選人（照片來源：李蔡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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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臺灣唯一、亞洲第二 AAA傑出國際會計教育家獎　
吳安妮教授再獲「管理會計終身貢獻獎」最高榮譽

奉獻教育交流　政大校長郭明政與成均館大學校長申東烈互頒授名譽教育學博士

政大校女籃破隊史紀錄　勇奪 UBA 亞軍

Jun. 1     2022

本報記者 李昀璇

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吳安妮甫於去年榮獲世界歷史最悠久
且最具權威性的國際學術組織——美國會計學會（AAA）頒贈
國際會計領域（IAS）第 32 屆「傑出國際會計教育家獎」，
今年元月 8 日再傳喜訊，獲頒管理會計領域（MAS）第 20 屆
「管理會計終身貢獻獎」。回顧過往，此二個獎項大多頒給
會計大本營的美國名校，如：哈佛、史丹佛等大學之學者，
吳講座教授能夠同時獲得此二個獎項，讓全世界會計學者大
感意外，刮目相看。又全世界的會計學者中，只有二位學者
同時獲得此二項殊榮——吳講座教授的管理會計研究之啟蒙
恩師周齊武教授，與吳講座教授，實屬不可思議。

副總統賴清德雖未到場，但仍賀電感謝吳安妮教授長期以來
深耕於管理會計，並肯定其引領產學前瞻思維，推動國際交
流合作的成就斐然。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親自到場祝賀，
讚許吳安妮教授連獲兩項國際殊榮，可謂臺灣學術界的佳話。
此外，他也感謝政大設立國際金融學院，期待有吳安妮教授
的坐鎮，可引領產學合作，協助教育部推動更多政策。

「這真的是一個值得歡慶的日子。」校長郭明政致詞時讚揚
吳安妮教授在國際上的成就，和今年政大校慶的標語「政大
九五，世界翹楚」相呼應，實為臺灣的驕傲。此外，郭明政強
調，教育中最困難的即是將知識轉化為推動社會的動能，「而
這就是吳老師做到的。」他期許未來吳安妮教授能帶領更多產
學合作，為社會和大學帶來更多的貢獻。前政大校長、知名會
計學者鄭丁旺也蒞臨現場致詞，恭賀吳安妮教授獲獎實至名
歸，也回憶了過往曾共同在學校服務的點滴，親眼看見吳安妮
教授以學校為家，為學術研究與教學完全奉獻的精神，著實令
人感佩；並肯定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獲得在場來賓的
熱烈掌聲。

「讓我們懷抱希望，一起創造臺灣第二次經濟奇蹟！」吳安
妮教授於致詞時一一對在場來賓表達感謝，她謙虛地表示，
此次得獎是代表大家在世界上獲得殊榮並真切感謝一路上眾
多人給予的支持和鼓勵。吳安妮強調，未來必定會對國家、

師生和企業報恩，她期望未來能讓全世界看見臺灣的軟實力，
吸引更多國際上的人士來政大學習作業價值管理（AVM），
藉此對世界訴說臺灣的偉大。

「管理會計終身貢獻獎」為每年在全球「管理會計」學者中，
選出一位長期在管理會計之學術研究、創新教學、實務運用
與國際學術組織皆有傑出貢獻，成為世界管理會計之終身貢
獻者，該獎項得主無疑是國際管理會計學者之標竿。今年 1
月 8 日，遴選委員會主席 Annie Farrell 於美國 AAA 的 MAS
之視訊頒獎典禮上明確且詳盡地說明在激烈的競爭中，吳教
授脫穎而出的十點要項：

1. 期刊發表豐碩，英文及中文學術期刊發表共計 73 篇文章、
184 篇實務面文章、6 本書籍章節及 8 個教學個案。

2. 擔任國外期刊編輯委員且獲獎無數，擔任 7 本國外期刊的
編輯委員，榮獲 60 多個學校、國家和國際的奬項，並擁有
6 個商標和專利。

3. 創立「整合性策略價值管理研究中心」， 為臺灣 10 多所
大學提供管理會計新課程，對 1,500 多名學生的管理會計
教育深具影響力。

4. 創 立「Asian-Pacific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Symposium (AMARS)」，將亞洲各地的管理會計學者與世
界各地的學者聯結起來。

5. 安排博士生訪問各國頂尖大學，為研究團隊爭取到數百萬
美元的研究經費。

6. 與超過 31 個產業合作，協助企業了解和實施管理會計制度，
含括營利企業、非營利機構與政府部門。尤其她創新研發的
作業價值管理（AVM）如同魔術師手中的魔杖，她獨自指揮，
像千軍萬馬般的前進，因而對產業界的影響力既深且遠。

7. 她是大中華地區第一個用英語從事管理會計學術研究者，
讓全世界的人了解大中華區的管理會計，深深影響臺灣、
中國及香港各大學開始根據英文而非中文期刊發表的文章
來評估教師。

8. 長期推動大中華地區管理會計教育改革，對管理會計教學充
滿熱情，擁有宗教家的精神，在學生心中建立起教育家形象。

9. 吳教授為改善知識而奉獻個人生命、時間、和資源，並對
研究、學生、企業、學術界以及教育和國家政策，皆產生
實際影響。

10. 吳教授具有獨一無二的魅力，影響她所接觸的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方面都是我們許多人的偉大榜樣。

去年獲頒的「傑出國際會計教育家獎」主要是每年於全球各
地的會計學者中，遴選出一位在教育創新、學術創新、學術
研究對實務具有重大貢獻，且培育、指導學生具傑出成果，
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專業活動及學術組織，為國際會計教育者
樹立典範者。遴選委員會的主席 Wayne Thomas 教授在頒獎
典禮上盛讚：「過去 30 年間，她是世界最頂尖的管理會計學
者，也是我們推薦該奬項最完美的人選。總體言之，推薦委
員們皆強力推薦吳教授，因為我們深切感受到她積極進取散
發出的正向能量，投身學術研究致力解決問題的熱情，以及
全面協助學生的熱忱，在政府政策方面的參與更是不遺餘力，
無論在學術研究、教學和服務皆為成功典範。」吳講座教授
是亞洲第二位及臺灣第一位該獎項得主。

吳講座教授為了管理會計創新發展而奉獻其一生，正如 Annie 
Farrell 在頒獎典禮上所言：「吳教授是亞洲第一位獲得『管
理會計終身貢獻獎』之學者，她的簡歷傳達了她對自己所做
的一切，洋溢熱情及熱忱，她的活力躍然紙上。這種活力顯
而易見，因為此刻正是臺北凌晨 4 點。」

本報記者 王永妍

為表彰校長郭明政與成均館大學校長申東烈
長年投身高等教育，並攜手推動兩校之學術
交流，因疫情影響，雙方校長於 5 月 2 日上
午透過遠端視訊的方式，互相頒授教育學名
譽博士，為彼此致上崇高的敬意與祝福。

成均館大學與政大自 1964 年締結姐妹校，是
彼此的第一所校級姐妹校，結盟跨越半世紀，
優秀師資學生的交流不曾間斷。這次的會面
雖是相隔萬里，但是對於鞏固兩校深厚的友
誼具有重大的意義，且恰巧兩位校長都相當
認同「以學生為核心」、「學生的成功，就
是學校的成功」的理念，讓郭明政笑稱兩人
彷彿是一見如故的朋友。

申東烈於 2019 年接任成均館大學校長，任職
期間獨創「學生成功」的概念，幫助學生找到

自我潛能，培養挑戰精神。此外，申東烈大力
促進本校與成均館大學之合作，在臺韓學術文
化的交流上功不可沒，因此獲頒政大名譽教育
學博士。申東烈謙虛表示，自己尚有很多不
足，能夠成為臺灣名門學府的一員，備感榮
幸，由衷感謝政治大學賦予此等榮譽。往後
將肩負教育者的使命及政大、成均館大學兩
校校友的名譽，積極履行培育人才的責任。

此次除了由本校頒授申東烈校長名譽博士學位
之外，政大校長郭明政也榮膺成均館大學名譽
教育學博士。申東烈校長代表成均館大學，肯
定郭明政深耕法學領域，並於擔任校長期間展
現對教育的熱忱與優秀的領導力，提升教育品
質、擴大國際交流，培育無數菁英。對於獲
頒名譽教育學博士之榮銜，郭明政校長表示
感到萬分榮幸，未來肩負政大「親愛精誠」
的精神及成均館大學「仁義理智」的理念，
也將以教育為畢生志業，奉獻國家社會。

政大與成均館大
學兩校校長與行
政 團 隊 也 藉 此
寶 貴 的 機 會，
在會前共同線上
討論未來合作的
可能。國合長林
美 香 提 及， 政
大 組 成 亞 洲 研
究 聯 盟（Asian 
Studies+），邀
請成均館大學、
日本筑波大學、河內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
泰國法政大學、印尼日惹大學、以色列海法
大學等 11 所大學加入，預計設立研究基金，
支持各校之間學生與教師的交換計劃，並在
暑期共同舉辦以亞洲研究為主題的講座課程
（Summer school），進而提升對亞洲及全
球的繁榮與文化交流。

申東烈則提及，成均館大學承襲過往與中、
日方大學的合作經驗，這次受邀參與亞洲研
究聯盟，將積極支援相關的計畫；此外成均
館大學的「語學堂」也可以遠端教學的方式，
提供政大豐富的韓語學習資源，期待與政大
攜手培育新世代的人才，為臺灣、亞洲與全
球社會做出更多貢獻。

體育室訊

110 學年度富邦人壽 UBA 大專籃球聯賽
一般女子組全國賽在實踐大學高雄校區開
打，本校校女籃藉著預賽、複賽拿下 11
連勝，以全勝戰績分區第一的種子之姿進
入全國賽，再靠著兩戰連勝拚入四強，四
強賽移師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舉行，隊史第
一次打入四強賽就力挫去年亞軍隊伍，成
功奪得冠軍賽門票。

冠軍賽開打前，校女籃的隊員們第一次感
受到即將上網路電視轉播的興奮和緊張，

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左）代頒「管理會計終身貢獻獎」
予會計系講座教授吳安妮（右）（攝影：秘書處）

校長郭明政（右三）、成均館大學校長申東烈（右四）透過遠端視訊方
式，互相頒授教育學名譽博士，最後兩校與會師長合影（攝影：秘書處）

女籃代表隊合影（照片來源：女籃隊）

雖然最終敗戰，但雖敗猶榮獲得全國亞軍，
創下校女籃隊史最佳紀錄。

政大校女籃球員陣容全員皆為一般生，是
來自全國各地的高中素人，本著對籃球的
熱情集結而成，除了平日面對繁重的課業
外，考慮未來職涯多位隊員兼顧實習、工
作，每位隊職員均是靠著完善的時間規劃
中抽空參與訓練。除了球員外，校女籃的
重要組成還有教練及球經，今年校女籃由
畢業於國立師範大學的新任教練周柏廷帶
領，畢業即投入教職生涯以來，這是他第
一次帶女子籃球隊，除了本身即具備教導
球員籃球場上的觀念與技巧外，對於帶領
女子球隊的撇步也非常投入，特向四方請
教，教練帶隊亦帶心也是本年度獲佳績關

鍵。另外校女籃的球經協助日常練球、處
理球隊行政事務，還與畢業學姐一同進修
防護課程，讓球員們得到更好的防護、照
護，始得以應付每一次的密集訓練及賽
程，本次隊史最佳戰績的背後絕對少不了
教練及球經的功勞。

除了隊職員的用心外，校女籃感謝學校歷
年提供固定資源支持、校男籃雄鷹教練們
平常的照顧，以及畢業學長姐的支持及關
注，讓球員們可以有資源和經費到南部去
參與全國賽。本校女籃這次能創隊史紀錄
奪得全國亞軍，靠的是全校師生、校友力
挺，希望女籃可以繼續為校爭光，讓本
校籃球文化由公開組串連至一般組發光發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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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秘書處）

臺菲科研中心團隊合影（攝影：秘書處）

本報記者 李昀璇

政大日前舉行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因應疫
情採線上直播方式舉行，畢業生們也透過螢
幕，遠距傳遞祝福。現場除了校長郭明政到
場致詞，教務長賴宗裕也一同到場獻上推薦

書。此外，知名校友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董
事長呂桔誠和緬甸華文教育服務團團長林語
珊，則以錄製影片方式給予畢業生祝賀。
 
「今年我也即將畢業，留校察看 43 年，終
於畢業了。」除了畢業生，政大的「大家長」

郭明政也將和同學一同畢業。他在致詞時勉
勵同學進入社會後，能勇敢面對，不必害怕，
同時也強調學校的重要性，「這裡是你永遠
的家，這裡的人是你永遠的支柱。」他期盼
同學遭遇任何不順利時，仍可以回校走走，
並隨時和學校保持聯絡，參與校內活動。

 
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董事長呂桔誠分享學生
時期曾因路程塞車遲到，錯過人生中唯一的
大學畢業典禮，「今年能受邀參與畢業典禮，
也彌補了我心中的缺憾。」此外，他也鼓勵
畢業生勇於追逐夢想和求新求變，並以真誠
的態度面對未來的挑戰。
 
「不要忘記要成為你自己。」林語珊強調瞭
解自我的重要性，並鼓勵同學時時刻刻思考
三個問題：「怎樣面對困難？怎麼接受挑戰？
為什麼要後悔？」藉以在緊湊的生活中更有
效認識自己。
 
本屆畢業生致詞代表廣告系詹蕎以千禧寶寶
形容本屆畢業生，對於能作為勞動人口中的

「第一批 21 世紀新鮮人」，她著實感到興奮。
同時，她也勉勵同儕，面對未知的挑戰要勇
敢冒險，並勇於嘗試失敗，「因為只有失敗
能讓你看到你沒看過的風景。」即便會對種
種事物感到害怕，但她認為害怕是一種本能，
「正因為這種本能使我們不懈怠，勇於嘗試
各種可能。」
 
今年典禮雖不開放畢業生參與，但為了增添
校內畢業季的溫馨氣氛，學校於資訊大樓
前、羅馬廣場和四維堂設有畢業氛圍佈置，
開放家長及同學入校拍照，留下美好的回
憶。

臺菲科研中心訊

本校為延續臺灣和菲律賓雙邊在原住民知
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議題上的合作網絡，
於 日 前 與 菲 律 賓 伊 富 高 大 學 (Ifugao State 
University，IFSU)、拯救伊富高梯田運動組
織 (Save the Ifugao Terraces Movement，
SITMo) 進行協議備忘錄簽署儀式，延續三方
在臺菲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任務上的夥伴關
係。

臺菲兩校牽起三方夥伴關係
本次簽署是臺菲兩校第二次締約，為表達對
地方社區的重視和支持，在雙邊大學合作關
係基礎上納入了在地組織 SITMo，並進一步
拓展與菲律賓教育部、菲律賓國立博物館等
相關單位的合作，以期達成文化資產保存與

原住民知識教育整合的全面目標。
 
跨國交流合作不因疫情而中斷
菲律賓伊富高省擁有深厚的在地原住民文
化，孕育出了世界知名的梯田文化遺產，早
自 2015 年起，政大民族學系師生即透過美
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人類學系的
引薦，前往菲律賓伊富高省進行田野踏查數
次，隨後更在臺灣科技部的支持下，於 2018
年成立臺菲科研中心，透過與 IFSU、UCLA
以及夏威夷大學瑪諾阿分校 (UHM) 等多所
大學的合作，展開跨國學術交流，不僅實地
進行雙邊社區互訪與移地研究，也藉由舉辦
工作坊、研討會、線上講座以及專書和期刊
出版等形式，達成知識交流與多方對話。除
此之外，位於伊富高大學的海外辦公室更持
續舉辦原住民知識體系與實踐教育工作者培

訓，培養公立學校教師在原住民知識領域的
教學能力，並已陸續產出多份教材與教案，
在中小學當中實際進行運用。
 
延續原住民知識與在地知識的探究與實踐   
 2021 年，臺菲科研中心再度獲得科技部的
三年計畫經費補助。回顧前三年的成果與初
衷，臺菲科研中心執行長官大偉表示，未來
將持續深化學界與社區合作關係，協力投入
知識共同生產，探究在地知識如何因應環境
變遷、市場經濟、國家政治、社會轉型等挑
戰，並向外界傳遞原住民知識的重要性。除
此之外，伊富高大學辦公室也將持續耕耘原
住民知識的教育培訓與研究，將目標進一步
涵蓋課綱建置、數位教材製作、高等教育人
才培力、產業應用與實踐等面向，讓原住民
知識不僅紮根在基礎教育，更能向上拓展，
並創造在地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新契機。

串連國際研究與在地深耕的新南向視野   
政治大學擁有豐富的國際學術資源，與亞太
區域相關的研究及教學量能亦日益完備，不

僅設有東南亞語言與文化學士、亞太研究英
語碩博士學位學程等教研單位，近年更承接
南島民族論壇六年計劃，同時開設南島國際
學分學程，致力培育優秀國際人才；除此之
外，亦積極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與鄰近
在地社區合作構思農產業發展計畫，以行動
支持地方社會發展。中心主持人、校長郭明
政肯定臺菲延續合作關係，能為雙邊帶來更
多學習與收穫，而中心立基政大以展望國際，
仍仰賴臺灣這塊土地蘊含的在地知識與故
事，才能在與國際夥伴交流的過程中，持續
分享交換彼此的美好、共創彼此的價值。

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先驅代表，亦是政大在
原住民族教育發展上求之不得的合作夥伴。
目前政大正努力透過密切合作，期望與東華
大學、臺東大學，以及夏威夷、紐西蘭、菲
律賓、斐濟等地區夥伴大學，形成一大學教
學與研究聯盟。利用交換學生、跨校實體與
遠距修課、移地教學等方式，在原住民及南
島研究上共享資源、相互支援，並逐步擴展
至南島地區之國際志工與服務。

本次參訪感謝東華大學校長趙涵捷、院長石忠
山與教授高德義的熱情歡迎與大力支持。透過
面對面深度互動與交流，讓政大團隊瞭解原住
民族學院實際運作情形及其辦學理念，有助於
雙方開展全面性緊密互動，以期未來在課程修
習、計畫執行、議題研究等面向上，深化在地
合作，共同培養地方人才，共盡大學社會責任。

在臺東大學之參訪，該校校長曾耀銘邀請人
文學院院長李玉芬、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
展研究中心主任熊同鑫、幼兒教育系教授郭
李宗文、人文學院南島文化研究博士班執行
長蔡政良、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心博士後
研究員蕭鄉唯共同參與。

臺東大學南島研究被視為臺東大學特色學術
之一，蔡政良談到臺東大學對於南島文化的

研究經過了幾次的轉型，除了南島文化中心
的設立，近年積極轉型原住民教育與社會發
展研究中心，從先前著重學術研究，陸續的
加入社會實踐，並和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中
心及東部生物經濟中心合作，對南迴地域排
灣族的社會文化進行共構和創生。

對於原住民族及南島族群文化的研究，本校持
續投入資源，並利用高教深耕計畫資源，在地
方創生及偏鄉教育領域耕耘，期許達到社會實
踐。本校民族系系主任官大偉及語言所所長戴
志偉都分享了在原住民族及南島族群的研究經
驗，期望未來和臺東大學在這方面有進一步的
合作機會。教育學院院長郭昭佑透過介紹偏鄉
K12 計畫，希望未來計畫能夠加入 Reading 的
部分，讓偏鄉教育的發展更加完整，也能和臺
東大學合作，使計畫的範圍更加多元。

經過雙方交流後，曾耀銘提出可能合作的五
大方向，包含國際化、原住民研究、地方創
生、技術研究及遠距教學等。透過老師共同
指導原住民研究，不僅能讓原住民研究資源
共享，也能讓研究更深入透徹。再者，花東
地區有高比例的原住民人口，兩校的合作可
以讓學生更深入了解部落，花東地區的部落
也能藉著政大法律背景的專業，由制度面切
入，創造地方創生的可能。

大學社會責任辦公室訊

為落實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提升
偏鄉教育輔導，推動原住民文化與產業，拓
展南島國際論壇與服務等相關面向之合作，
本校於日前由校長郭明政帶領團隊至東華大
學、臺東大學進行教育合作參訪活動，希望
能達成跨校跨領域的多方合作與資源共享，
擴展各校學生對於大學社會責任及原住民族
文化領域的多元視野。

東華大學參訪首先由該校原住民族學院院長
石忠山帶領團隊認識原住民族學院，介紹原
住民族學院架構及發展現況、學位學程與師
資團隊，並藉由參觀導覽原住民族學院環境
及學習設備，展現東華大學對原住民族學院
的理念與展望。透過學院多樣化的課程設計
及附屬設施，讓政大團隊認識原住民族學院
豐富的樣貌。

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成立已逾二十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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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　
校長郭明政：留校察看 43 年　終於畢業了

臺菲科研中心延續夥伴關係　
拓展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合作網絡

開創南島原民教育新格局　
參訪東華大學、臺東大學盼資源共享

（攝影：秘書處）

政大團隊於東華大學原
住民族學院專業攝影教
室 合 影（ 照 片 來 源： 大
學社會責任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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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校友慶祝政大校慶
歡迎羅復文校友接任駐休士頓臺北經文處處長

讓工作變得有趣！
輝瑞總裁葉素秋不藏私分享成功法則

九五校慶
校友講座 

世界校友總會榮譽總會長
蕭萬長心繫母校

美南新聞訊

為慶祝國立政治大學校慶暨歡迎羅復文學長
蒞任駐休士頓臺北經文處處長，一項盛大的
校友聚會於 5 月 21 日下午五時起，假美南
新聞總部美南環球劇坊舉行。由美南報系董
事長李蔚華 ( 外交系 )、朱勤勤 ( 西語系 ) 夫
婦出面邀集，共有休士頓、達拉斯政大校友

近三十人參加。包括「臺北經文處」羅復文
處長 ( 外交系 )、張家華組長、「教育組」
楊淑雅組長，「達拉斯政大校友會」會長莫
錦強 ( 新聞系 )，及校友恆豐銀行總裁張永
男 ( 會計系 )、「僑務諮詢委員」王秀姿，
黃泰生夫婦、著名會計師江桂芝 ( 中文系 )，
以及張誠俊、金為善 ( 企管系 )、范泌文 ( 數
學 系 )、 鄭 媛 娥 ( 西 語 系 )、 陳 蓮 影 ( 西 語

系 ) 等近卅位校友，在李蔚華董事長陪伴下
參觀了「美南印刷廠」，了解了李先生夫婦
近四十年在印刷事業的用心和賣力。最後全
體進入美南環球劇坊，唱校歌及播放政大現
況簡介影片。

李蔚華先生首先致詞表示：人不能忘本，政
大生涯是他人生的里程碑，今天慶祝政大
校慶，也使他回想 43 年前在政大學習的生
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是他從大二起，
就在「中廣」（中國廣播公司）上班，每天
晚上八時至凌晨一時，再到他的二姊、二姊
夫（徐崇民、李靜嫻夫婦）家休息。這段生
涯也影響他日後的職業抉擇：決定從事「新
聞事業」辦報。他也歡迎來自達拉斯的莫會
長，大家在美南地區作一些活動，配合國
內，每個人都有非常好的故事，感恩母校當
年的栽培。

本報記者 呂知亭

本校世界校友總會攜手外交系，邀請曾任副總統、行政院長、
經濟部長，同時也是世界校友總會榮譽總會長的外交系、所
校友蕭萬長，線上舉行校慶特別講座，以「微笑的力量 我的
服務人生」為題，分享半世紀公職生涯經驗。

蕭萬長自詡，畢生以誠實做人、務實處世為原則，唯一期望
是能服務他人、造福國家。民國 63 年，為了實踐這個目標，
他毅然離開外交部科長職位，到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從頭學
習。從製作記錄到擔任主談人，蕭萬長不眠不休地磨練精進，
也因此在對外貿易談判場合大放異彩。

論及貿易談判，蕭萬長特別強調「誠信」的重要性。從過去
他與美國談判的經驗，誠懇務實的態度，會使對方願意給予
臺灣更多經貿機會。如今臺灣貿易興旺，蕭萬長厥功至偉。

雖然工作操勞讓他健康出狀況，但蕭萬長認為，能讓國家貿
易走過關鍵年代，奠定臺灣貿易大國地位，十分值得欣慰。

蕭萬長憶起當年他因美國肉品進口談判，面對農民丟雞蛋抗
議時仍面帶微笑，成為當時新聞焦點，也讓他得到「微笑老
蕭」名號。被問到為何能夠如此容忍，蕭萬長認為，全因他
秉持著相忍為國的初衷，也因這件事深刻體會到「微笑的力
量不僅能化敵為友，也是自信樂觀的表徵。」

講座中蕭萬長也一一回應學弟妹提出的問題，從臺商利基到
亞太營運中心，無所不答。他更以「感恩的心」為自己的服
務人生做了總結：感謝政大不僅給了他學士、碩士與榮譽博
士三個學位，更給了他一個終身伴侶；亦感謝職涯中許多長
官、同事的提攜扶持，讓他一生走來順境多於逆境。蕭萬長
更勉勵學子用功讀書，培養國際觀、語言能力與專業化知能，
在大學時便建立好基礎，豐富自己的人生。 外交系盧業中系主任擔任講座主持人 ( 照片來源：秘書處 )

（攝影：秘書處）

73 級企管系校友

本報記者 王永妍

「做任何工作，我都想讓這份工作變得非常、
非常有趣，讓大家相信這個工作是很重要、
可以發揮影響力的。」畢業於企管系，曾在
惠普、帝國菸草與微軟等多家跨國企業擔任
CFO、現任臺灣輝瑞大藥廠總裁的葉素秋，
以多年的職場經驗，與學弟妹分享跨領域工
作的心路歷程。
 
創新三元素 「好奇、學習、勇氣」
「創新」一直是葉素秋在每份工作上追求的
精神。然而，無論身在哪一行，創新改革皆
非易事。對此，葉素秋分享三個保持創新的
心法：第一個是好奇心－「我從不以職位侷
限自我，什麼都想要懂！」她提到，對周邊
事物的好奇心驅使她多學多問，久而久之，
便能培養全面性的觀點；第二點是持續學習－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創新並非無中生有，因此需要廣讀各個領
域的書籍，督促自己學習新知；最後一個是
要有突破框架的勇氣－不畏改變現狀，隨時
檢視自己是否落入固有的思維。「三種力量
相互交疊，創新的點子才會萌芽 !」
 
她以自身經歷為例，企管系畢業生或許並不
如統計、會計、經濟、法律等專業系所的畢
業生在特定領域有專精的強項，但善用企管

系的策略架構，統整思維卻讓她屢屢成功突
圍。例如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惠普（HP）的
財會部門，葉素秋知道若遵循傳統的會計作
業方式一定無法與本科系相比，因此她在做
完 SWOT 及工作流程分析後，自己花時間研
究 Lotus 123 的 macro，把工作流程自動化，
因而讓作業時間減少 50%。
 
12 本筆記的智慧
「一年寫 4 本、三年寫完 12 本筆記時，就是
該換工作的時候了，這是一個與自己的小遊
戲！」葉素秋笑說，這麼做一來是立下心理
暗示，督促自己在有限的時間內快速成長︔
二來則是提醒自己，時間到了，就要往下一
個階段邁進。翻開葉素秋的筆記本，裡頭滿
滿的隨筆，從工作上的思索、生活中的感觸、
下個階段的公司規劃，乃至於平時看書、看
電影的心得都被隨手寫下。對葉素秋而言，
這些信手拈來的記錄，不僅讓她適時回顧過
去，自我省思，長時間累積的豐富資訊，也
是尋找創意、靈感的來源。
 
回憶當年 感謝企管系培育
憶起在政大求學的經驗，葉素秋表示，她印
象最深刻的課程是吳思華教授的個案討論。
她提到，當年全班同學第一次上臺報告，由
於經驗不足，表現差強人意，沒想到，看著
抓不到重點的學生，吳思華教授便突發奇想，

要同學去觀賞電影《終極
警探》(Die Hard)，並將
報告主題改為研究「《終
極 警 探 》 為 什 麼 這 麼 好
看 ?」為的就是讓同學理
解，要做出一份好的個案
報告，就像要拍好一部電
影一樣，必須架構清晰、
環環相扣。葉素秋笑道：
「那部電影至少看了四、
五遍，畢業後也變成同學
間最常提起的回憶﹗」
 
不過，雖然起步有些跌跌撞撞，葉素秋仍認
為在職場上，企業系的個案討論培養了終身
受用的能力。「我用企管系的策略思維挑戰
現狀，重新思考有沒有更好的做事方法。」
個案討論除了認識企業的整體營運之外，學
習從中淬鍊出思考的架構，並提出問題，也
都有助於培養策略思考能力。
 
跨域三建議 「挑戰、使命、學習」
「文化差異很大 !」葉素秋坦言，在跨領域、
跨產業的職場上，每個公司的工作步調、常
用語言、組織氛圍、溝通方式都天差地別，
因此轉換崗位時，通常需要半年以上的適應
期，才能潛移默化，融入新的組織。
 
她分享了自己最驚心動魄的一次挑戰。兩年
前，輝瑞亞太區 CEO 推薦她爭取臺灣輝瑞總
裁一職時，她其實心裡是相當恐懼的，因為
自己並無業務與行銷方面的經驗，也沒有醫
療產業上的外部人脈，很難相信自己有辦法

「臺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表示：他是民國
75 年進入政大外交系，民國 79 年畢業。剛
才唱校歌內容，使他從小承受愛國教育。他
也提到當年為什麼會讀外交系，是崇拜當時
的偶像宋楚瑜 ( 外交系 )，為人民服務，悠遊
各國，為國家奉獻。目前，政大校友活躍於
新聞界、企業界、學界、在外交部擔任一級
主管。他也提到政大的向心力非常強，學長、
學弟妹們有很強的凝聚力。他特別提到在大
一時，發現蔡英文（教國貿）、馬英九（教
法律）都在本校教書，沒想到他們先後擔任
總統，還有蕭萬長副總統、宋楚瑜等人，都
是政大的光榮，造就大家，也感覺肩上責任
大。希望繼續發揚政大「親愛精誠」的校訓，
他代表政府照顧僑胞，在工作上提供僑胞各
項服務。

會中還有「美南新聞」朱勤勤社長，達拉斯
「政大校友會」會長莫錦強、江桂芝會計師、
王秀姿僑領、「恆豐銀行」張永男總裁等多
人在座談會上一一談及政大對他們一生的影
響，場面極為感人。

接下總裁的職務。葉素秋很清楚自身罩門所
在，下意識地抗拒這項挑戰，再三推辭。但
是人資長點醒了她：「妳不是常告訴我們要
接受挑戰，跳出舒適圈嗎，現在怎麼沒有以
身作則呢？」就是這句話打動了當時的她，
永遠別輕看自己，低估自己的潛能，勇敢跳
出舒適圈。
 
對於想要跨領域發展的學弟妹，葉素秋分享
的三點建議：第一點是要勇於挑戰（dare to 
dream）－尋找自己熱情所在，帶著信心與
勇氣去嘗試；第二點是要賦予每份工作使命
感（adding value）－秉持「讓這份工作因
你而變更好」的信念，用認真、勤懇的工作
態度感染周圍的人，一起讓工作變得更有意
義；最後一點是保持敏銳的學習（learning 
agility）－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盡量
吸收新知，並實踐所學。葉素秋勉勵學弟妹
「運用豐富的學習資源，找到符合天賦的工
作，那將是最快樂幸福的事 !」

世界校友總會榮譽總會長蕭萬長，線上分享公職生涯，敬祝
母校生日快樂 ( 照片來源：秘書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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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訊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洪大使慧珠 ( 外交系 ) 於 4 月 8 日晚間出席馬來西亞留臺國立
政治大學校友會「第 26 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馬臺交流餐會」，場面熱絡。

洪大使致詞時恭賀政大校友會在日前選出新任的黃裕源會長 ( 政治系 ) 及幹部，也感謝前任會
長魏仕洪 ( 歷史系 ) 顧問過去的支持與協助；近兩年受疫情影響，多數社團無法辦理實體活動，
不過政大校友會仍透過辦理線上講座，凝聚校友情誼、強化社團動能，並在去年 10 月份積極
協助三所獨中籌募共計馬幣 12,000 令吉，充分發揮政大人「親愛精誠」精神，令人佩服，相
信在新任黃會長領導下，將辦理更多精彩活動，凝聚留臺政大人。

洪大使強調，這兩年來儘管
受疫情影響，但臺灣與馬來
西亞在貿易、文化、教育等
各方面交流仍然十分密切。
在文教交流方面，我國亦開
放 境 外 生 入 境，110 年 馬 來
西亞仍有約 13,000 名學生在
臺就讀。另僑委會在童振源
委員長推動下，海青班轉型
為「海青班兩年制副學士學
位班」，學生兩年畢業之後，
將取得「副學士學位」，期
許未來政大校友會持續協助

推廣赴臺升學，也盼未來臺馬的關係與各方面交流能持續深化、廣化與強化。

本次活動另有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拿督陳總會長榮洲、馬來西亞臺灣商會聯合總會林
總會長凱民、馬臺經貿協會拿督斯里陳會長榮立、馬來西亞華裔青年臺灣觀摩團輔導委員會徐
主席忍川 ( 國貿系 )、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連公使玉蘋 ( 東亞所 )、僑務組羅代理組
長安琪、經濟組章組長遠智、教育組張組長佳琳等共同出席。

紙媒價值何在？　梁永煌分享財經雜誌營運之道

探討民族學實踐場域　陳俊男談史前文化博物館經驗

傳播學院訊

傳播學院院導師活動邀請《今周刊》發行人、企管系校友梁
永煌，分享對媒體數位轉型的看法與產製財經雜誌的經驗，
也在講座後問答時間回應聽眾許多提問，針對報導引述來源、
法規、主題等內容，提供更進一步觀點。

梁永煌首先談到平面、網路新聞的整合，他指出《今周刊》
不會將紙本內容全數同步上架至網路平臺，而是在平面雜誌
發行後再將完整報導切割，分篇編輯成為線上版本；或是安
排重大議題刊登於紙本，進行詳細報導，其餘軟性、人情趣
味的消息則發表於網路平臺。他認為，採取平面與網路配合，
但不完全重疊的模式，不僅依媒介特性區分新聞內容的呈現
方式，也表現對周刊紙本訂戶的尊重。

梁永煌提及近年受到重視的假新聞議題，並認為在不實資訊
容易流傳的環境下，該刊得以成功營運，仰賴於讀者的信賴。
數位形式容易造成內容碎片化，而財經議題廣而複雜，必須
透過完整、連貫的版面呈現，才得以將議題闡述清楚，這是

紙本媒體的存在價值。他表示，平面報導有一定生存空間，
只要做出有特色的新聞，就能夠被讀者記住。此外，梁永煌
並不樂觀看待臺灣媒體推行「付費制」，但也認為若要經營
付費制，如何產出具獨特性的報導是門重要課題。

最後梁永煌分享個人報導原則，是犯錯時即時更正，但也全
力捍衛自己的新聞報導，藉此勉勵在場學子，更進而邀請在
座同學畢業後至該刊一展所長。他說：「好的新聞記者，永
遠還少一個；好的報導，永遠還少一篇。」

民族系訊

111 年民族學系系友回娘家系列講座暨「民族博士班成 20 週
年系列活動」，邀請到民族系博士班畢業校友 Mayaw Kilang
陳俊男。現職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副研究員
的他，此次為同學們分享多年的博物館實踐，以及民族學素
養與博物館經營的關聯性。

探討「異」世界
陳俊男從分享在民族系的學習之旅開始，透過「民族學」發
展出對人群研究的深度，「民族誌」增加看事物視野的廣度，
以及從「民族史」建立起對時間與動態變化的敏感度。這些
在民族系的訓練與三維思考模式，讓他在文化中的「我群」
與「他群」之中，分辨與找尋「異」的現象，並建立起對「異」
的敏感度。

史前文化博物館南科考古館之建館歷程分享
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三個分館（南科考古館、康樂
本館、卑南遺址公園）中，陳俊男所屬的南科考古館是「保
存文物」中最多的分館。他也詳細向同學們介紹建築興建的
過程與設計構想，並提到設計理念是源自於考古發掘與探坑：
從剖析、交織、穿梭到滲透，作為建築設計的主題。

陳俊男分享自己在博物館的工作經驗與心得。除了該館籌建
過程、考古發掘、遺址巡查與辦理特展等等，因館內的人力
配置，自己也常需要支援導覽與公共服務。他特別提到在研
究史前文化的過程中，發現「史前人並非比我們愚鈍，只是
他們所獲得的原料及技能，並未像現在如此精細。」他也勉
勵同學們，結合學科是未來的趨勢，期勉同學們能活到老、
學到老，永遠保持熱情與新鮮感！

傳承博物館中的民族學
本次講座不只精彩絕倫，更點燃許多同學對於博物館實習的
夢想。一位民族學系大一學生表示：「我很喜歡這場演講！
尤其是見到學長本人。之前讀過學長寫的論文，因為是報告
主題，所以當我見到本人時總覺得很神奇！希望能參加暑假
實習機會，非常想到博物館去學習！」在回應中已看見民族
學的種子逐漸在同學心中發芽，亦期待學生們在系友回娘家
系列講座中，逐步找到心之所向。

傳院院導師活動邀請《今周刊》發行人梁永煌蒞臨演講
（照片來源：傳播學院）梁永煌談媒體推動社會改革（照片來源：傳播學院）

講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陳俊男（照片來源：
民族系）

民族系系主任官大偉(圖左)，致贈講者陳俊男(圖右)感謝狀（照
片來源：民族系）

洪大使致詞 ( 照片來源：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洪大使慧珠出席馬來西亞留臺國立政治大學校友會
第 26屆理事會 就 職 典 禮

活動合影 ( 照片來源：駐馬來西亞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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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教端投身公共事務
桃園副市長高安邦重視自主學習力

桃園航空城董座陳錫禎
以專業打造產業重鎮

60 財政系
66 東亞所

66 級
地政所

本報記者 許靜之

財政系、東亞所校友高安邦從高教端投入地方政府教育局成效卓越，最後在桃園市長鄭文燦的
力邀下接任桃園市副市長一職。高安邦表示，投身公共事務是偶然，卻從中獲得先前從未有過
的成就感。 

高安邦過去曾任開南大學校長、政大經濟系系主任、社科院院長等，在公、私立大學階層服務
過，高教端歷練完整豐富。104 年接任桃園市教育局局長時，他曾到桃園各校實際走訪，發現
中小學第一線教學環境，與大學截然不同，「當時覺得中小學教學環境比較缺乏彈性，因此優
先選一、兩所學校進行實驗，推行多項教育改革。」 

 「智慧學校　數位學堂」計畫就此展開，開始積極推動學校更新計畫，除安裝電子白板、觸
控螢幕，另增置互動教學輔助系統，增加 AR/VR 設備、3D 列印機等數位科技。高安邦希望透
過調整教學方法，讓學生在課堂上成為主角，引導學生自主及探索學習。他坦言，在初期有
些學校不太敢接受，不過在桃園國小一位資深老師自告奮勇嘗試後，成功拓展新式教學法推
動的可能。目前為止，桃園市已超過 6,000 間數位教室，他笑著說，「老師們現在是爭先恐
後搶著用。」 

近年來桃園市政府積極發展智慧城市建設，程式教育也融入小學課程，小學生也能學習 Scratch
程式操控飛行器、驅動機器人泡咖啡，讓國外評審眼睛為之一亮，順利在智慧城市論壇 ICF 以「智
慧學校　數位學堂」計畫，奪下全球智慧城市第一名殊榮。高安邦指出，數位學習是時代趨勢，
應該從小學做起，讓孩子了解掌握數位科技自主學習，是智慧學校構思的初衷。 

此外，他也推動「自主學習 3.0」計畫，由專家輔導特殊潛力及興趣的孩子，媒合至大學聽課。
曾經有一名小學五年級同學，到大學端修習有機化學，「他搶著參加期中考，成績還在全班
前 10% ！」高安邦在教育局局長任內，讓桃園在數位、語文、科學、創客教育方面轉型升級，

多項指標具重大性突破。他也分享，掌握自主學習能力，是學生能帶走一輩子的禮物，未來
也將持續為桃園市政貢獻。 

高安邦建議學弟妹，在大學階段積極提升能力，應該多方嘗試挑戰，失敗也是重要的人生經驗，
從中站起來，才會成長。今年母校欣逢 95 校慶，他也祝賀，「祝福政大不只長命百歲，還要
萬萬歲！」

本報記者 陳家弘

臺灣航空城長期發展計畫，桃園航空城公司董事長陳錫禎口若懸河，詳細地解說。他以土地開
發之專業知識及經驗，積極引進明日之星各產業入駐航空城，使航空城成為世界產業軸心發展
之地。

陳錫禎歷任省政府、內政部、北市府、桃市府等公部門要職，閱歷豐富同時於知名大學兼任教
職，子女也分別是臺、政大最高學府畢業，一家各以不同領域專業，貢獻社會。

親身體會學用合一之重要性，他勉勵學弟妹，「在校時除學習基本法規外，對於有實習課程，
如土地測量與不動產估價等科目更應認真學習，同時還要精通 ( 至少 ) 一門外語，讓專業提前
與社會、世界接軌。」他也建議學子們即便志不在於公職，亦可參加國家考試測試自己的學習
成果，更要勇於接受挑戰，克服萬難，為人生加值。

感念政大恩師

民國 60 年代，僅有少數學校設有地政系，陳錫禎大學時即拜讀各教授著作；畢業後，雖已通過國
家高等考試，但仍覺學有不足，須繼續深造，遂順利考入政大地政所進修。

「相當感謝崔永楫與殷章甫二位老師的指導。」崔老師是陳錫禎論文指導教授，而殷老師更是提供
他參與政府委託計畫研究的機會，可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也順利完成碩士學位。

歷任二都地政局局長，土地問題大不同

民國 94 年，陳錫禎擔任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首任總隊長，歷任地政處副處長、處長，
亦是地政局改制後首任局長，任內辦理官邸北側、南港車站特定區、奇岩新社區、北投士林科
技園區及內湖五期等重大整體開發計畫。陳錫禎認為，北市都市計畫成熟，屬於成熟地的開發。

103 年，桃園市升格為直轄市，首任市長鄭文燦借重陳錫禎首都經驗，讓桃園市的土地作更合
理使用，打造桃園成為永續的生活城市。桃園市非都市土地面積高達 70% 以上，又有航空城
開發，土地問題更具挑戰性。在開發過程中，不免因各界的主張或利益的衝突，肇致接連不斷
的陳情抗議。

「地政工作需要專業、人力密集與耐心，更需要執行技巧與抗壓性。」長期周旋於地主、居民
與團體間，每每以堅定決心化解歧見，展現陳錫禎的領導及溝通協調能力。 

航空城潛力無限，運籌母校與各界資源

109 年底，陳錫禎接任航空城董事長，成為首位地政背景董座，並宣告航空城計畫正式進入實質
開發、招商階段。

如今桃園航空城的亮點，不僅有結合智慧物聯網科技的「亞洲．矽谷研發中心」，九塊位於機場
附近的「優先產業專用區」( 優先產專區 ) 土地，以完善基礎建設與招商同時並進，優先引進「三
低一高」( 低汙染、低耗能、低用水，高附加價值 ) 與「六大產業」( 雲端、物流、航空、生技、
智慧車輛、綠能 )，帶動航空城周邊提早發展。

「政大態度積極，未來有許多合作將更進一步。」110 年底，桃園市政府與政大簽訂合作意向書
(MOU)，將於航空城中設立公企中心分部，盼以政大國際金融、管理、語言等優勢領域，支援航
空城周邊企業、學校發展，協助培養產業所需人才，提供完善進修、培訓管道，共同提升產業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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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程心

為落實教育資源共享、在地區域連結與培育未來人才，政大積極與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展開合作
且簽訂課程合作備忘錄 (MOU)。副校長王文杰說明，大學是全社會的智庫，政大除了積極與國
際連結，校地也不應侷限於指南山下。因此開啟成立政大青埔校區（桃園航空城）的想像與推
動，並於今年 4 月 8 日簽署「國際大學城計畫」合作意向書，並會在五年內，正式取得位於桃
園青埔，3.22 公頃的國際級校地。 

王文杰表示，五年後為政大創校百年，學校需要更大的空間來承載更多的願景與發展，而青埔
校區相鄰機場以及清大青埔校地，合作案的開發結合台聯大的結盟，期望能在桃園持續發揮台
聯大結盟的效益，為政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優越的地理環境並不會分割校內資源，而是造
就我們更大的能量。」王文杰解釋道，在政大原有的國際交流量能之下，青埔校區將為提供更
多紮實良善的基礎，成就周邊、社會的工商教育事業。 

「只有願景沒有行動，事實無法成就；只有想像沒有投入，夢想無法成真。」王文杰坦言，取
得土地的過程並非想像中的容易，需要多次來回地與桃園市政府洽談協商，並進行多面向地考
量。他也表示，爭取校地的過程多所曲折，鄭文燦市長促進玉成，並帶動政大與桃園市府雙贏。
「校地取得過程中投入非常多的努力，特別感謝公企中心主任顏玉明、桃園副市長高安邦以及
多位政大校友的幫忙。」他指出，政大蓄積的學術能量，以及各界校友的支持，是合作案快速
成就的關鍵。 

青埔校區（桃園航空城）計畫預計於今年底進行地目變更，並於 116 年依撥用計畫實際開始使
用土地。政大將在其中設立公企中心分部，並以政大國際金融、管理、語言、行政、法律等優
勢領域，支援桃園周邊企業、學校發展，提供實踐與實習的場域。政大將從產學合作、教育推
廣、國際交流三大面向著手，協助培育全球未來產學人才，共同提升產業量能。

政大百年願景　校地跨越淡水河　
開展國際大學城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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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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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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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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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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來源：桃園航空城



Asian Studies+ President Forum
NCCU President Ming-Cheng Kuo says 

Multicultural, Innovative, Nurturing, 
Democratic, Sustainable are keys to future Asia

Source: O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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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by OIC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eld a two-part, virtual 
Asian Studies+ President Forum on May 5th and May 
9th, 2022 as one of a series of events that celebrated 

the university’s 95th anniversary. AS+ aims to expand and 
deepen global understandings of Asia through five themes 
summed up by the acronym M.I.N.D.S.: Multicultural Asia, 
Innovative Asia, Nurturing Asia, Democratic Asia, and 
Sustainable Asia.
 
The May 5th session featured speakers President Ming-
Cheng Kuo,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UT) 
Deputy Vice-Chancellor Scott Sheppard, Thammasat 
University Rector Gasinee Witoonchart, and University of 
Tsukuba President Kyosuke Nagata. Rector Hoàng Anh 
Tuấn of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anoi (VNU-USSH), was also 
among the speakers.  
 
The May 9th session welcomed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SKKU) President Dong Ryeol Shin, University of Haifa 
President Ron Robin, University of Trier President Michael 
Jäckel, and Universitas Gadjah Mada (UGM) Rector Panut 
Mulyono. The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 Vice-President Gilles Forlot and Adam 
Habib, Director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were among the presenters of the 
second session.
 
NCCU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ay-
Shine Lin moderated the forum, and kicked off both sessions 
by describing the university's prominent global position in 
Asian Studies, and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academic 
networking. “There’s only so much one university can do, but 
the possibilities when several universities stand together is 
enormous.”
 
The forum’s first speaker was President Ming-Cheng Kuo, 
who began the meeting by highlighting Taiwan’s unique 
position within Asia and some key points of Taiwan’s 
development successes. “Today, Taiwan is not only known 
for its high-tech achievements such as semiconductors, it 
is also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its 
peaceful transformation to democracy and its human rights 
record,” President Kuo said.
 
Professor Ru-Shou Chen introduced NCCU’s signature MA 
program for Asi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i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IACS-NCCU). He said that 
he expects every IACS-NCCU graduate to have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Asian societies, politics and historical 
similarities. “We anticipate that IACS-NCCU graduates will be as 
willing as they are able to take up the most exciting challenges 
facing them when they step into this dynamic economy,” he said.
 
The panel welcomed QUT Deputy Vice-President Scott 
Sheppard, who shared how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composition of his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has 
changed to now mainly Hong Kong, Chinese, Indonesian, Sri 
Lankan, and Taiwan students. “These students hav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fabric and culture of our university,” 
he said.
 
University of Tsukuba President Kyosuke Nagata described 
some of the many achievements of the university. “We have 
to create global trust with worldwide academic partners,” 
President Nagata said when introducing his university’s 
“Campus in Campus” overseas offices. SKKU President 
Dong Ryeol Shin said the university has several institutes, 
graduate schools, and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s focusing on 
Asian studies, such as the Institute of Confucian Philosophy 
and Cultur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Korean 
Studies, and Sungkyun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Turning to South-East Asia, Rector Gasinee Witoonchart 
of Thammasat University said that “Asia is a major hub for 
people flows. For example, tourism does not only transport 
people, but also culture.” VNU-USSH Rector Hoàng Anh 
Tuấn shared the deep commitments his university and 
Vietnam have to Asian Studies. Rector Hoang said his 
university is a mid-size university in Hanoi, with a strong 
focu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is may be a 
bit strange to some of you, but for a long time in Vietnam 
universities have focused on specific subject areas,” he said. 
“In addition, we are also exploring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UGM Rector Panut Mulyono introduced how his university 
is working hard to support more discussion surrounding 
Asia and ASEAN. “Our belief is that Asian studies should 
have a place in transforming the shape of the world,” he 
said. Rector Mulyono also told the panel about the ASEAN 
Studies Center – a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and ASEAN. The Center aims to strengthen 
research and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bout ASEAN and 
surrounding issues through a range of events such as 
seminars, workshops, training and intensive discussions.
 
University of Trier President Michael Jäckel told the 
audience that the university’s summer school program 

attracts a high proportion of Taiwanese students, with 
the majority of those students coming from NCCU. The 
university has several Taiwan specific areas of studies and 
has recently launched the “Taiwan als Pionier” (TAP) project 
which examines Taiwan’s policies during the pandemic, as 
well as its experiences in digitalization.
 
INALCO Vice-President Gilles Forlot described to the forum 
his university’s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programs that include 
14 research centers, one of which focuses specifically on 
the East Asian region and hosts 90 PhD students. There 
are also research centers and courses for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Linguistics in Asian countries, Mongolian studies, 
and Arabian Studies.
 
President Ron Robin of the University of Haifa gave the 
panel an introduction of his university, followed by an outline 
of the university’s work in Asian Studies. He shared the 
wonderful view of the Haifa campus that is on top of Mt. 
Carmel in Israel and said that the university celebrates the 
religiou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its students. 
 
Director Adam Habib of SOAS provided the forum with his 
thoughts on the possibility for a global alliance for Asian 
Studies, and he reflected on some challenge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rector Habib said that SOAS's most recent 
strategic plan explicitly commits SOAS to working with 
institutions around the world in cooperative alliances. “We 
are very keen on it” he said, “and we would like to partner 
with countries to do so.”
 
In the discussion session following the forum, participants 
agreed that there was great potential for an international 
Asian Studies alliance to be established and thrive in the 
future, and that such an alliance could bring an “Asian 
perspective” to some of the most challenging issues of our 
time. With a Chinese saying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President Kuo invited university leaders to join forces 
and collaborate more in the future.

NCCU Presidential Selection 
Committee Press Release

Article by NCCU Presidential Selection Committee

The presidential selection committee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aiwan convened for the third time on May 
13, 2022, and met with the three final candidates who 

had been put forward through the university’s internal selection 
process. Professors Tsai-yen Li, Hsien-ming Lien, and Wei-chi 
Tsai spoke about their visions for the university and took questions 
from members of the committee.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then 
deliberated and selected Professor Tsai-yen Li as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for a four-year term starting August 1, 2022.

The university will forward the nomination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formal appointment. To learn more about Professor 
Tsai-yen Li, visit his website at http://www3.nccu.edu.tw/~li/.

(Source: Tsai-yen Li )



歡慶政大         校慶  齊心抗疫更堅定創建輝煌

Asian Studies+ 校長論壇初登場　
校長郭明政：多元文化、科技創新、人才培育、民主與永續是亞洲發展關鍵

Jun. 1     2022

本報記者 程心

國立政治大學今年正式邁入創校 95 週年，考量疫情以遠距
與線上、線下師生和校友同步祝賀政大生日快樂。歡慶影片
結合年輕、創意、青春活力元素，也見證了 95 歲的政大不斷
突破與創新的精彩；遍布海內外的各領域菁英校友都現身現
聲，包括三金主持人陶晶瑩、零負評女神林依晨、百萬粉絲
Youtuber HowHow、資深媒體人李四端、方念華、東森新媒
體執行董事邱佩琳、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王力行、合
作金庫董事長雷仲達、臺灣金控暨臺灣銀行董事長呂桔誠、
雲朗觀光集團總經理盛治仁及信義房屋創辦人周俊吉等重量
級貴賓，齊聲高喊「政大九五、世界翹楚」祝賀母校生日。
 
校長郭明政表示，在華人社會中，95 是吉祥的數字，尤受重視。
而此次校慶，政大以「世界翹楚」作為對自我的期許，為了推
動高等研究，政大邀請 10 所知名大學校長，主辦兩場亞洲研
究國際聯盟（Asian Studies ＋）校長論壇，集結 11 國 11 校（含
政大）共同以「永續亞洲」為目標深化彼此教學。而臺灣則在
亞洲研究領域，擔任國際整合的角色。

郭明政表示，自 2018 年上任後提出以學生為主軸、教學為核
心的高教深耕計畫四大行動方案，包括多元學習、國際連結、
E 化教育、大學社會責任，並完成了加盟台聯大、地方創生計
畫、新設校史館等重大突破。
 
他進一步指出，世界校友總會的成立、校友中心的增擴、新設
校史館、道南新村的校友會館以及薪傳 95 的啟用，皆是希望
為校友提供更好的服務，「學校的發展，需要校友出錢出力。」
他深信，當校方做出更多、更好的校友服務時，後續才有校友
的回饋與支持。
 
政大於 2021 年 2 月正式加入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台灣聯大校
長陳力俊在致詞時，表達高度肯定政大的辦學績效。他指出，
政治大學與清華大學以豐富的人文內涵，融合和科學新發現，
優勢互補，互利雙贏。陽明交通大學校長林奇宏也在慶賀時
表示：「台聯大系統讓政大和陽明交大，有更多的機會彼此
接觸，期盼未來共同培養人文社會基礎與生命科學智慧兼具
的國家人才。」 

110 學年度傑出校友方念華女士、施至隆先生，以及黃協興
先生也為政大獻上祝福。方念華感念政大新聞系的每一位老
師：「您們對我的啟發，是我的腳前燈與路上光。」她指出，
傑出校友的定義是，對於這一塊地，對於臺灣的人心帶來好
的影響，而這個影響是穩定的。政大新聞系一直是方念華心
中，說不出的內在信仰，她也祝福政大永遠是臺灣社會的光
明燈塔。施至隆感謝政大作為一個擴展知識與人際關係的場
域，並期勉學弟妹們：「逐步走出舒適圈，逐步成長茁壯！」
黃協興則祝福政大校運昌隆，感謝學校提供的理論基礎，使
他能深化思考，在社會上發揮影響力。
 
政大校友總會總會長張京育、南加州政大校友會以影片、北加
州政大校友會會長林錦秀即時現場連線方式代表全體校友，為
母校獻上生日祝福。張京育表示，政大是高等教育界永不衰老
的代表，期許政大在各方面繼續發光發熱，繼續照亮世界。林
錦秀則笑說，作為在海外生活的政大人，政大是一個溫馨的大
家庭，不只熱情也非常傑出，她把成就歸功於母校政大，並以
政大人為榮。「政大人若到北加州，校友會也會竭盡所能的幫
忙。」林錦秀將透過校友會，將這一份溫暖持續傳承。
 
典禮最後，全球校友齊心歡唱政大校歌，同時也象徵著政大
經歷 95 年培養出無數優秀的社會菁英，畢業校友在各行各業
皆有傑出表現。未來政大也將繼續培育具有國際視野之跨域
人才，為臺灣、亞洲與全球社會做出更多的影響與貢獻。

國合處訊

適逢政大 95 週年校慶之際，國合處於 5 月 5
日及 9 日舉辦「Asian Studies+ 校長論壇」
線上會議，匯集來自歐、亞、中東等十所頂
尖大學校長與副校長，討論亞太研究相關議
題。校長郭明政期許與會者以 M.I.N.D.S 為
藍圖，共同勾勒亞洲未來。M.I.N.D.S 分別是：
多 元 文 化 的 亞 洲（Multicultural Asia）、
科技創新的亞洲（Innovative Asia）、人才
培育的亞洲（Nurturing Asia）、民主的亞
洲（Democratic Asia） 和 永 續 發 展 的 亞 洲
（Sustainable Asia）。

郭明政全程參與兩場論壇，首場與會者有昆
士蘭科技大學副校長 Scott Sheppard、泰國
國立法政大學校長 Gasinee Witoonchart、
越 南 河 內 國 家 大 學 社 會 人 文 科 學 大 學 校
長 Hoàng Anh Tuấn、 日 本 筑 波 大 學 校 長

Kyosuke Nagata，以及本校「亞際文化研究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主任陳儒修。次場參與
者則包含韓國成均館大學校長 Dong Ryeol 
Shin、以色列海法大學校長 Ron Robin、德
國特里爾大學校長 Michael Jäckel、印尼日
惹大學校長 Panut Mulyono、法國國立東方
語言文化學院副校長 Gilles Forlot，以及英
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校長 Adam Habib。

論壇主持人、國合長林美香，向與會校長及
副校長介紹政大在亞洲研究的卓越地位，並
強調學界相互連結的重要性，「一所大學能
做的不多，但數個大學團結一致，能成就的
卻是無可限量。」

郭明政首先發表演講，他表示由於臺灣在地
緣政治上扮演關鍵角色，又「因其在半導體
等高科技領域的發展，公共衛生的進步，對
自由、民主與人權的重視，而受到許多國家

遍布海內外的各領域菁英校友，齊聲祝賀政大 95 生日快樂！
（攝影：秘書處）

因應疫情，政大 95 校慶以線上方式舉行（攝影：秘書處）

第二場論壇師長合影（照片來源：國合處）

第一場論壇師長合影（照片來源：國合處）

會後校長郭明政 ( 左三 ) 與學務長郭秋雯 ( 左四 ) 和主持人一
同合影（攝影：秘書處）

95 校慶影片

的肯定。」政大身為人文與社會科學的頂尖學
府，應當致力於提倡亞洲研究和臺灣研究，將
兩者推升至國際學術舞台。

陳儒修向與會者介紹本校「亞際文化研究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此學程旨在培養學生對在地
及全球局勢的敏感度，學習跨領域思考和觀
察，使青年學子能在知識經濟的激烈競爭中具
有創新力。

昆 士 蘭 科 技 大 學 副 校 長 Scott Sheppard 表
示，該校的國際學生分別來自新加坡、馬來西
亞、香港、中國、印尼、斯里蘭卡，以及臺灣，
廣大的東南亞及東亞學生族群，已為校園文化
帶來重大的改變與影響。

日本筑波大學校長 Kyosuke Nagata 在論壇
中 提 到 該 校 的「 無 國 界 校 園（Campus-in-
Campus）」計畫，藉由「你的校園就是我
的校園」，提供學生多元的課程與學習資源。
韓國成均館大學校長 Dong Ryeol Shin 介紹
校內數個以亞洲為主軸的研究中心、研究所
和跨領域學程，舉凡儒教文化、以韓國研究
為導向的大東文化研究所，及成均中國研究
所皆在其列。 

泰國、越南、印尼三校校長在論壇中分享東
南亞觀點。泰國國立法政大學校長 Gasinee 
Witoonchart 認為，亞洲是人流的主要樞紐，
旅遊不僅是人的流動，也傳遞文化。越南河內
國家大學社會人文科學大學校長 Hoàng Anh 
Tuấn 則指出：「過去數十年間，亞洲研究在
學術方面始終非常吸引人且別具意義，在後疫
情時代及接續的全球轉型期，它的重要性依
舊。」印尼日惹大學校長 Panut Mulyono 表
示，「我們相信亞洲研究在世界的轉型應占有
一席之地。」他指出該校的「東協研究中心

（ASEAN Studies Center）」 在 印 尼 政 府 及
東協的支持下，透過研討會、工作坊及培訓等
活動，加強了東協區域的討論與連結。

德國特里爾大學校長 Michael Jäckel 表示，
該校與亞洲文化有深刻的連結，特里爾的夏日
學院每年吸引眾多亞洲學子，其中不乏政大與
臺灣各地學生；該校也開設許多臺灣相關研
究，並積極推動「臺灣為先驅計畫（Taiwan 
als Pionier, TAP）」，深入理解臺灣防疫與
數位化經驗，供德國參考。法國國立東方語言
文化學院副校長 Gilles Forlot 在接續的演講
中指出，該校共設有 14 個國際研究中心，包
含東亞區域研究目前已培育出 90 位博士生。
除東亞，該校也設有東南亞、亞洲語言學、阿
拉伯，以及蒙古研究中心，觸及範圍深廣。
 
以色列海法大學校長 Ron Robin 則向與會者
分享該校位於以色列卡梅爾山上的校區景緻，
並談到海法耕耘亞洲研究多年，許多課程都與
亞洲相關，不只是亞洲研究，他也以該校學生
的宗教及文化多樣性為榮。

針對以亞洲研究為主題成立國際聯盟的可能
性，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院長 Adam Habib
認為，這是一條充滿挑戰的路，但學校可以透
過學生交換、教師合開課程、跨領域整合等各
類交流形式，循序達成目標。亞非學院最新的
策略，就是積極和國際高教機構合作並參與聯
盟，「我們對此相當熱衷，也樂於和各國一同
努力。」

論壇最後，與會者一致肯定亞洲觀點對解決全
球當代議題的重要性。郭明政盼與其他校長、
副校長們集思廣益，以眾人智慧共同推動亞洲
研究與發展，並邀請所有參與者拜訪臺灣，在
未來展開更多合作。

95 校慶特刊



95 週年校慶運動會　選手不畏疫情創佳績

政大人    no.18

本報記者 王永妍、李昀璇

政治大學 95 週年校慶運動會日前於體育館舉行開幕典禮，
為因應疫情，取消系所單位參加運動員繞場的安排，由校長
郭明政率領一級行政主管及各院院長出席，並邀請台聯大系
統中央大學體育室主任張哲千擔任嘉賓，為一年一度的體育
盛會揭開序幕。

開場由今年在 UBA 決賽再度奪冠的雄鷹籃球隊隊員擔任掌旗
手，恭迎會旗進場，旗幟就在校歌聲中冉冉升起。隨後由甫
於全大運男子組 200 公尺決賽獲得金牌、完成三連霸的地政
四黃珈彥代表運動員宣誓。

郭明政致詞表示，近年來，政大在體育領域有相當亮眼的表
現，去年在大專盃奪下隊史首冠的橄欖球隊，3 月在小巨蛋
完成二連霸的雄鷹男籃，以及在全大運表現優異的同學們，
都證明政大不僅學術發展卓越，在體育場上亦馳騁風雲，是
一所允文允武的學校。

郭明政指出，政大即將開辦運動產業與文化學位學程，除了
陪伴優秀運動員持續成長，也希望培育更多學子投身體育產

今年總錦標和精神總錦標冠軍，分別由應數系和地政系獲得
（攝影：秘書處）

業，成為教練、運動經理人、體育傳播人員等，期盼校友大
力支持，任用學程培育的人才進入相關職位，讓政大在體育
界發揮影響力，一起將臺灣打造成一座健康、幸福的島嶼。

此外，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派出田徑、游泳、擊
劍、柔道、跆拳及桌球、網球、羽球共八個項目代表隊，拿
下 5 金 2 銀 7 銅的佳績。開幕儀式特別安排表揚傑出運動員
儀式，包括政橄、政大雄鷹和全大運表現傑出的選手等進行
頒獎，並接受場內掌聲致意。

最後，為期兩天的政治大學 95 校慶運動會，共打破三項校運
紀錄，為賽事增添不少歡樂氣氛。甫完成全大運男子組 200
公尺三連霸的地政系黃珈彥，以 22 秒 20 的佳績，創下本校

男子組 200 公尺新紀錄。而國貿系張雨歆則在女子組跳遠中，
以 4.91 公尺的成績成為校運紀錄保持人。在本日賽事中，歐
語系陳采丰以 47 分 30 秒 38 的成績，刷新女子組 10000 公
尺校運紀錄。

典禮中最大獎──總錦標和精神總錦標冠軍，分別由應數系
和地政系獲得。總錦標亞軍及季軍則由地政系和傳播學院拿
下，而土文系和應數系則分別拿下精神總錦標的亞軍和季軍。

政大 95 校慶運動會在同學與師長的歡慶聲中落幕，即便競
賽已結束，選手們仍會持續燃燒對運動的熱愛，在各個賽場
中奮力拼搏。

背負著
系上的

榮譽與
隊友的

殷盼，
在各個

賽場揮
汗狂奔

、拚盡
全力。

閃耀的
光芒，

書寫著
青春宣

言。

（攝影：秘書處）

校慶運動大會開幕典禮合照（攝影：秘書處）

校長郭明政致詞期許讓政大在體育界發揮影響力，將臺灣打
造成一座健康、幸福的島嶼（攝影：秘書處）

由今年 UBA 再度奪冠的雄鷹籃球隊隊員擔
任掌旗手，恭迎會旗進場（攝影：秘書處）

開幕典禮邀請「台北文化藝術表演團」演
出，將現場氣氛帶到最高潮（攝影：秘書處）

今年全大運男子組 200 公尺金牌、完成
三連霸的地政四黃珈彥代表運動員宣誓
（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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