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大數據、AI 勢不可擋以及數位轉型的快速潮流，如
何面對下一個新型態教育模式的需求和挑戰，政大以
人文社會學術見長的環境中，已經逐漸摸索出資訊科
技與人文社會學科各領域接軌與加值的角色，在跨學
科、跨領域的教育訓練及研究定位上，具備了獨特的
角度。「資訊學院籌備委員會」在今年 7月底召集第
一次籌備會議後，便著手相關程序並吸納各方意見。
秉持「特色呈現、資源凝聚、學科整合、程序掌握、
溝通交流」之訴求，為下一個競爭力奠下厚實的起步
基礎。

冀望資訊學院成立，主要目標除了要能夠即時掌握現
有及未來資訊科技與人工智慧的核心尖端技術發展
外，更進一步將此核心技術深化連結政大特有學術需
求，開發出與人文、法商、傳播、教育、社會科學等跨領域的研究，教學與應用並重，以發展兼
具科技、社會與人文的資訊學院開創出其獨特性。引領政大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資產邁入數位時
代，進而開發政大潛在的長期利基，朝向數位腦力與知識經濟的願景。

增設資訊學院之規劃，除將包含政大原有理學院系所、學程外，也將增設三個學位學程，分別是
資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智慧計算學士學位學程和資訊安全碩士學位學程，以期滿足未來更全方
位的資訊教育需求，並更進一步產生社會影響力來發揮大學社會責任。

	 	 	 	 	 	 	 	 副校長

國立政治大學創校 93 年，14 萬畢業校友遍布
世界各地，日前政大成立「世界校友總會」。
新任世界校友總會會長張京育表示，成立全球
性組織的最大期盼，是要凝聚14萬校友力量，
轉化為校務推展與進步的動能，並使母校與校
友之間朝著整合、互助、共好的目標攜手前進。
	
數十年來，校友們在外交、外語、傳播、法
律、財稅、地政、教育、金融、商管等各領域
成就輝煌，例如 1980 年起新聞局長共 19位，
政大校友即佔 12 位；1990 年起外交部長共有
14 位，政大校友佔 6位；曾代表國家出任外
交大使高達 270 餘位，是培育國家重要領導人
才的搖籃。
	
前總統府國策顧問邱進益、中研院院士曾志朗
等校友代表在成立大會中致詞，表達對母校的
敬意與謝意，僑委會委員長、前政大特聘教授
童振源也到場致詞。
	
總會由各院系所、海內外各地區校友會聯合
組成，選出 35 位理事及 5 位監事，各方推薦
人選包含前校長張京育、前總統府資政胡為
真、兆豐金控董事長張兆順、新光金控副董

政大世界校友總會啟動儀式，左起僑委會委員
長童振源、中研院院士曾志朗、前總統府國策
顧問邱進益、世界校友總會會長張京育、校長
郭明政（攝影：秘書處）

事長李紀珠、和泰興業董事長蘇一仲、信義
集團創辦人周俊吉、朋程科技董事長盧明光
等人，另由產官學界傑出校友歐鴻鍊、楊進
添、鍾榮吉、林享能、高孔廉、沈方正等人
擔任總會資深顧問。
	
校友總會表示，目前除了臺灣各城市，以及
美國加州、馬來西亞、香港、上海、北京、
墨爾本等具規模校友會外，近來陸續啟動其
他海內外校友組職，校內各系所已先後成立
校友聯誼會，全力推動校友服務事宜。（詳
見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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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世界校友總會成立
以親愛精誠校訓凝聚 14 萬政大人

政大積極推動『資訊學院』
以人文鏈結科技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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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姜期儒訊

# 政向思考



本報記者 林亭訊

資管研究十年磨一劍
彭志宏獲頒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本校研究再度獲得科技部肯定！資管系助理教
授彭志宏的研究作品曾登上國際頂尖期刊，今
年又以同一主題獲頒 109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讓他感嘆其中的漫長與不易，「這是在
美國讀書時就開始的第一個研究，花了將近十
年，研究真的不是一年、兩年就可以完成。」
	
回憶從事研究的開端，彭志宏認為一切誤打誤
撞得很有趣，「有一天指導教授說她有一筆資
料跟天氣預測有關，問我有沒有興趣。」當時
他剛進入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攻讀博士班，不
假思索地接受了這項挑戰。
	
「一開始很想放棄，我明明就是資管的學生，
讀領域以外的東西要幹嘛？」撥開不斷湧現的

挫折感，彭志宏硬著頭皮繼續研讀，「升博二
的暑假都在讀氣象學、天氣預報，因為我想完
成這個研究，如果不懂就沒辦法繼續做下去。」
隨著時間的演進，研究方向更明確，他開始思
考，大家都有技術，但用什麼資訊科技才有更
強烈的說服性，就是他欲分析的主題。
	
有別於充滿數字與圖表的統計分析，他發現
「視覺化科技」的說服性最高，可以讓不同領
域的人快速取得共識。而這份研究先被登載於
國際頂尖期刊，再到今年獲頒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共歷經了十年光陰，自始至終不變的則是
熱愛資管及研究的堅持。
	
2012 年博士畢業後，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近
七年的彭志宏，思考回到臺灣學界貢獻，也渴
望陪伴年邁的雙親。梁定澎與魏志平是他在中
山大學時期的恩師，都曾問他：「有沒有想回
來臺灣貢獻？」這番話更堅定了他的意念，於
去年返臺擔任政大資管系助理教授。經過前兩
學期的教學，他肯定政大學生的優秀資質，「他
們很聰明、創新，我很喜歡。」接觸過美國學

生，他表示其中最大差異就是表達的企圖心。
美國同學常搶著回答，臺灣學生則不喜歡表現
自己，他認為這可以理解，因為自己也一直很
低調，「可是如果要在業界工作，這對學生就
不一定是好事，所以我改變很多教學方式。」
	
彭志宏上學期開設「商業分析：社群網路」課
程，吸引國內外學生修習。顯而易見的是，外
國學生較臺灣學生喜歡回答問題，因此，他故
意將外籍生打散，讓臺生能與他們討論、激盪
想法。而政大同學也立即適應、接受不同的教
學模式，「他們很優秀，所以有辦法。」
	
從事量化研究需要龐大的數據庫，在資源有限
的環境下，需要尋求其他外部資源或跟其他學
校合作，但他仍豁達地表示，「每個環境有自
己的生存方式、資源，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想
辦法吧！」雖然做研究的速度不快，不過，他
深知自己的目標，即使中間遭遇挫折，小歇一
下繼續前行即可，「做得慢的人，只要一直保
持方向，總有一天會做得到。」

本報記者 劉文琳訊

本報記者 林亭訊

中研院院士杜正勝談重新認識中國
籲「還給中國不同時期的真面目」

譜出高教發展新篇章　
政大通過專任教師員額分配辦法

因應高教發展趨勢，本校日前通過「專任教師員額分配辦法」，
培育新世代跨領域的優質人才（照片來源：FICHET Taiwan）

攝影：秘書處

第二屆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今年特別邀請中央研
究院院士杜正勝擔任講座主持人，日前於舜文大
講堂以「大歷史的中國速寫—中國歷史的骨架」
為主題進行演說。杜正勝在第一場演講中，提綱
挈領帶聽眾了解中國歷史的脈絡，分享了一場豐
盛的歷史文化饗宴。他表示：「2020 年是世界
覺醒的一年，也是世界要重新認識中國的一年。」

講座開始前，校長郭明政除了感謝中研院對羅家
倫國際漢學講座的愛護，也感謝各界的大力支
持，給予學校足夠的能量推動有意義的事情。羅
家倫國際漢學講座辦公室主任、文學院副院長楊
瑞松在開場介紹時特別提到：「杜院士致力於學
術研究，對臺灣歷史教育的推動更是不遺餘力。

政大在高教發展領域寫下新猷！日前於臨時校務會議以 66票同
意、0票反對，壓倒性通過「專任教師員額分配辦法」，未來「員
額分配機制」將分別考量各單位的生師比及負擔外系學生修課的
學分數來決定；針對教學單位的特殊需求，也將經由合議制之委
員會議決。此一制度創下全國大專院校之首例，特別是教師員額
分配納入學生跨教學單位的多元學習，能夠提供教學單位誘因，
以滿足學生雙主修、輔系的修課需求。學生會代表也表示，肯定
校長郭明政將過去長年被校長或行政單位決定的「員額分配」另
設法定制度。歷經 2年，多次會議共同討論下終將分配機制明文
化、透明化，真正落實校園民主，並對本校各系所教學質量之穩
定性產生重要影響。
	
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洪福聲指出，郭校長上任後即責成辦公室，
著手研擬本校新的教師員額分配辦法，郭校長期望以更公開、透
明化的制度，同時兼顧學生的專業與多元學習需求，合理地分配
教學資源。本辦法經過行政、教學單位及校務會議代表們多次的
討論與修正，終於獲得通過。
	

不僅出版許多權威性的著作，又是國內社會
史的重要推手。」

演講一開始，杜正勝先解釋主題的發想：「很
榮幸，政大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邀請我來主
持演講，但要在六、七十分鐘內講完中國歷
史，該從何講起？『認識』，是我們探索知
識的一個過程，『重新認識』，則是學術研
究的普遍常態。2020 年是世界覺醒的一年，
也是世界要重新認識中國的一年，我們就來一
起重新認識中國。」

杜正勝從地理空間談起，「中國如何成為今
天的中國？」提到中國疆域範圍，他引述

復旦大學譚其驤教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的
看法，指出：「不能以今日中國的空間範圍限
定我們對歷史上『中國』範圍的認識。」杜正
勝也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態度，而我的態
度是，還給中國不同時期的真面目。」從他
神采奕奕、旁徵博引地講述歷史，不難看
出杜正勝對歷史的熱愛以及學問的淵博。

他強調，當前的世界局勢和歷史都有或
深或淺的關係，但系列講座並非要討論
現實的政治問題，而是要從歷史學者的
角度出發，嘗試透過不同時空中的變遷
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骨架，探討中國根
深柢固的天下中心觀，並試圖從文化的
面向掌握當代的中國如何看待世界，又
為什麼會這麼看待世界的歷史脈絡。最
後，他則以「古典成為基因，傳統反映現
象」做為總結，期盼透過鑑往知來，和聽
眾們一起思考如何重新認識中國。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

根據這個辦法，本校每年度可分配教師員額數為該年度實際離退
教師總數，將可分配員額數分成三類：

▪第一類專業學習員額的分配是用來平衡各教學單位的學生數
與專任教師數的比值。

	
▪第二類多元學習員額的分配則是教學單位承擔外系所學士班
學生修課所需之員額。

	
▪第三類其他類員額是依教學單位特殊需求、高教未來發展趨
勢與政策考量等因素所需之員額。

	
簡言之，當教學單位自己的學生數愈多，或者是教師所開的課程
吸引較多外系學生數時，其教師員額數也應隨著增加，以平衡各
單位的教學負擔，維持每門課的教學質量。此外，小系、核心通
識課程或是教學單位的特殊需求，則可申請其他類員額，由員額
分配委員會議決。對於未能符合教育部師資質量基準之教學單
位，分配委員會也會優先考量。

	
近年來，培養學生具備跨領域、多元能力已是高等教育的發展趨
勢。過去本校的教師員額分配並未充分考量，導致學生雙主修、
輔系的多元學習因而受到諸多限制。透過新的「專任教師員額分
配辦法」，除了生師比及教育部要求的最低員額外，特別強調跨
領域多元學習、雙輔教學負擔的員額分配，鼓勵各系所提供更多
課程，讓學生有更多跨領域自主學習的機會，發展多元專長。本
校新通過的員額分配辦法，當因應高教發展趨勢，培育新世代跨
領域的優質人才。

攝影：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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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許靜之訊

政大金旋獎 訊

國立政治大學的年度盛事─「2020 政大包種茶節」，日前熱鬧登
場。總共 37 系所、42 個攤位的學系博覽會和 27 場深度座談會，
結合在地產業文化、校系介紹與遊行表演，幫助高中生深入了解各
個學系特色及招考指標，因此湧入逾 2000 名來自全臺各地學生和
家長參與。	

包種茶節活動當天艷陽高照，現場人潮不斷，場面熱絡。各系絞盡
腦汁、發揮創意，以不同的表演方式在四維堂前的主舞台區展現自
身的特色與活力。一開始由企管系熱鬧開場，為應萬聖節的搞怪氛
圍，他們特別以「百鬼夜行」為主題，帶來一連串動感的組曲表演，

第	37	屆政大金旋獎日前於	Westar	完美落幕！今年以
夢境作為發想，旅程開始於春季的音樂節「夢境交換
所」、再到初賽的「暖潮」。當夢想的輪廓從虛無逐
漸幻化為真實，美夢將通過縫隙，進入音樂人的生命，
最後決賽舞台「拾夢」，在暑氣未散的初秋盛放，象
徵追逐夢想的腳步將永不止息。
	
決賽現場有	10	組獨唱組、6	組重對唱組及	11	組創作
組參賽者角逐獎項。最後由臺灣大學王奕凡獲得獨唱
組冠軍、來自臺北市立大學的	Blue	Moon	藍樂獲得重
對唱組冠軍，創作組獎項創作大賞則分別由橘子留聲
機	Orange	Phonograph、范慈耘、白日夢三組創作
人奪下。
	

目前就讀於斯拉夫語文學系二年級的周芃，長
相甜美、笑容帶有種療癒感，萌到心坎裡！入
學即被封為最迷你的大學校花，日前上黃豪平
主持的	YouTube	節目《FUN	TV	漂亮小姐姐》
節目受訪，更被封為小周揚青，「但是其實我
自己覺得沒有很像啦！」周芃靦腆地說。除了
參加節目、擔任外拍模特兒，周芃擁有穩健的
口條及台風，校內活動也相當活躍，不僅擔任
校園親善大使，也是校男籃球球隊經理。

周芃表示，政大斯語系是自己的第一志願，「隨
著一帶一路的發展，相信未來會更需要俄語系人
才。」訪談中眼神透露著自信的光芒。「我高中
時其實也想當禮賓大使，但身高限制要 160 公
分，可惜我只有 148 公分。」大一發現政大的
引水人招募條件中，並沒有限制身高，因此成功
圓夢。她也分享，為吸引高中生前來就讀，親善
大使都會告訴來訪的學子，只要繞著噴水池
跑三圈、並點一滴水在額頭上，就可以考
上政大。「上次陽明高中來的學生很想
考上，就整班去跑！」周芃笑說，「他
們很嗨，還用噴水池的水來洗臉，
很瘋狂。」

此外，周芃在高中時曾擔任球
經，大學後想要繼續替球員拍
照，因此決定參加政大男生籃球
校隊的球經甄選。愛看球卻不會
打球的她，平常喜歡慢跑運動，
「還很喜歡政大的星星，只要晚
上下課就會往後山跑、抬頭看著
星星，就覺得幸福、開心。」

談到未來的規劃，周芃表示雖然
現在偶爾會上節目、接外拍賺零
用錢，但其實並沒有打算當成未
來的「正業」。輔修外交系的她，
想要進入外商公司任職，「因為我
還是喜歡踏實一點的生活！」

綜合報導

玩乒乓球、調酒Bar 開張
37 系搞怪創意超吸睛

讓現場氣氛HIGH到最高點！歐語系以傳統歐洲舞蹈隆重登場，身穿
色彩繽紛的民族服飾，帶領現場觀眾一同感受歐洲氣息。英文系的
現場音樂劇《樂來越愛你》主題歌曲表演吸睛，主唱賴郁存的甜美
嗓音更是驚艷全場，讓主持人忍不住要求現場清唱，獲得一致好評！

實習廣播電臺政大之聲則在一旁架設Open	Studio，並邀請校長郭
明政與教務長賴宗裕直播受訪。郭明政表示，今年政大有許多重大
突破，包含年底將加入臺灣聯合大學系統，與清華、交通、陽明、
中央大學建立密切的合作。除國內交流，政大今年也創立「創新國
際學院」，強化與東南亞、歐美各地的連結，並積極參與國際論壇
及學術交流，期盼學生與國際接軌，在國際上發光發熱。賴宗裕則
期盼高中生能收穫滿滿，積極迎向未來人生。	

今年設攤的 42 個攤位各顯神通、別具特色。創新國際學院攤位以
「ICI	Bar」為主題，象徵系上學生來自世界各國，就像調酒般融合
多元、新奇元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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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系以「外交酒食／ 90派對」為主題穿
著正式服裝教導國際用餐禮儀，突顯國際化的一面。	

商學院則以「郵你政好」為題，提出「時光膠囊」特別企劃，高中
生們拿著明信片，在自製郵箱前寫下祈求及願景，日後信件將於學
測前寄出，希望給予考生鼓勵。此外，攤位也擺設乒乓球遊戲，讓
同學們「瞄準」命定科系後，進行問答贈獎遊戲，以活潑有趣的方
式增加學生對理想科系的瞭解。現場還架設大型主題背板，同學們
紛紛拿著印有「我要讀政大商院」的手板拍照留念，期許目標實現。

第 37 屆政大金旋獎圓滿落幕 
以夢為題為年輕人創造舞台

政大包種茶節吸引逾 2000 名學子參與（攝影：秘書處）

企管系針對萬聖節特別企劃「百鬼夜行」主題熱鬧開場，現場
HIGH 到最高點（攝影：秘書處）

高中生們拿著手板，在大型彩色主題背板拍照留念
（攝影：李昀璇 )

創新國際學院以「ICI Bar」為攤位主題，象徵系上學生
來自世界各國就像調酒般融合多元、新奇元素（照片來
源：創新國際學院）

此外，決賽當天特邀的四組嘉賓分別是——為本屆金
旋獎創作主題曲的「尋找尼歐 Finding	NEO」、知名
瞪鞋搖滾樂團「Manic	Sheep」、《聲林之王》第一
季冠軍李友廷，及榮獲第三十屆金曲獎最佳單曲製作
人獎的	YELLOW。四組藝人的助陣與參賽者們的精彩
演出，替現場觀眾帶來獨一無二的聽覺盛宴，為第	37	
屆政大金旋獎畫下完美的句點。當天的精彩片段也已
於金旋獎官方	YouTube	頻道上架，錯過的民眾可以從
影片一睹當天表演者的風采。
	
政大金旋獎秉持著推廣學生音樂的初衷以及回饋歷屆
參賽者的理念，提供音樂人一個恣意作夢的場域，自由
而不受拘束，使他們滿載造夢的勇氣，在其中揮灑才華
並展現自我。金旋獎亦積極建立品牌，希望熱愛音樂的
靈魂都能被聽見，未來也將邀請到更多創作者登上這個
舞台，並透過音樂自由抒發、表現自己的獨特魅力。

政大金旋獎創作組創作大賞 – 橘子留聲機（照片來源：政大金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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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會後合影留念 ( 攝影：秘書處 )

政大世界校友總會新任會長張京育表示，成立全球性組織
的最大期盼，是要凝聚 14 萬校友的力量（攝影：秘書處）

匯聚 14 萬力量，政大世界校友總會成為串聯校友樞紐
本報記者 姜期儒、李振弘訊

10 月 31 日本校「世界校友總會」成立大會上，100 餘位
傑出校友濟濟一堂，包括產官學各界領導人士與多位立法
委員，共同以實際行動實踐校訓「親愛精誠」精神。大會
會場特別選在去（2019）年甫落成的達賢圖書館，會後透
過校園親善大使導覽行程，讓學長姐們親眼見證嶄新的指
南校區為母校注入更強大的能量。

「我們期望校友總會成為聯繫的中心、交誼的中心、共同發展
的中心。」新任總會會長張京育以「三個中心」來定義校友總
會的角色，未來將成為團結全球校友的總樞紐，發揮協調各年
級、各地區、各系所校友會的功能。總會將支援各校友會舉辦
經常性學術或聯誼活動，母校方面亦將挹注人力與預算協助辦
理，尤其雙年度重頭戲「政大校友世界嘉年華會」將由總會居
中穿針引線，讓主辦地區校友把全球盛會辦得更加有聲有色。

本校校友服務中心在校方全力支持下，已完成整套服務內容，
用以激發畢業校友對母校濃郁的歸屬感。校長郭明政表示位於
道南新村，新整修的校友會館有 300 坪空間與設施，未來歡
迎多加利用、返校同樂。此外，領有校友證的政大人，可擁有
圖書館、游泳池、健身房、停車場等使用權，相信大家每趟返
校之行都有「回家」的感覺。

本次成立大會共選舉產生理事35人、監事5人（名單如後），
並於會後召開首屆理監事聯席會，選出外交系校友蘇一仲、企
管系校友趙怡為副會長，襄助總會長推動會務，盼能匯聚 14
萬校友的力量，為母校發展以及全球人類面臨的問題做出貢
獻，也讓世界看見政大人的傑出成就。大會臨時動議中，張京
育總會長提議恭請前副總統蕭萬長學長出任世界校友總會榮譽
總會長，獲全體出席理監事熱烈鼓掌通過。

國立政治大學世界校友總會
第一屆總會長、副總會長名單

國立政治大學各院系所校友會名單

職　務 姓　名 職稱

常務
理事

張京育 中華教育文化經貿促進總會榮譽會長、前政大校長、新聞局長
蘇一仲 和泰興業董事長
趙　怡 政大副校長、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
邱進益 前總統府國策顧問、總統府副秘書長
胡為真 外交系系友會會長、前總統府資政
蘇　起 財團法人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劉德勳 前監察委員、陸委會副主委
李紀珠 新光金控副董事長
盧明光 新竹會長、朋程科技董事長
周俊吉 信義企業集團創辦人
鄧傳馨 馨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格精密董事

理事

李慶平 前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前海基會副秘書長
黃肇松 中華日報董事長、前中國時報社長
王力行 遠見 ‧ 天下文化事業群發行人 / CEO
林晉章 台一國際智慧財產事務所創辦人、臺灣地方議員聯盟榮譽理事長
簡明仁 樂天網銀董事長、前第一金控董事長
陳賢民 臺中校友會創會會長、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創辦人
謝宗煌 前南加州校友會長、美亞連鎖顧問集團總裁
胡鴻仁 上報社長、前中時媒體集團董事長
何麗梅 台積電資深副總
李四端 大雲文創董事長
戴宏怡 國貿系系友會會長、國紡企業總經理、絲織公會理事長
楊正利 鈞寶電子工業董事長、立弘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楊鳴 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
蔡榮婷 嘉義會長、中正大學副校長
吳惠瑜 公信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前英特爾臺灣區總經理
卓輝華 地政系系友會會長、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所長
黃晴雯 遠東 SOGO 百貨董事長
盛治仁 雲朗觀光集團總經理、前行政院文建會主委
張景溢 華威國際創投集團董事長
李建興 高雄會長、義守大學 EMBA 執行長
魏仕洪 馬來西亞校友會會長
潘先國 台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總經理
洪　巍 南加校友會準會長
楊奕蘭 上海台商子女學校董事長、政愛扶輪社創社社長

候補
理事

陳玠甫 迪化街同安樂創辦人、陳悅記傳統基金會發起人
吳光雄 台新投信董事長
許坤錫 會計系所友聯誼會會長、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董事長
毛仁傑 企管系校友會會長、禮正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副董事長
孫蒨如 心理系系友會會長、政大心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周容羽 財管系系友會會長、普華國際財務顧問
廖昶超 指南法學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國泰金控公關部協理
趙國帥 五福旅遊獨立董事、前華航董事長
鄭祺耀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副總經理、前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友會會長
黃慧美 研揚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中華民國社會事業發展協會理事
魏宗琳 土語系系友會會長、土女時代華文網站執行長

職　務 姓　名 職稱

常務監事 朱美麗 政大副校長、前中央銀行理事

監事

張兆順 兆豐金控董事長

陳月卿 財團法人癌症關懷基金會董事長、資深媒體人

黃協興 經濟系友會會長、中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王彥鈞 安永台灣審計服務部執業會計師

候補監事 曾柏璣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友會會長、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科員

系　所 校友會名稱 會　長
歷史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系友會 林果顯
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所友會 葉淑慧
應用數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系友會 陳隆奇
心理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系系友會 孫蒨如
政治學系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系友會 蔡中民
地政學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政大地政系系友會 卓輝華
經濟學系 中華民國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系友會 黃協興
民族學系 政治大學民族系友會 黃瀞瑩
國家發展研究所 中華民國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會 宋筱元
勞工研究所 中華民國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所友會 林政緯
行政管理碩士學程 國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友會 舒翠玲
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學友會 王博仁
金融學系 社團法人台灣金融暨銀行學會 莊銘福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系友會 戴宏怡
會計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所友聯誼會 許坤錫
統計學系 社團法人中華政大統計系系友會 林俊宏
企業管理學系 政大企管系博士班校友會 周逸衡
企業管理學系 政大企管系學士班校友會 毛仁傑
資訊管理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系友會 林火燈
財務管理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系友會 周容羽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系友會 張立秋
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IMBA〉 IMBA ALUMNI ASSOCIATION 陳歷世 

(Chris Cottorone)
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學位
學程） MBA 校友會 萬英豪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中華民國崇智協會 吳永昌
EMBA 中華民國政大經營管理協會 謝宏明
企家班 政大企研所企業家班校友會 陳世通
斯拉夫語文學系 斯拉夫語文學系系友會 丘光
韓國語文學系 韓國語文學系系友會 蔡連康
土耳其語文學系 臺灣土耳其文化學會 魏宗琳
廣告學系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系友會 楊超明
廣播電視學系 廣電系系所友會 溫俊瑜
外交學系 外交系系友會 胡為真
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所友會 陳漢強
幼兒教育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幼兒教育研究所校友會 李昭明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 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所所友會 曾柏璣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學校行政碩士在職專班聯誼會 陳政翊

職　務 姓　名

榮譽總會長 蕭萬長

總會長 張京育

副總會長
蘇一仲

趙　怡

國立政治大學世界校友總會第一屆理事名單

國立政治大學世界校友總會第一屆監事名單

政大世界校友總會新任會長張京育（前排左三）頒發資深顧問證書（攝影：
秘書處）

並規劃曾任及現任政府首長、
民意代表、傑出校友和工商
界領導人一百餘人擔任資深
顧問及顧問榮譽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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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來稿

《政大人》誠摯歡迎全球校友和學校師生
投稿，與我們分享您對政大的回憶點滴或
職涯歷程，以及全球各地校友會活動訊息。

南加校友會不畏疫情，線上恭賀國慶快樂！ ( 南加校友會提供 )

校長郭明政（左）代表母校接受畢業五十年紀念特輯（攝影：校訊記者劉文琳）

郭校長向雲嘉南校友說明政大校務規劃 ( 攝影：秘書處 )

中文系校友、中正大學蔡榮婷副校長將榮膺嘉義分會會長 ( 攝影：秘書處 )

政大畢業五十返校日
校友胡志強與同學相約十年後再見

雲嘉南校友響應支持 USR 地方創生

南加州政大青年，線上齊聚慶國慶

本報記者 劉文琳訊

本報記者 陳家弘訊

南加校友會 訊

一年一度的畢業五十返校日活動，10 月 24 日
於校友歡唱的校歌聲中圓滿落幕。校友包含前臺
中市長胡志強、前總統府秘書長林碧炤以及政大
企管系教授司徒達賢等近 200 位校友參加，一同
齊聚四維堂回憶母校的人、事、物。畢五十總召
胡志強致贈畢業五十年紀念特輯給母校，校長
郭明政更藉此機會宣布政大即將加入台灣聯合
大學系統，最後他也感性地表示：「政大人都
愛學校，我們一生一世都跟政大一起成長。」

前臺中市長胡志強風塵僕僕地從臺中趕回母
校，參與本次畢業五十的活動。當被問到記憶
中的政大，他回答自己對政大最深的記憶就是
人和物，「我想念我的同學、當年的圖書館、
行政大樓、餐廳、宿舍，我還想老師，現在大
部分老師不在了，人和物變這麼多，我心裡有
些感觸。」看見學校裡的小樹，如今長成高大
的巨木，胡志強與同學們約定：「務必保重身
體，十年以後，政大、聯大的校長不要忘記找
大家來聚一聚，十年後我們人比今天還要多、
還要健康、還要快樂！」

配合政大世界校友總會成立腳步，校長郭明政與副校長趙
怡特南下嘉義，邀集雲林、嘉義、臺南三地校友代表餐敘，
盼能活絡三地校友分會，為總會佈樁。

郭校長致詞時強調，政大是華人世界最好的人文社會大
學，應肩負國家社會發展的重擔。現今政大羅家倫國際漢
學講座以及與南島地區主力大學的合作計畫正如火如荼進
行中，更有 50+1地方創生等發揚大學社會責任的項目正
積極執行。未來更將成立資訊學院，將金融、傳媒等政大
強勢科系進行數位加值。

政大政治系退休教授楊日青，代表畢業六十上
臺致詞。身為學長的他表示，當接到校長通知
時，「心頭一震，怎麼就畢業六十年了？」楊
日青今年 82 歲，畢業後便於政大教書至 65 歲
退休，往後 10 年繼續在政大兼課，服務母校
超過 40 年。「時間很快，我變老了。我的青、
壯、老年都跟政大密不可分。現在即使不教書，
也跟政大分不開。」他體會到只要自己與政大
有所連繫，大學時光就從未遠去。畢業後常回
來學校走走，是他保持心智年輕、身體健康的
秘訣。

本次返校活動在總召胡志強的提議下，在四維
堂內擺出當年許多校友學生時期懷念的指南二
路公車華興號拍照板，也在四維堂門口放上當
年印在報紙上的榜單，許多校友都湊上前去找
自己的名字，並感動地與榜單合影留念。郭明
政提到，政大對校友的服務比起他校相對不
足，他承諾將來為提供校友更多服務，將來會
成立全球校友總會，串聯各地區校友成為強大
的護盾，讓政大人能一直與母校有所聯繫。

趙副校長表示，政大 14萬校友是學校最大的資產，校方
亦積極提升校友服務項目與品質。希望校友能盡其所能地
幫助政大推動校務，也期望世界校友總會成立後能夠成為
團結各地分會的總樞紐。	

與會的 66級中文系校友、中正大學蔡榮婷副校長肯定政
大發揚USR及地方創生理念，期望政大以「親愛精誠」
校訓精神來團結各地校友。蔡副校長更於在座校友一致推
舉下，即將接棒資深會長黃木春律師領軍之嘉義分會，與
既有雲林分會、臺南分會共同揚起政大校友的大旗。

雲林、嘉義、臺南三地校友更於席間肯定政大校務發展方
向，以及團結各地校友的決心，允諾將群策群力，全力找
回南臺灣校友。

三地與會校友合影留念 ( 攝影：秘書處 )

在海內外齊聲歡慶中華民國誕生日之際，南加州的政
大青年校友們並未因疫情而減少為臺灣祝賀的熱情。
近日南加州政大校友會積極找尋青年校友，也共同籌
辦線上國慶活動，每位參與者都親筆寫下對臺灣的祝
福以及家鄉的思念。

參與的校友們發揮巧思，不僅在背景懸掛國旗，更
有校友以虛擬背景方式繪製國慶氣球及藍天白雲，
添增會議中的科技感。每則給予臺灣的留言也都充分
表達懷鄉及對於國家的期勉之情。「臺灣最棒」、
"Taiwan	Number	1”	以及「臺灣生日快樂」充滿整
面螢幕牆。孕育著每位校友成長的臺灣家鄉土地，儘
管身在異鄉，心心念念著都是故土的一草一木，也都

期盼著透過自己的努力，臺灣能在國際間嶄露頭角。
籌辦本次國慶會議的南加州政大校友會準會長洪巍表
示，雖然疫情警報尚未解除，但青年校友們仍頻繁地
透過網路互動及虛擬會議室交流連繫感情。基於對母
校的情懷與共同回憶，青年校友們有著聊不完的政大
話題。每位校友們都在美國胼手胝足地站穩腳步打下
一片天，期待未來校友會能扮演每位異鄉校友最厚實
的肩膀，以及永遠的避風港。

未來疫情趨緩之後，南加州政大校友會的實體活動將
會看到更多年輕的面孔及活躍的新生代。未知的病災
也許改變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型態，漫長的靜止也
將會帶來更多的活力與熱情。南加州政大校友會本次
熱烈的線上活動，恰恰展現了疫情隔離之際，也無法
澆熄青年們對於故鄉及國家的熱愛。

盼成世界校友總會助力

政大人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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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冠肺炎攪局，許多飯店因不敵疫情衝擊，開
始減薪、裁員，甚至吹下熄燈號。然而，淡水福容大
飯店卻逆勢成長，不僅推出「極黑戰斧牛肉麵」，在
宅配市場殺出一條血路，獲利數字更創歷年新高。「危
機和轉機常是一線之隔。」淡水福容大飯店總經理、
政大 102 級 EMBA校友戴瑞宏以獨到的經營策略，在
動盪中另闢蹊徑，挺過疫情。

戴瑞宏自 2016 年上任，便留意到淡水福容的地理優
勢。除擁有夕陽美景、自然生態風貌，隨著輕軌的通
車，易達的特性也吸引許多雙北的旅客。因此，戴瑞
宏將淡水福容從「情侶」的定位，改為「親子」，並
以同樂為主軸，規劃適合親子共同參與的生態體驗及
晚會等活動，期盼讓父母與小孩皆能享受其中。

為因應時代所趨，淡水福容首次挑戰與阿基師直播賣
房，成果斐然。「網路媒體的力量真的無遠弗屆。」
這使戴瑞宏在驚訝中，意識到網路時代的來臨，也勢
必得改變原有的行銷手段。除傳統的雜誌、電視媒體，
他將目標轉換到新媒體市場，積極與網紅、部落客合
作，累積網路聲量。即便網路世界成為行銷新戰場，
經營上有與時俱進的必要，但戴瑞宏認為，最重要的
仍是堅持服務品質，帶給旅客最好的體驗。

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米君儒從事表演藝術多
年，在政大 EMBA 財務數字與行銷的洗禮，讓她成
功融合藝術與商業價值；後於基金會陸續推動「閱
讀分享計畫」及「帶一本自己看不懂的書回臺灣」
等計畫。推廣閱讀之餘，也從中實踐「分享」及「陪
伴」等價值。

「閱讀分享計畫」募集各地書籍，需要書的學校或
機構、社群只需提出申請緣由，基金會便會將書傳
遞到下一個愛書人手中，至今已轉贈超過 200 萬
冊。對此，米君儒強調：「我們不會把數字直接解
釋為閱讀素養提高，它（轉贈書數量及志工數）更
真實的顯現出了別人因為信任我們，願意持續參與
這件事。」

然而，米君儒回想曾在收書學校看見書被整齊放在
高處，像被小心收藏的獎牌，讓她發現這不只是

獲選為中央研究院第 20 屆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曾任教育
部長的政大教育系校友曾志朗，分享自己日前至牡丹國小建立
第 329 座「愛的書庫」的經歷，累積至今，愛的書庫計畫達到
80%書本流通率，九月甚至有 16 座書庫被借空。在教育部長
任內，曾志朗訂定了幾項重要教育政策，首項就是推動閱讀，
此一政策帶動學校師生、家長，以及民間基金會的積極投入，
持續 20 年至今不墜；臺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愛的書庫」便是
其中之一。為提升偏鄉小學學童的閱讀素養，曾志朗只要得空
就以基金會董事代表出席揭牌活動，為給予提供贊助的企業、
熱心參與的學校、地方人士鼓勵。看到偏鄉學童及家長的改變，
他神情激動地說，一路跋山涉水的辛苦都不算什麼，歡喜地跟
我們細數一個個動人的故事！

本報記者 姜期儒訊

本報記者 郭宇璇訊

本報記者 劉文琳訊

米君儒執行長發揚共享價值 ( 攝影：秘書處 )

淡水福容大飯店總經理戴瑞宏以獨到的經營策略，
在動盪中另闢蹊徑，挺過疫情（攝影：秘書處）

	
首座愛的書庫 2005 年於南投草屯的虎山國小設立，經由眾人的努力共同促成，包含企業界的鼎
力相助和許多學者在計畫設計上的構思。曾志朗對執行長陳一誠和工作人員的努力讚譽有加，對
基金會董事長廖祿立的用心投入也深為敬佩，但其中令他最印象深刻的，是新竹物流的司機們，
冒著風雨將一箱箱沉重的書籍扛到山上的景象，當時有司機說：「小時候沒有書可以唸，現在看
到自己家鄉的小孩子可以有書讀了，再怎麼苦也幫他們搬上來。」新竹物流甚至為此計畫特別設
立公益物流，令曾志朗感動不已。
	

談到擔任淡水福容總經理一職的契機，戴瑞宏笑
說：「我是帶著政大的畢業證書來的。寫完論文的
隔一個禮拜，就拿到錄取信了。」原在施華洛世奇
（SWAROVSKI）賣水晶，還獲得全球最佳員工的殊榮，
但他不因此自滿，反而選擇到政大 EMBA進修。在政
大的進修過程中，戴瑞宏認為，除能認識志同道合的
朋友、重溫學生時代的生活外，能讀懂財報是最大的
收穫。綜合過往擔任行銷業務的經驗，使他成為更全
面的商業人才，也因此在因緣際會之下，讓福容董事
長相中他經營管理的能力。「讀完書，再去學以致用
這一塊，是真的很有幫助。」戴瑞宏感性地表示，若
未來還有機會，他還是會到政大進修。

戴瑞宏自嘲自己不喜歡輸，從小就有好強的性格。即
使面對現實的阻礙與考驗，他仍相信每天重複做對的
事情，一定會有效果。「其實我不太容易放棄一個事
情，我的員工都知道，被我咬住的事，我是會追到
底的。」自律而堅定的處世態度，跟著他一路
走到現在的位置。最後，戴瑞宏也勉勵
政大學生：「只要正確的事情重複
做，有一天離成功就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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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心理學者曾志朗
打造未來高教
和推動閱讀教育

米君儒說故事
誠品文化藝術基金會
藉書促成分享與陪伴

捐書與收書那樣簡單。即便誠品擁有高聲譽及影響
力，「我們努力讓閱讀在生活中成為日常。」

「閱讀這件事可輕可重。」米君儒指出，在資源較
匱乏的非都會區，試著將書放在便利商店、早餐店
等日常必經之處，讓有興趣的孩子隨手可讀，無形
中養成孩子的閱讀習慣，像喝水一樣自然。	

與燦爛時光東南亞主題書店合作的「帶一本自己看
不懂的書回臺灣」計畫，則是廣募東南亞各國書籍，
讓在臺新住民有更多閱讀母語書籍的機會。米君儒
說明，此計畫是希望「讓每個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

透過閱讀來陪伴」，新住民母親
能為孩子朗讀母語書，外籍看
護也能跟照顧的長者分享書中
故事。	

米君儒認為，當今社會很「躁」，若人
人能關注生活中身邊發生的小事情，適
時對身旁的人伸出援手，就能讓世界變得
美好一些；也鼓勵政大人保持「務實」的
優點，在變化迅速的當下能腳踏實地，在
努力與世界接軌的同時，「仍然維持踩在
土地上的質感。」

推動閱讀，不僅僅只是提供書籍而已，更要鼓勵家長和老師帶
著學生閱讀。此外，曾志朗也積極引入閱讀的科學研究，為了
建構語言及閱讀能力提升的有效方案，消弭知識落差所帶來的
生命落差，他帶領師大嬰幼兒實驗室的團隊成員和宜蘭羅東醫
院醫生，在當地做腦神經發展的相關研究，發現這些孩子長期
下來字彙量增多、說話語句增長，學童的家長也連帶受到影響，
並有延緩腦部老化的現象，許多孩童母親過去雖然沒有閱讀習
慣，但為了講故事給小孩聽，也時常進出當地圖書館找書讀以
充實自己。為了培養孩子閱讀，家長自己也因而建立了讀書習
慣。不單宜蘭之外，他也推動和愛的書庫合作，計劃在南投成
立科研據點，並擴及到花蓮、臺東、離島澎湖，以便系統性的
蒐集、比較偏鄉和都會區不同族群的嬰幼兒閱讀發展，以及高
齡族群的認知功能退化資料。

	
曾志朗除了致力於偏鄉教育，也曾擔任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以下簡稱台灣聯大
系統）校長，對臺灣學術體系變革有著巨大影響。台灣聯大曾在 2017 年爭取到
全球頂尖研究機構馬克斯普朗克學院（Max	Planck	Institute）至新竹設立研究
中心，也設立「信義榮譽講座」，引介研究誠信規範的討論、開授課程和舉行
工作坊，並由交大團隊編列臺灣所有研究生必修的學術研究倫理線上課程，至
今全臺灣超過65萬的大學師生和研究者上線註冊並通過檢核。結合清大、交大、
中央、陽明大學四所頂尖大學的台灣聯大系統，曾志朗在卸任系統校長之前，
也促成政大加入，集合五校的學術能量，達到單一大學無法做到的事，為未來
高教開創新局面。
	

身為政大傑出校友的曾志朗說：「多少年來政大就是一個有實力的學校，但是很多地方都是個人
單打獨鬥。」結合人文關懷的科技是未來趨勢，在臺灣沒有比政大更適合去關心這些事的大學，
政大身為「全亞洲人文大學，應該開始去思考什麼是未來的科學。」也因政大具有人文社會科學
的優勢，曾志朗表示：「為了臺灣未來的永續發展，台灣聯大非常歡迎政大的加入！」他也會戮
力推動促成，期透過各校頂尖特色，共同培育全方位跨域人才。

曾志朗致力偏鄉閱讀教育，也對臺灣學術體
系變革有巨大影響（攝影：秘書處）

正確的事情重複做

離成功就不遠

戴瑞宏



「政」需您的支持   成為學生的希望曙光！

Line 官方帳號正式上線
校友活動消息不漏接！

政大校友
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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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稅額 )

L

安江的外匯券
中國時報社長兼總編輯  王綽中 90 年代初期到北京採訪，當局規定境外人士

( 指外國人及臺港澳居民 ) 必須使用外匯券，
臺灣人也不例外。

當時六四剛過，大陸處在封閉狀態，外匯奇
缺。100 美元可以換 500 多外匯券，但在黑市
100 美元可以換到 900 多人民幣，絕大多數在
大陸工作、旅遊的臺灣人仗著同文同種，都是
使用人民幣。

在採訪時認識了一位日本媒體好友安江，他其

實是在東京出生的第二代華僑日本人，中文流
利，完全看不出是外國人。我們聚會用餐時，
安江結帳一定是付外匯券，後來，我實在忍不
住問他為什麼不用人民幣，安江說：「我們日
本人在中國是不能犯錯的！」

中日兩國因二戰歷史恩怨，多數中國人對日本
人都沒有好感，日本人在中國生活也是戰戰兢
兢的。日本媒體一向非常重視中國新聞，在中
國各地都派有記者，90 年代日本主流媒體，
無論報紙、電視、通訊社，一般都在北京設立

中國總局，同時在上海、香港、瀋陽、廣州，
甚至西安、重慶、成都也設有支局。

曾多次來過臺灣的安江，離任北京前曾跟我
說，他和他多數的同事最希望調派的駐地是臺
灣，因為臺灣人對日本人比較友善。安江的這
些話發人深省，也印證了當前日本與兩岸關係
的現狀。

廣告收益捐贈校務基金專戶

<   # 政議論棧   >

政大人    no.3

政      點服務 7



N
ov. 15     2020

needs of NCCU. It also strives to develop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fields such as the humanities, law and business, 
communications,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with an 
equal focus on teaching and real-life application, and to create 
a thoroughly distinct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hat integrates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n doing so, 
the College will help to usher NCCU's legacy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into the digital age, and thereby 
develop a potential long-term niche as it moves toward a vision 
of an economy based on digital brainpower and knowledge. 

The newly established College of Information will not only 
comprise departments and programs from the original 
College of Science, it will also include three new academic 
programs: the Data Science Bachelor's Program, the 
Intelligent Computation Bachelor's Program, and the 
Information Security Master's Program. As such, it 
will meet future demands for more well-rounded 
information-based education and fulfil its responsibility 
as a university by asserting an even greater influence 
on society.

  VicePresident

NCCU          Spotlight8

Founded 93 years ag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as 
produced 140,000 graduates located in regions across 
the globe. It recently set up the NCCU World Alumni 

Associat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Chang King-
yuh, explained that the main goal in establishing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was to pool together the resources of NCCU's 
140,000 alumni, to convert these resources into momentum 
for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and to creat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alma mater and alumni characterized by 
close integration, mutual support, and common goo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CCU 
World Alumni 
Association  

Uniting 140,000 NCCU Alumni 
through the University Motto of 

Harmony, Independence, 
Balance, and Pre-eminence

NCCU to Actively Promote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on - 
Connecting Technology to Innovation in the Humanities

As big data and AI become irreversible trends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rapidly grows in popularity, how do 
we face the demands and challenges of educational 

models in this brand new landscape? With its emphasis o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CCU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a way to synthesiz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every are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reby add 
value. It possesses a unique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interdisciplinary and cross-domain training and a particular 
focus on research.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the College of Information 
convened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e end of July this year, and 
subsequently commenced work on related procedures, taking 
on a variety of suggestion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competitiveness, the College will uphold a series of values: 
It will display unique characteristics, coalesce its resources, 

Th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Alumni Association, Chang King-yuh, explained that the main goal in establishing the global 
organization was to pool together the resources of NCCU's 140,000 alumni. (Photo: Office of the Secretariat)

Correction

In the previous English edition of My NCCU, Professor Fang Ming Chen's job title was incorrectly translated. His correct title is Chair Professor at the NCCU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e extend our sincerest apologies to Professor Fang Ming Chen and to all of our readers.
In the future, My NCCU will maintain its attitude of enthusiasm, rigor, and professionalism as it continues to report on news related to NCCU faculty, students, and alumni.
 
Sincerely,
Editorial Staff of My NCCU

Over the decades, alumni have attained outstanding 
accomplishments in a number of fields, including diplomacy, 
foreign languages, communications, law, taxation, land 
administration, finance, and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For 
example, starting from 1980, 12 of the 19 director generals of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have been NCCU alumni; 
and since 1990, NCCU alumni have accounted for six of a 
total of 14 foreign ministers. NCCU is a cradle for the country's 
most important leaders.
 
Alumni representatives, such as former National Policy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Jinyi Qiu, and Academia 
Sinica academician, Ovid Tseng, delivered remarks during 
the Inauguration Meeting, expressing respect and gratitude 
for their alma mater. The Minister of the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and former NCCU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Chen-Yuan Tung, also attended the event and delivered 
remarks.
 
The World Alumni Association (WAA) consists of alumni 
associations from each academic department and college, and 
every region both in Taiwan and overseas. These associations 
selected a total of 35 members and five supervisors for 
the WAA, with recommended candidates including former 
NCCU President, Chang King-yuh, former Senior Adviser 
to the President, Hu Wei-chen, Chairman of Mega Financial 
Holdings, Chang Chao-shun, Vice-chairman of Shin Kong 
Financial Holding, Chou Chun-chi, Chairman of Daikin Inc, 
Antonio Su, Founder of Sinyi Group, Chou Chun-chi, and 
Chairman of Actr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u Ming-kuang. 
Meanwhile, senior consultants for the WAA include successful 
alumni from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such as 
Francisco Ou, Timothy Yang, David Chung, Lin Hsiang-nung, 
Kao Koong-lian, and Shen fang-cheng.
 
The WAA stated that, in addition to well-established alumni 
associations in cities across Taiwan, as well as in California 
(US), Malaysia, Hong Kong, Shanghai,  Bei j ing, and 
Melbourne, other alumni organizations have gradually been 
set up in recent times, both locally and overseas. Indeed, all 
NCCU departments have established alumni social clubs to 
vigorously promote alumni services.

integrate various disciplines, keep a 
handle o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s, and 
engage in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In establishing the College 
o f  I n f o r m a t i o n ,  N C C U 
hopes  no t  on l y  t o  be 
able to keep a real-time 
pulse on 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n d  c o r e  e l e m e n t s 
o f  c u t t i n g - e d g e  A I 
technology, but also to 
more fully connect this 
core technology with 
the particular academ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