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大人    no.4

（新聞內容詳見第三版）

去年 11 月，蒙郭校長之邀回校任職，就如何提振校友
服務與產學合作略獻微勞，榮耀之餘頗感雙肩沉重。
 
政大建校 93 年來，散居全球的畢業生在各個領域中出
類拔萃，頭角崢嶸，更在臺灣現代化進程中留下深刻足
跡。惟在忙碌之餘尚能與母校時相往來者仍為少數，平
日聯繫多賴校友會資深學長義務為之，惜限於人力財力
以致舉步維艱。故此，校方責無旁貸，決定針對校友組
織與服務工作詳細規劃、研擬方案、切實執行，俾能凝
聚校友情誼，並為母校校務推展扮演有力推手。今年 10 月 31 日，世界校友總會成立，目的即在
現有基礎上挹注資源，增強實力，擴大服務範圍。
 
至於產學合作，旨在結合工商業界以收相輔相成之效，促進整體社會進步。老師可利用產業平台
進行調研，也為學生爭取實習或就業機會，企業則從理論分享及培訓中調整營運方向，帶動產業
升級。單以輔導就業來說，從教室到職場的距離往往十分遙遠，教育工作者自不容視而不見。政
大以人文社會科系為主，除商學院與業界交流順暢外，其他領域猶待大力耕耘。
 
我從不排斥困難但富有意義的使命，即便邁入古稀之年，依舊樂於承擔重任。不過一年來，發覺
公立大學內部問題頗多，如行政人員待遇少、職級低，攬才不易，且法規陳舊限制過多，有礙工
作效率與改革腳步。最嚴重的還屬經費，不但比起歐美名校差若天壤，連對岸頂尖學府也較我校
高出十倍以上。
 
當然，政大人向來擁有淬礪奮進，勇往直前的精神，這是傳承百年榮光的動力，也必將成為我們
迎向艱鉅的最大能量！

         副校長

本校於 2020 年初申請加入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獲大學系統同意後，並分別經陽明、交
通、 清 華 及 中 央 大 學 校 務 會 議 支 持， 將 續
送教育部核定。預計明年初，政大將成為台
聯大成員。經此，台聯大將是一個擁有超過
3,000 專任教師及 60,000 學生的大學系統。
從此，五校將共享資源，並在教學、研究上
充分合作，共同履踐大學社會責任。頂尖大
學強強聯手，共同打造領航臺灣的國際一流
大學系統。 

校長郭明政表示，本校的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與各校理、工、醫及生命
科學得有互補成效，在人文社會科
學方面也將有加乘效果。本校開設
26 種外語及華語教學課程，是培養
跨國移動能量的利基。他強調，大
學系統除了分享學校資源，跨校選
課、雙輔以及跨校轉學等「國內留
學」措施，將提供同學更為寬廣的
學習場域。 

未來五校間的交通車，將有所調整、
增加，使得五校間的往返更為便利，

校長郭明政（前排左四）、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前
排左三）率兩校團隊合影（照片來源：國立清華大學）

跨校選課措施將更易達成，「國內留學」也
更易實現。如此，考上一所大學，形同考上
五所。 

郭明政表示，高教雖已進入網路平台、遠距
教學的時代，但實體授課仍有其絕對價值。
大學，不只在課堂學習，更在教室外的校園、
在社會中對話和體驗。今後，政大的學生不
只在指南山下，也將和其他大學系統的成員
共享校園生活，也歡迎其他大學系統的師生
前來政大，共享政大的校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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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許靜之訊重視南島語原民計畫　
臺灣轉型正義關鍵時刻　
反思原住民保留地

校長郭明政致詞表示政大十分重視原住民研究、南島研究，也提出與部落合
作的計畫（攝影：秘書處）

第三屆原住民族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論壇於日前舉行，
由本校「土地政策與環境規劃碩士原住民專班」、民族
學系、法律學系與地政學系主辦。此專班為全國唯一針
對原住民族土地事務提供專業訓練之碩士班，結合各方
研究與實務經驗，希望深化原住民族土地論述，並藉由
論壇的公開交流，促進社會對原住民族土地議題的認識。

有鑒於原住民保留地制度不斷遭遇挑戰，將保留地置於
整體原住民族土地架構思考的呼籲也漸增，因此本屆論
壇主題訂為「返思『原住民保留地』」，並包含「歷史
回顧：從蕃人所要地到原住民保留地」、「重要措施：
原住民保留地增劃編及其難題」、「流失危機：原住民
保留地的非法轉租轉讓」、「發展願景：原住民保留地
的集體利用」、「法制建構：原住民保留地制度的法律化」
等子題。

校長郭明政致詞表示，政大十分重視原住民研究、南島
研究，設有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原住民專班，在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中，也在社會責任與地方創生的部分，特別
提出與部落合作的計畫。

此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託付本校主辦南島十三個
地區的民族論壇，期許政大成為南島文化交流的推動者，
而本校也將設置南島講座，促成更多學術與社會實踐上
的交流和合作。除了協助同學出國留學，也讓帛琉、馬
紹爾等邦交國青年能到臺灣來，期許透過這樣的交流，
分享彼此的發展經驗，在文化的根基上，建立永續的發
展模式。郭明政強調 :「大學社會責任應該是讓整個社會
變更好、讓社會制度變好，也讓生活變更好。」

地政系主任孫振義首先感謝，在徐世榮老師擔任系主任期
間讓他到政大任職，使他有機會結識生平第一位原住民好
朋友——官大偉老師，因此展開對原住民更多的認識與理
解。孫振義也提到，他的研究室對面就是非常熱愛原住民
的王雅萍老師！他指出，王老師總是為了原住民相關議題
在部落間奔走，也是成立原民專班的功臣之一。

民族系主任王雅萍則感謝官大偉老師帶領原住民專班團隊
努力達成目標。她表示，今年論壇第一次報名人數超過兩
百人，參與情況熱烈，希望可以透過地政系、民族系、法
律系甚至歷史系等跨領域的專業，持續推進原住民土地議
題的研究，落實歷史正義、族群正義與土地正義。

國合處 訊

本報記者 林亭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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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警隊小隊長蕭敬義守護校園安全近 30 年（攝影：秘書處）

英 國 高 等 教 育 調 查 機 構 QS（Quacquarelli 
Symonds） 公 布 最 新 2021 年 亞 洲 區 大 學 排
名，本校在國際交換生排名位居全國第一，且
在亞洲 634 所高教機構中排行第 95 名，連續
五年位居亞洲區前百大，高居全亞洲前 15%
最佳大學。

QS 機構自 2009 年開始推出亞洲區大學排行
榜，依據學術聲譽、雇主聲譽、師生比例、教
研人員發表論文被引用次數等指標排名，但其
總排名的評比方式卻引起諸多爭議。例如，大
學排名量化指標注重論文產量與引用次數，且
以英語期刊論文為主，較有利於英語系國家及
有大量英語期刊出版的學科。對於論文撰寫相
對耗時，且深耕在地研究的人文社科大學相當
不利，造成每年在總排名上仍以工程、醫學、
生化等領域為主之高教機構獨具優勢。

民國 80 年就進入政大的駐警隊小隊長蕭敬義，即將邁
入在校服務的第 30 年，至今仍難忘民國 87 年震驚全
校的中山館縱火案。當時他甫升任小隊長即承受各方
壓力。為了盡快偵破案件，他在學校住了一個月，日
夜枕戈待旦，期間都沒有回家，只能睡前透過電話與
一雙兒女解相思。
 
縱火犯是就讀中山科學研究所（現國家發展研究所）
的夏興國，原任研學會總幹事與校務會議代表。因操
行成績過低，喪失校代與研學會總幹事頭銜後，他開
始衝撞校務會議，老師上前勸阻、制止，卻被扯破衣
褲。他對學校的怨氣愈漸高漲，便開啟了第一次報
復——縱火中山館。當時，蕭敬義馬上鎖定嫌疑犯夏
興國，掌握他的居住處，並在校園內啟用移動式排哨，
防範下一次突襲。

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夏興國再度前往中山館縱火。
這次他使用酒精膏，燃燒性較持久，警消人員打火到

儘管在如此不利的評鑑標準下，政大的學科排
名仍表現亮眼。QS 於今（2020）年 3 月公布
「2020 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本校在「人文
與藝術」與「社科商管」兩大領域，皆高居
領導性地位。如「政治與國際關係」、「現
代語文」、「傳播與媒體研究」三大學科，
名列全球前 150 名，與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
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美國塔夫
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德國漢堡大學
（Universität Hamburg）、英國伯明翰大學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等校相同學科
同列。其他學科，如財務會計、法律、商管、
語言學等，皆位居全球 151-200 名內；與柏
林 自 由 大 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BI 挪 威 商 學 院（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等國際名校之相同學科齊名。

本校學科優異表現在國際亦備受肯定，近期
獲 英 國 倫 敦 大 學 學 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在全臺大學中選定與本校交
流合作，並於日前完成雙方合作計畫書之簽
署，自明年起雙邊學校互相選送交換學生赴
對方學校進行為期一年的海外學習，未來將
進一步視雙方學生學習情形，再擴大合作方
式與課程內容。

此次最新亞洲區大學排名，本校在「國際來校
交換生」指標名列全國第一，為國際生來臺首
選，顯見本校長期耕耘全球杏壇，高度國際化
之成果。政大與全球 71 個國家、545 所大學
締結盟約，國際教育夥伴的數量，與其版圖分
布廣度，堪稱全臺高教之冠。本校 108 學年度
出國交換生共計 657 位，負笈 45 個國家，於
267 所世界頂尖大學交換學習；與此同時，政
大亦迎接 714 位來自 35 國、173 所知名大學
的國際交換生。

數年來，政大外籍生數量均穩定占學生總數

15% 左右，且來自全球 80 個國家。國合長
林美香表示，本校向來不受制式的大學排名
評比所侷限，始終以精進教學、深化研究及
服務社會為使命，並配合社會發展所需，培
育眾多各領域傑出人才。近年在全校師生戮
力同心之下，持續發展學校特色，如羅家倫
國際漢學講座、國際化與多元文化校園建置、
人文社會與數位科技的整合等。未來本校將
強調跨國、跨校、跨領域學習，啟動地方創
生的在地實踐，打造數位學習與無國界校園，
讓所有負笈政大的國際學子，切身感受臺灣
在地活力與非凡成就，並得到最優良的教學
及研究訓練。

半夜三、四點，才將火勢撲滅。不過，館內已付之一炬，
教授辦公室內的著作、研究燒得不剩，讓他們非常難
過、氣憤。最終在蕭敬義和警局聯手合作下，逮補夏興
國並依公共危險罪起訴判處 12 年重刑。

蕭敬義表示，中山館縱火案之後，校園陸續出現幾個模
仿犯，多在樓梯間放小火，且一天內多次縱火，讓師生
疲於奔命。為了杜絕學校再有重大損失，消防局便派駐
消防車在學校一個月，才平息祝融危機。此外，由於當
時監視器仍未普及，缺少縱火的直接證據，因此教育部
補助政大 900 萬，自民國 89 年開始建置監視設備，注
重校園安全，也成立校安中心至今；兩年前學校也投入
超過 1000 萬翻新監視系統，建設監控室，重要出入口
都有監視器，減少安全死角。 

隨著校園興蓋新建築，景色跟著物換星移。蕭敬義仍記
得，以前校園內多為矮建築，有「八號教室」，走道就
是長廊；莊敬九舍則是小山丘，花壇上有校訓「親愛精
誠」，九舍到游泳館是一片大草原，小橋底下還有河，
是指南溪的支流，但後來都被填平。「學校以前很美，
現在校景改變很多。」雖然壯麗的美景不再，對在政大
駐守近 30 年的他而言，這些都是刻在心底最美的回憶。

政大 QS 亞洲排名蟬聯百大　
 國際來校交換生高居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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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屆文化盃合唱比賽日前於四維堂舉行，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各系所多選擇充滿
希望與溫暖的歌曲，期盼透過歌聲，帶給觀眾
撫慰人心的正向力量。

文化盃合唱比賽為政大年末的重要活動。「文
化盃是政大很美好的一面，要一直唱下去，讓
這個美好繼續傳承、延續。」校長郭明政表示，
大學教育不僅限於課堂中，課外活動能促進學
生共同對話、成長，也是重要的學習。他也期
待參與同學能留下深刻的回憶，並能在世界的
各個角落盡情歡唱。

「唱出自己的心聲」為文化盃合唱比賽的重要
精神。不少系所以真摯且純淨的歌聲，傳達出
「珍惜彼此、珍惜當下」的意涵，讓比賽現場
少了競爭，多了溫暖。會計學系及社會學系皆

政大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啟正，同時是臨床心理學專家以及心
理系副教授，對於近期臺灣校園層出不窮的不幸消息，他認為

「預防同等於，甚至更重於治療。」因此，著手規劃一個以學生、
老師、身心健康中心出發的三級心理健康防護網，透過與各學
院師生的宣導、導師制度的配合以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的合作，
共同把關政大師生心理健康。

過去曾在長庚大學擔任副教
授的楊啟正，來到政大後發
現老師與學生的「契合度」
很高，令他印象特別深刻；
他表示，政大老師都很願意
為學生著想，而「學生要的
是一個穩定、安心的地方。」
政大老師願意為學生創造這
樣的環境，但往往許多導師
不知道如何給予學生協助。
透過定期與各院舉辦的研討
會，培訓種子導師，協助老
師們覺察與關懷行為異常的
學生，提供適當的諮詢資源，
楊啟正希望導師們知道：「你
的存在對同學來說很重要。」

辦公室擺放著同學們贈送的卡片，身為導師的楊啟正與學生關
係良好，他笑著說：「老師要會十八般武藝。」有學生心情不
好，他甚至會陪學生去喝一杯。他認為：「其實學生諮詢很多
時候都不是生病。」導師的作用在於適時傾聽學生所處的困境，
不論是課業、生涯或感情問題，透過深度討論來瞭解一個學生、
和他一起面對問題，成為學生最需要的窗口。

提到與聯合醫院的合作計畫，楊啟正期待同學將來能得到良好
且連貫的心理健康照顧，同時也希望學生瞭解：「心理健康是
要自己讓自己好起來，不能全然靠別人，而心理諮商或治療是
要試著讓自己學會變好。」網路上有許多免費的憂鬱量表，能
進行自我評估。同儕間如果觀察到同學有習慣上的改變，也可
能是某種憂鬱症的警訊；如果可以提前預防，並與導師、班級
代表共同追蹤有明顯症狀的同學，學生、老師、系所、身心健
康中心就會形成緊密的校園心理健康防護網。

同時，楊啟正也強調一級、二級心理健康預防的重要性，建議
校方可考慮未來開設心理健康相關通識課程，並非心理學概論，
而是純粹的心理健康課。他解釋，學生在大學階段會遇到許多
難關並產生不同的反應，某些同學會感到焦慮與不安，而開設
通識課程能幫助大家至少在知識層面學習如何應對這些負面情
緒，是大學生需要的重要資源。未來盼整合多方資源，建構完
善且牢固的校園安全網，使危機消失無形，接住每一個需要幫
助的孩子。

2020 校園馬拉松
不畏低溫風雨
近兩千人熱情開跑

儘管疫情造成許多運動賽事取消，政大校園馬
拉松為推廣全民運動的健康習慣，今年仍如期
舉辦。報名人數更是突破以往，近兩千人共跑
政大校園。校長郭明政、副校長朱美麗、王文
杰、教務長賴宗裕、財訊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雄鷹創辦人姜豐年等一早現身體育館，為選手
加油打氣。今年的主要贊助單位為日月光集
團，日月光財務長、本校經濟系校友董宏思及
夫人林世玲親臨現場，更帶領日月光跑團共襄
盛舉，感受馬拉松的青春熱血！

今年特地邀請雄鷹籃球隊的專業設計師推出新
的主視覺設計，從主舞台、起跑拱門到紀念運
動服都重新設計，以「“ ＷＥ” ＲＵＮ」與「跑
政大，政大跑」為概念出發，扣合ＲＵＮ的字
尾與ＮＣＣＵ的開頭，用跑道、巡迴、互助的
概念設計「Ｎ」字樣，呈現以跑會友、全民同
樂的熱鬧與活力，希望帶給參賽者新的感受。

2020 政大校園馬拉松一樣區分為跑馬組（10
公里）及走馬組（4.5 公里），並依男、女和
年齡細分為 7 組。女子跑馬競賽組由陳采丰
（30 歲以下）、傅及姮（31-45 歲）以及林碧
琴（46-60 歲）分別獲得各組第一名。歐西三
陳采丰連兩年獲得女子組 30 歲以下冠軍，今
年以 47 分 46 秒奪冠，她開心表示：「今天
天氣非常好，比去年有快了五分鐘。」平常持
續接受田徑隊訓練的她，今年也在全大運拿下
10000 公尺金牌。她勉勵大家無論天氣晴雨，
都要堅持跑下去。

男子競賽跑馬組則由梁名德（30 歲以下）、
黃少軒（31-45 歲）、王文志（46-60 歲）以
及蔡煥忟（61 歲以上）跑出第一名佳績。其中，
新聞四梁名德自入學以來，每年都在校園馬拉
松得名，成績也逐年進步。從大一時第五名、
大二時第二名，到大三、大四連兩年奪冠，今
年更以 41 分 20 秒成績獲得全場總冠軍。他期

許，畢業後仍能有機會以校友身分回來參與，
也期待校園馬拉松規模能逐步擴大，「越多人
的話，氣氛可以更好。」

心理四李宜錡克服肺臟移植後艱辛的復建過
程，順利完成 4.5 公里的走馬，相當開心和驕
傲。李宜錡高一時曾罹患血癌，後因骨髓移植
而產生肺部排斥，使肺功能下降，「那時候完
全沒辦法跑步，都是要坐輪椅、帶氧氣瓶。」
幸而在今年 4 月接受肺臟移植後，透過復健而
有所改善，「為了這個（馬拉松）所以有在練
習爬山、跑步，上禮拜也有參加器官捐贈的路
跑。」她語氣堅定地表示，感念器官捐贈者給
她重生的機會，她會繼續堅持下去。

政大校園馬拉松自 2015 年開始擴大舉辦，開
放校友、社區居民也能一同共襄盛舉。近年參
與人數也逐年提升、屢獲好評。未來也期許能
吸引更多跨區域的民眾，一起跑步之餘，也能
互相交流。

攝影：秘書處

身心健康中心主任楊啟正
推動心理健康防護網　建立友善的校園安全環境
本報記者 劉文琳訊

綜合報導

本報記者 吳季柔、吳展愛、郭宇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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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是愛與分享的節日，聖誕市集是販賣與陳列愛與分享的空間，
這是學生會活動部舉辦聖誕市集的理念。
 
在聖誕節前三日，來臺參訪的聖誕老人竟然遭遇不測？被綁架的聖誕
老人與消失的聖誕節，一時間人心惶惶。關於本次聖誕老人失蹤事件，
文山二十三分局隊長定位主要嫌疑人三名，與聖誕老人朝夕相處的麋
鹿（狄爾．魯道夫）；長期遭受家庭冷暴力的聖誕老婆婆；據傳想要取
代聖誕老人的小精靈 A。如此稀裡糊塗的聖誕節，在失去主心骨後，
聖誕老人後是否還能繼續下去呢？讓我們在 12/22-12/24 繼續看下去。
 
今年聖誕市集主題將會以帶點溫馨與幽默的童話故事，讓同學們參與
拯救聖誕節的行動中。其中由學生會自主發佈的拯救計畫，將會以「填
滿聖誕進度條」出發，透過學生們做一些具有聖誕精神或氣氛的活動，
如：和聖誕裝飾拍照、唱耳熟能詳的口水聖誕歌等。每累積一個進度將
會解鎖更多抽獎獎品，千萬不要錯過學生會為大家準備的聖誕奇蹟！

學生會 訊

聖誕老人被綁架了

究竟誰是兇手 12/22-12/24
揭曉！

？
！

財政系自選曲〈Gate Gate〉以英文、梵文歌
詞表現人們跨越文化差異、互相理解的喜悅
（攝影：秘書處）

校長郭明政（左三）帶領師長、校友等人鳴槍
示意起跑（攝影：秘書處）

傳院不分系自選曲為西班牙文四部合唱曲，搭配鬥牛士造型衣飾，吸引觀眾目光（攝影：秘書處） 韓國語文學系身穿韓服，獻唱韓文歌曲〈Take 
My Hand（손을 잡아줘）〉（攝影：秘書處）

帶來蘇打綠的〈當我們一起走過〉，使觀眾沉
浸在優美的旋律中，2020 年世界面臨巨變，希
望透過歌曲振奮人心。

金 融 學 系 演 唱 加 拿 大 民 謠〈J'ENTENDS LE 
MOULIN〉，加入彈指、拍手、打大腿等豐富
的肢體動作，吸引觀眾目光。地政學系則以改
編自詩人向陽同名詩作的臺語歌曲〈世界恬靜
落來的時〉應戰，唱出這首歌的濃厚情感。

除了幾種熟悉的語言，各組自選曲亦展現校
園多元、多語文化特色，如斯語系身穿紅、
綠色服飾，戴上聖誕帽，以溫暖的歌聲訴說
〈Ёлочка〉（小樅樹）故事中，小樹漸漸長
大、到在聖誕節茁壯的過程。財政系〈Gate 
Gate〉 以 英 文、 梵 文 歌 詞 表 現 人 們 跨 越 文
化差異、互相理解的喜悅之情。傳院不分系
〈Ritmo〉為西班牙文四部合唱曲，身著鬥牛
士造型的服裝，搭配整齊劃一的擊掌、肢體

動作，活潑十足又氣勢滂薄；企管系自選曲
為拉脫維亞歌曲〈Divi sirmi kumelini〉加入
小鼓、鈴鼓等樂器，生動又神秘地演繹歌曲
的神話故事。

今年各系無論在選曲、舞台視覺上皆充滿巧思，
最後從 22 組參賽系所中，評選出傳院不分系、
企管系、地政系為前三名，以及最佳指揮、最
佳合奏、最佳舞台呈現、最佳精神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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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場內放置「紅指二」公車看板供校友合影紀念（攝影：秘書處）

王文杰副校長出席致賀 ( 攝影：秘書處 )

南加州政大校友會新會長洪巍盼凝聚校友力量
扎根新血（攝影：秘書處）

柯樹人執行長 ( 中 ) 蒞校分享精采職涯心得 ( 攝
影 : 秘書處 )

畢業 30 年校友返校日
溫馨擺設勾動校園往事

本報記者 周佩怡訊

本報記者 吳季柔訊本報記者 張維容訊

2020 政大畢業 30 年校友返校日
於 11 月 21 日溫馨登場，不僅在
四維堂前擺設榜單看板，會場內
也放置「紅指二」公車看板、牆
面更掛著印有畢冊舊照的旗幟，
供校友喚起回憶。校友們隨著 90
年 代 歌 曲 三 五 成 群， 或 握 手 相
擁、噓寒問暖，或笑談照片中的
老同學，或於看板前合影紀念，
場面十分感人。

校長郭明政說明，未來將擴大校
友中心，整修道南新村校長的家
為校友會館，並與校友維持緊密
合作關係。他也以在四維堂前設
攤的福興鄉地方創生、50+1 社
會企業為例，期許校友「除了在
全球發光發熱，也能守護家鄉的
事物。」

會計系班級聯絡人石世杰表示，即使大家專業
領域不同，但感情還是很好，出社會後仍受學
長姐照顧。「老婆是就讀政大最大的收穫！」
他笑談過往的甜蜜點滴，當時雖然交通不便，
卻因此與同班的老婆在候車期間相識，最後開
啟自大一至今的一段佳話。

平時即定期聚會的銀行系關係融洽，校友林
明功更感恩同學及師長一直以來的幫助。他
提起在校時同學各有小圈子，但隨著年齡增

單的興奮，也憶起曾存放人事資料
及原民文物，現已拆除的紅樓。她
更指認出旗幟上其中一張照片的背
景：「有位同學畢業旅行要提早離
開，所以其他人在船上與他道別。」
見證政大三十年的成長，「新的同
學就帶來新的生命力！」她也非常
期待政大越來越好。

國貿系校友蔡素芬覺得，今年校友
返校日風格溫馨，現場擺設的公車
看板也勾起她的回憶。她想起當年
政大生晚上除了去公館，也會去遠
一點的士林夜市逛逛。若系所在指
南宮舉辦活動，一樣要靠此班公車
接送，因此稱「紅指二」連結政大
人的生活也不為過。蔡素芬認為，
政大不僅在學業上訓練她的思考能
力，更培養她關懷社會的態度，「自
己的人生志業是多做善事，以及做
環保的事。」因此藉著返校日的機

會，響應學校造福鄉里的計畫。

臺下校友們笑容滿面地聚餐，臺上精彩的表演
活動也輪番上陣。打頭陣的國標舞社帶來活力
十足的恰恰、捷舞與倫巴熱場；校史有獎徵答
則考驗著校友的記憶；政大振聲青年團更帶來
膾炙人口的《夢田》，以及由校友陳煒智、劉
新誠製作詞曲，獻給政大的《新雨》與《當我
們年輕時》二首歌，將場上氣氛炒至最高點。
活動最後由全體校友合唱政大校歌，為畢 30
校友返校日畫下圓滿的句點。

財政系校友洪巍當選南加州政大校友會新會
長，預計明年一月上任。他現任職於美國南加
州 HYTC 會計師事務所，兼任臺美會計師協會
副會長、政大世界校友總會理事以及洛杉磯臺
美商會青商部理事。他盼加強校友之間的鏈
結，凝聚校友力量推出系列職涯講座，協助政
大學弟妹前往南加州就業。洪巍笑說：「離家
鄉越遠越需要凝聚的力量。」
 
洪巍是 89 級財政系校友，也擔任第五屆政大
學生會會長，任內政績豐碩，中正圖書館地下
室 24 小時自修室就是他的代表政績之一。他
提及當時希望提供同學一個安心讀書的地方，
因此團隊積極與校方協商，成功克服晚上使用
率低、人員管控不易等困難。洪巍認為普遍來
說政大人具有包容性，然而在學生時期衝撞性
格比較高昂，面對衝突應該思考如何溝通，才
能進一步合作，尋求雙贏的可能。
 
他從政大畢業後，任職於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在事務所的的六年時間，他有感於臺
灣四大會計業分工精細，雖然員工能夠更熟稔
工作業務，卻也某些程度上限縮發展的空間。
為了拓展跨國性的專業領域，洪巍選擇前往美
國研讀會計學碩士，學習臺灣以外的稅務領域
知識，最後順利取得美國會計師執照。
 
受美國總統川普政策的影響，洪巍在求職期間
面臨外國人工作機會銳減的難題。他無奈表示
美國四大、十大會計事務所都不開放外國人申
請，「以前應徵有一半都是亞洲人，現在大概
是兩成。」洪巍後來以申請亞洲人經營的事務
所為目標，翻閱電話簿查找事務所電話，成立
加州臺灣人會計師群組，以便互相提供資訊，
他笑談自己是透過「電話簿」資訊與人際關係，
在夾縫中找到工作。
 
洪巍因為大環境變遷在求職路上走得曲折，他
決定要輸出自己的經驗，協助有需求至美國求
學、工作的學弟妹。他架設政大南加州校友粉
絲專頁，也成立年輕世代的通訊管道，希望善
用網路力量招募年輕校友，壯大加州政大人的
社群力量，整合資源並交流經驗；他也利用返

臺期間蒞臨政大，向在校師生說明南加校友會
即將推動的職涯經驗分享活動「南加政職人」，
並歡迎有興趣的系所師生能夠共同參與。
 
「南加政職人」計畫實現了洪巍參選南加校友
會會長時「經驗傳承」的競選政見，以及南加
州校友會「活力、資訊、文化與傳承」的方向。
「南加政職人」計畫預計依照法律、會計、外
交、政治與一般企業等不同領域舉辦職涯講
座。洪巍希望透過媒合校友與在校生雙方的經
驗與需求，以互助網絡的形式幫助校友會紮
根，達成「為校友會找新血，為政大找人才，
為臺灣找出路」的目標。
 
洪巍分享在政大時，他曾經棄修「中級會計」，
在職期間需要花三倍的成本彌補，到校外去修
習學分班。於美國攻讀會計學碩士時，又因為
「中級會計」額外的要求必須再次修課。但
也因為之前在職進修會計學的這門學分，讓他
剛好符合申請美國會計師應考資格時，被提高
的 150 個學分的要求。他笑著表示，過去想逃
避的終將會以加倍的成本在未來等待，他也以
自身經歷鼓勵政大學弟妹，「現在多做一些努
力，未來會成為你的幸運。」

64 級阿語系校友、圓桌會議顧
問公司執行長柯樹人從人人稱
羨的外交領域，到毅然闖盪會
展產業，並開創嶄新的國際成
就。他的精彩經歷，為職涯感
到迷茫的大學同學指引出不同
的思維。近日柯樹人應阿語系
之邀，為母校帶來會展產業與
未來科技趨勢的共舞，同時在
這變化萬千的時代中，認識自
己並瞭解如何自處。

榮獲 17 項「臺灣會展獎」肯定的柯樹人勉勵
政大人對自己的生涯規劃，要建立投資報酬率
（ROI, Return On Investment） 的 概 念， 要
估算花了多少時間及智慧投資自己，並能從中
得到什麼收穫，同時要「隨時磨利自己的工作
技能」。柯樹人也勉勵政大人永遠樂於探索、
不忘觀察學習，但也別忘記在忙碌的同時，也
留有與自己獨處的時間，並且對生命中遇到的
人們表達感激。他認為「誠信」就是拉拔自己
最好的價值，擁有自信搭配專業及國際化的創
新思維，是未來競爭力的關鍵。智慧、責任感
及包容心更決定一個人，能否從管理人提升至
領導人格局，進而開創自己未來的藍海。

柯樹人認為，我們所處的時代變化快速，即使
已經具有自主、多元、互動、語義網路內容、
人工智慧應用、三 D 設計以及數位資訊無所不
在等多項特性，而仍有高達 80% 的商業模式
尚未建構，人類仍然有極大的空間去發展，會
展產業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之一。

會 展 產 業 方 面， 依 據 會 展 內 容 可 以 分 為
「MICE」：會議 (Meeting)、獎勵旅遊 (Incentive 
Travel)、大型年會 (Convention) 與活動展覽
(Event/Exhibition) 等四大面向，其影響面更
擴及場地、餐飲、視聽音響、住宿旅遊，交通
旅運等，帶來的經濟效益，巨大可觀。而商務
會展參與者相較於觀光客所帶來的消費加值，
更是高出三倍有餘，全球先進國家無一不重視
這項極具經濟附加效益的會展產業。

柯樹人更進一步指出，未來會展產業發展趨
勢將與科技密不可分，而新冠肺炎疫情

帶來的衝擊影響科技研發走向，也深度
影響會展產業發展進程。雖然今年許多
會展因疫情而延期或取消，但使用線上

視訊會議（虛實整合）的機會越來越多，
連帶新科技設備 ( 如全像式投影 )、APP 及

人臉辨識的整合運用也越見成熟。他更預測，
人工智慧的應用或許會讓（客服機器人）成

為會展策劃人員的同事，而未來會展管理的專
業職能，也將產生「平台經濟」的綜效。

新會長洪巍推「南加政職人」 
凝聚南加州校友力量扎根新血

圓桌會議執行長柯樹人觀點：
「 跟自己約會、許精彩未來 」

64 級阿語系校友 89 級財政系校友

長，大家又多從事金融業，加上通訊軟體發
達，感情反而變得更好。林明功憶起沒什麼
經濟壓力的學校生活，「就是快樂上課、嘻
嘻哈哈的。」等到出了社會才深感時間流逝
很快，且因過去受惠學校許多，所以秉持回

饋社會的心，同學間相約，在能力範圍內為
母校盡一份力。

社會系畢業後不久，便擔任社會系助教至今的
張筱玲細數過去的記憶，不單提及當年看到榜

快訊：2020.12.05 阿語系系友會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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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辦先馳得點　印辦蓄勢待發
政大泰國辦事處成立屆滿週年

記政大兩位恩師二十年前題拙詩的方向指引

國合處 訊

國內高教受少子化及陸生減緩來臺衝擊，各
大專校院力拚招收境外生，其中泰國以華僑
眾多、中文相對普及的優勢，成為各校兵家
必爭之地。2019 年 12 月，於新冠肺炎肆虐
全球之前，政治大學校長郭明政便領隊開跋，
設點泰國曼谷，成為政治大學首設之海外辦

事處，為臺、泰兩國高等教育交流立下嶄新
的里程碑。

今年（2020）2 月政大順利聘任賴惠清擔任
泰辦專員，然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泰國政
府於 3 月宣布邊境管制、封城與宵禁等緊急

狀態，致賴惠清無法親赴本校
報到及參加教育訓練，國合處
因此以遠距方式為她提供教
育訓練；此後，也面臨各級學
校延後開學、分週或隔日上
課、嚴格管制校園出入等情形
之掣肘，而在極為嚴峻的環境
下辛苦耕耘。

身為泰國僑生的賴惠清，中文
及泰語皆十分流利，上半年度
以居家辦公方式協助政大翻譯
招生文宣、經營泰辦臉書，蒐
集當地高教資訊同時，也第一
時間提供泰國學生政大入學及
防疫訊息；即使封城，她也傾
力透過社群媒體宣傳政大，與
嚮往臺灣的泰國學子互動。

7 月 疫 情 漸 趨 緩 後， 賴 惠 清
開始出訪當地高中、參加 10
餘場線上或實體教育展。例
如 10 月 31 日 於 曼 谷 舉 行 的
“Dek-D's TCAS Fair 2020”
教育展，出席該教育展者多為
泰國本地高等教育機構，但已
在泰國設立辦事處的政大，

立即發揮駐地功
能，順利出席，
成為展場內少數
海外大學代表。
這是泰國今年疫
情下唯一一場難
得 的 實 體 教 育
展，與會人數超
過 15,000 人。
賴惠清認為，孩
子要出國留學，
父 母 最 在 意 的
就是「安全」；
在新冠肺炎疫情
下，臺灣相對安
全，距離也不遠，
自然成為泰國學
子 海 外 留 學 首
選。曾在臺灣留
學的她，也慷慨
分享食、衣、住、
行、育、樂經驗
談，幫助學生及父母更具體地描繪夢想藍圖。
    
賴惠清也表示，實體教育展的好處在於參加的
學生幾乎都對臺灣抱持高度興趣，很多學生都
事先查好了資料，無形中也增進了對談的效率。
她也不諱言，政大在泰國的知名度，還有很多
值得努力的空間。但充滿動能的政大泰辦，正
在積極拓展各種可能，亟待將政大介紹給原本
未規劃赴臺留學的學子們，透過實體教育展面
對面的互動，更能精準掌握學生負笈政大求學
的需求和疑慮，激發學生瞭解政大的熱情。

   
展望未來，泰辦將持續促進泰國與政大高等教
育交流，並深入經營與當地姊妹校關係。同
時，泰辦也將視野擴及鄰近的中南半島國家，
如越南、緬甸、寮國及柬埔寨等。又政大印尼
辦雖仍未實體開張，但已先搶灘設立服務專線
及社群媒體，由在印尼土生土長的政大校友袁
巧鳳提供入學諮詢，盼能在新南向浪潮中掌握
先機。經由泰國、印尼辦事處的成立，期待政
大與東南亞各國的高教合作能有極為亮麗的發
展與成果。

余素愛詩，中學即有嘗試之作，曾輯成噶瑪蘭之什；有幸大學赴
試錄取，上成功嶺參加大專學生集訓班八週暑訓，又吟得成功嶺
之什；負笈華岡，風雨四載，詠就陽明山之什；畢業典禮後，侍
母遊動物園，又輯成圓山行之什；參加第一屆國家建設研究會，
更吟就國建會之什；在政大攻讀研究所期間，復撰成指南山之什；
累計約有三百餘首，於是虔祈師長品題，而高師仲華與成師楚望
均欣然為題五言近或古體絕句，皆針對我不成熟之詩作，有所指
示。

仲華師 ( 高明 ) 係就心月樓名，指引詩人吟詠之心靈應與天上的
明月同其清朗，要達到心月雙清，晶瑩剔透，圓融善美，亦即天
人合一至高之境。短短二十字，就涵蓋了努力的目標、進路以及
詩的整體風格。二十年後，中華學術院詩學研究所李所長嘉有教
授見此詩，即讚佩有加，評為「氣象高華，清新淵雅。」

楚望師 ( 成惕軒 ) 則針對我當時正在研讀黃景仁《兩當軒詩集》
（民國十四年掃葉山房石印本），有感而發，緣當時年少無知，
偏愛其「一星如月看多時」、「枉拋心力作詩人」、「似此星辰
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等綺懷麗句，難免依樣葫蘆；因而
特點化白居易於唐文宗大和四年 (830) 在洛陽城任河南尹時所作
〈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
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

徵稿說明
一、文章字數上限 500 字，請以 word 檔案及繁體字文本投稿，亦歡迎附上相關相片 1 至 2 張。
二、文章請用本名發表，並請提供 30 字的作者簡介、畢業系級供刊登之用。另請附上聯絡電郵及電話，或是 LINE 等社群帳號以供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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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高樓上，吟心似月清，
是心還是月，心月總晶瑩。

長裘蓋洛陽，志在溥其澤。
願為白香山，莫作黃仲則。

60 級中文系博士班校友陳慶煌    淡江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Dek-D's TCAS Fair 2020 泰 國 教 育 展（ 由 左 至 右 畢 業 校 友 Natthaporn 
Podmonpiti 到場支援、泰國辦事處專員賴惠清）（照片來源：國合處）

泰國辦事處專員賴惠清日前與駐泰臺灣教育中心共同參加大學
教育展（照片來源：國合處）

洛陽城」相勉。意謂作詩立志須抱持悲天憫人的胸懷，朝勤政愛
民的偉大理想而努力。嘉有教授評此作為：「語重心長，恆持早
歲成名作〈愁霖賦〉之志氣與心念，以天下蒼生為憂，不愧有北
宋歐陽永叔之高風雅範！」

政大二位師長的大作，二十年後在紅並樓的因緣際會，能獲其同
輩如此的高度肯定，連書法墨跡也一併稱美，當下內心自然更加
的珍惜與寶愛，於是歸後謹識如上，復詠成古詩四句云：

政大人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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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跑遍 47 個城市巡演、登上小巨蛋舞臺
7 次，更榮獲 3 座金曲最佳樂團獎，但魚丁糸
團長──可田（原蘇打綠樂團團長阿福，本名
何景揚）完全沒有明星架子。身穿簡單的白色
T 恤、黑色長褲與運動鞋，何景揚一進休息室，
便綻放出暖男微笑。自蘇打綠 2017 年休團以
來，何景揚暫時脫去團長阿福的身分，投身策
展領域。由何景揚策劃的《曙光祭 REBORN-
免廢收聽》，為亞洲第一場「零廢棄」音樂節，
不但創下 50 萬人次的紀錄，更獲得 2020 年
日本 Good Design 獎，音樂結合永續的理念
備受肯定。 

有感於近年層出不窮的負面新聞，何景揚語重
心長地說：「如果我的孩子長大，看到這個社
會又在那邊罵來罵去，這邊殺人那邊又幹嘛。
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此擔憂之下，
他化悲憤為力量，期盼能運用自身的專長與影
響力，為社會盡一份心力。三年來，他參與策
劃臺北燈節、重新規劃華山站貨場，甚至帶領

茄子蛋樂團於 2018 年金曲獎榮獲「最佳新人獎」
與「最佳臺語專輯獎」，並創作出〈浪子回頭〉、
〈浪流連〉等多首暢銷金曲。樂團主唱、98 級廣
告系校友黃奇斌以貼近社會基層的主題、略帶滄
桑的渾厚嗓音，讓許多不同世代的「浪子」憶起
過往，喚起許多人內心深處的感動，也讓〈浪子
回頭〉一曲於 YouTube 創下一億次觀看數的佳績。

「創作這件事必須是誠實的，你向觀眾訴說多少，
觀眾自然會回饋你多少。」對於臺語歌，也許這一
世代的年輕人會存在些距離感。但對黃奇斌而言，
許多事情是很直接的，訴說不同的事情，會使用不
同的語言。音樂是一種語言，作詞作曲也是一種語
言，「那就是一種語感，誠實的表達我這個人，全
心向大家訴說，如此才能走進更多人的心裡。」

畢業後身旁的朋友們開始就業，談論的話題圍繞
著職場，讓全心投入音樂的黃奇斌漸漸與朋友沒
了共同話題，微薄的收入也使他害怕與人做比較。
「其實那段時間是自卑的。幸運的是，我能寫出
這樣的歌。」黃奇斌的言語中不斷傾訴著感恩，
直到現在仍對一路相挺的貴人與團隊滿懷著謝意。
「幸好我們是一個樂團，都有人會撐著！」

「導演（鄭有傑）跟我說，我的配樂在這部電影裡面，不只是陪
襯的音樂，它也是一個角色，是電影裡每個角色的內心與內在。」
獨特的聲線、緩緩道出自己的音樂如何在電影中作用，她是法
蘭，以《親愛的房客》甫拿下第 57 屆金馬獎最佳電影原創音樂。

在電影開拍前，法蘭就已經讀過兩種版本的劇本，並花了一段時
間做主題旋律，「我那時候讓自己沉靜，不太跟朋友出去玩樂、
跟太多人接觸，讓自己停留在自己的世界裡面。」鄭有傑不太給

本報記者 姜期儒訊

本報記者 林柔榕訊

本報記者 許靜之訊

照片來源：非常棒 FusionBomb

攝影：秘書處

臺灣創作者遠征紐約舉辦《WOW TAIWAN》，
而主打「永續價值」的音樂節《曙光祭》也有
亮眼的成果。

何景揚自嘲：「我們其實做了一個沒有人看得
懂的事情。」曙光祭一年舉辦五個場次、不將
經費用於表演卡司，反而以推廣永續生活態度
為本，嘗試打造一個創新的音樂節形式。「我
們夢想可以成為臺灣的 FUJI ROCK（日本富
士搖滾音樂祭），但臺灣每個音樂祭都想成為
FUJI ROCK 啊，怎麼可能？」他解釋，曙光祭
以永續為宗旨，就是希望突破同溫層，讓所有
人體驗全新的生活型態，而不只是停留在音樂
本身。

「政大每件事都很有趣，任何事欸！」談起在
政大的學生時期，何景揚笑容滿溢。政大學生
爭行人路權、吉他社第一次在行政大樓前辦表
演等經驗，皆豐富了他的學生時代，然而影響
他最深的還是政大的老師──現社科院院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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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金馬最佳電影原創音樂得主法蘭
在變動中保有自己的步調

黃奇斌「茄子蛋」樂團路

參考音樂，唯一給的具體方向是「帶著懸念的溫柔」，法蘭就嘗
試讓自己空白地進入電影初剪，重新進去感受裡面角色的情緒與
狀態。

「以音樂創作者角度去感受故事裡的酸甜苦辣，用自己的方式創
作出來，這樣的方式不但互相尊重也很有趣。我不是專職作配樂
的人、沒有那麼 SOP。」法蘭是法蘭黛樂團的主唱，她認為做
配樂與個人創作相較，其實很不一樣。在做配樂時，她會跟著影
像、跟著角色的情感走；而做自己的創作時，以個人內心的抒發
為主，但因為歌有長度限制、段落安排的考量，因此需要較強的
邏輯性。不過法蘭也說，即使帶著空白的靈魂做配樂，還是會在
創作中找到自己投射的影子。

在個人創作的路上，法蘭說，法蘭黛是慢產的樂團，由於不多產、
似乎比較沒有挫折。因此，比起挫折，讓她感受深刻的其實是「變
動」。「有時候會發現，你十年前的東西已經不見了，不知道怎
麼找回來。」不見的東西可能是一種純粹，也可能是一股勁。當

茄子蛋一路走來感恩惜福，感謝許多貴人的一路扶持。左起蔡鎧任 ( 左 )、黃奇斌 ( 中 )、
謝耀德 ( 右 )( 照片來源：茄子蛋 )

回想起大學時光，猶如昨日一般。廣告系四年、申
請到知名廣告公司計劃及曾考上演員訓練班的求
學經歷，讓黃奇斌對於商品以及品牌經營，往往能
夠看得更透徹。「茄子蛋就是個品牌」，包裝、行
銷、分析顧客來源與比例，許多幕後臺前的工作都
要兼顧。「辦活動、做音樂、做專輯，每件事都是
一個 project，就像以前做分組報告一樣，大家共
同合作呈現出來的，就是茄子蛋的品牌精神。」

對黃奇斌而言，與同儕的相處是最重要的事情，
許多事都是從生活中學習。他除了在校內餐車打
工、承接配樂工作、廣電系畢業製作，也曾報名
金旋獎。儘管當時並未得獎，但卻從中發現自己
喜愛的音樂模樣。

「積極樂觀、感恩惜福」、「大學生認真玩、多
運動、照顧健康才是最重要的！」黃奇斌勉勵政
大人善加利用大學時期做自己想做的事，積極從
生活中找尋人生目標，並且對周圍人事物抱持感
激。也正是因為當時的勇於嘗試，他才能認識如
今共事的團員，而有了現在的「茄子蛋」，在臺
灣樂壇譜出閃耀成績。

明修，以及兼任教授蕭武桐。何景揚首先感謝
江明修讓他投入社會關懷領域，並分享蕭武桐
獨特的上課風格，「有個老師上課突然跟你講
人生大道理，畢業還在那邊念誦文幫你祈求未
來，你會覺得這個老師真的太棒！」他笑道。 

何景揚認為，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複雜多
變、極盡未知的世界，「努力」已不能確保光

明的未來。他透露，明年曙光祭將稍微轉型，
除更貼近生活，也會增加藝術體驗、親子活動
等。不變的是，何景揚日後仍秉持以永續為目
標，做更多藝術層面導向的事。此外，他也勉
勵政大學生不斷充實自己的知識，用不同的面
向看待社會。「大數據雖然便利，但要有能力
去挑戰這些，去找回事情的本質；去重新認識
自己，才有能量重新認識這世界。」

意識到一路上都在掉東西、卻撿不回來時，總讓法蘭覺得有些可
惜。「人都會改變，像我們團也有團員上的變動。」經歷十年，
人的目標與方向都會變，目前法蘭黛其他團員都各自忙碌於其他
事情，而法蘭準備製作的下一張專輯就將以個人創作為主。

畢業於廣電系的她，憶起在政大的生活，法蘭認為是一個「養成」
的過程。「廣電系老師都很有藝術細胞，教育我們的事情跟外面
不太一樣。」法蘭也笑說，到傳播學院上課需要爬山，其實是一
種對心性的養成；而木柵與市中心離得遠，潮濕的天氣又讓人容
易多愁善感，「這些在十幾二十歲發生的事，其實就是會潛移默
化到自己內心裡。」

法蘭說，小時候總會想像自己會變成什麼樣的大人，而她覺得自
己十分幸運，有一天回頭的時候，一定會感到知足、快樂。即使
有艱苦的時候、也遭遇過苦澀的事情，現在仍然可以自由自在地
寫寫稿、做做音樂，「我有變成我想要成為的那種人。」她語帶
堅定地說。

魚丁糸團長可田打造「零廢棄」音樂節
音樂人的策展魂

藝術是生活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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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110 年 1 月 31 日，政大創新園區 Innovation Hub 限時優惠價每月 1000 元，歡迎政大師生及畢業校友踴躍進駐！
若有場勘需求或有進駐申請相關問題，歡迎洽詢：研創中心 曾瓊瑩編審，校內分機 69326，jtseng@nccu.edu.tw

文山茗想曲－－
茶香與花香的邂逅
歷史系三年級  邱惠茹 這學期修習新聞系與創新與創造力研究中心合

開的「地方創生 – 大文山茶產業與文化傳播」
課程，踏上「臺北茶路」之旅，意外來了一場
茶香與花香的邂逅。

10 月 31 日上午與同學搭車經過蜿蜒山路，抵
達新北市深坑區阿柔洋的「青山香草教育農
園」，受到園主高春燕的熱情接待。放眼望去
她的農園可以發現到有機栽種的「武夷」與「青
心烏龍」茶樹以及其他豐富的植物種類共生。

春燕姐帶著我們穿梭農園，讓我們用視覺、
味覺、觸覺、嗅覺去「感受」認識這些植物，
仔細介紹它們的名字、特性。在青山香草教
育農園，我們重新利用人類最原始的感官，
喚起那些被我們所遺忘的美好、天然與純粹。
此外，春燕姐父親分享製茶師傅的手藝與高
唱採茶歌，也使我們反思保存茶山文化的重
要性。

來到品茗時間，春燕姐出了一道功課，鼓勵我
們利用包種茶及園內的香草植物，如甜菊、泡
泡糖薄荷等，融合出新風味的茶飲。我相信茶
葉與香草若混搭，創造出屬於大文山地區的特
殊風味茶，也是很棒的嘗試！

離開深坑青山香草教育農園，下午驅車來到坪

林茶業博物館。這裡除了製茶體驗館，特展區
有兩個主題：「茶山學」與「茶多酚實驗室」。

「茶山學」強調人與自然共生的概念，唯有好
環境才能種出好茶，透過展示坪林在地的動植
物，凸顯當地豐富的生態，也經由地名變革與
古地圖，彰顯坪林物換星移的歷史人文。

「茶多酚實驗室」則是強調感官體驗的展覽，
透過五感—視覺、嗅覺、味覺、觸覺、聽覺以
及統整一切的意識，以科學、理性的方式帶領
我們進入。品茗這樣近乎抽象的概念，其中最
讓我印象深刻的，莫過於非常壯觀的「聞香瓶」
牆！在茶博館具創意且巧妙的安排下，臺灣八
大特色茶類的茶乾與茶湯放在「聞香瓶」內讓
人去細細感受「茶的香氣」，相當新奇、有趣。

<   # 政議論棧   >

政大人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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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NCCU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ging Ahead in the Face of 
Great Difficulty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2021 QS (Quacquarelli Symond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anks first in Taiwa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and 95th out of 634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thus maintaining its spot in the top 100 for five consecutive 
years, and making it one of the top 15% of all Asian universities.

Since 2009, QS has published annual Asian university rankings. 
The rankings have not been without controversy. For example, 
th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approach highly emphasizes 
publishing of scholarly articles in English-language journals, 
thus favoring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hich are home to the 
most prestigious journals, and also favoring a research focus on 
the natural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Despite the natural disadvantages NCCU 
suffers in the QS evaluation standards, the 
university has still performed exceptionally 
well. In the "2020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 released this past March, 
NCCU was recognized as leading in "Arts 
and Humanities "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Management", and was placed within the world top 150 
universities in subject areas including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odern Languages", and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Studies", alongsid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nd Tufts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in 
Germany, and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in the UK. 

Last November, I ha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invited back to 
NCCU by President Kuo to serve in an administrative role. 
Charged with the task of invigorating alumni services and 

boosting academia-industry cooperation, I felt honored but also 
sensed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weighing on my shoulders.

Since its inception 93 years ago, NCCU's graduates across 
the globe have excelled, blazing the 
way as luminaries in a wide range of 

professional fields. Their footprints are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the course 

of Taiwanese modernization. 
Yet in today's hectic world, 

alumni who remain in touch 
wi th  the i r  a lma mater 

are exceedingly rare. 
For much of our day-
to-day contact  and 

coordination work we 
rely on senior members 

President Kuo Ming-Cheng of  Nat 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igns a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agreement 
with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Photo: NCCU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NCCU’s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was instrumental in the recent establishment of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agreements with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in the United Kingdom. Starting next year, the two 
universities will commence one-year student exchanges, which 
will lead to expanded collaboration and curriculum sharing.

In the latest 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NCCU ranked first in 
Taiwan 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reflecting 
NCCU’s status as the preferred institution for studen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eeking to study in Taiwan. Today, NCCU 
has exchange agreements with a total of 545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in 71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aking it by 
far the leading exchange destination in Taiwan. In 2019, 657 
NCCU students were studying at 267 top universities in 45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bout 15% of the total student 
population at NCCU has consistently been made up of foreign 
students from more than 8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May-shine Lin,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aid that NCCU has never been 
subject to restrictions imposed by various ranking schemes, 
and remains thoroughly committ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ing 

its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missions, 
and to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talents. Future 
efforts will emphasize transnational, trans-
university, and transdisciplinary learning, 
engagement in local practice and creative 
renova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ly digital as well as borderless 

campus. All these will be done to ensure that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Wenshan (Mont des lettres) can experience 
the local vitality firsthand and witness the extraordinary 
achievements of Taiwan in person, and that they will all benefit 
themselves from an opportune access to the best teaching and 
research training.

From: NCCU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i Office Takes the Lead, 
Indonesian Office Is Good to Go
Anniversary of NCCU Overseas 
Recruitment Office in Thailand

Taiwan’s domestic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severely 
impacted by continuous low birth rate on the island 
and the dwindling number of students coming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aiwan have 
since attempted to recruit overseas students. Among the 
foreign countries, Thailand is particularly known for its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as well as for its relatively large 
Chinese language population. With such an absolute double 
advantage, Thailand has become Taiwan’s fertile land of 
friendliness, for which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al leaders and 
strategists must accelerate their steps to employ themselves 
as far as student recruitment is concerned. In December 2019, 
before the novel coronavirus broke out to spread around the 
entire world, Mr. Ming-Cheng Kuo, President of NCCU, led his 
delegates to visit Thailand, establishing an NCCU Overseas 
Office in Thailand (Bangkok), which becomes the very first 
overseas student recruitment office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sets a brand new milestone for the exchange of 
higher educ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ailand.
 
In February, 2020, NCCU successfully appointed Miss Hui-Ching 
Lai (Aunyaporn Nuntapat in Thai) as the Regional Manager of 
the NCCU Overseas Office in Thailan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mester, she basically ran her office duties at home to assist 
NCCU in translating admission-related texts and documents, 

Ms. Hui-Ching Lai, 
Regional Manager of 
the NCCU Overseas 
Office in Thailand, took 
part in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Exhibition 
w i t h  t h e  Ta i w a n 
Education Center in 
Thailand on November 
26-27.(Photo:NCCU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operating the Facebook of NCCU Overseas Office in 
Thailand. While busying herself in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local 
higher education, she also provided Thai students with real-time 
information with regard to NCCU admissions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Even after the general lockdown of the cities across 
Thailand, she devoted herself not only to promoting NCCU 
through social media in the country, but also to interacting with 
Thai students who yearn to study abroad in Taiwan.
 
After the condition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relatively eased 
in July, Ms. Lai began to visit local high schools and participate 
in more than 10 online or physical education exhibitions. For 
example, the “Dek-D’s TCAS Fair 2020” education exhibition 
was held in Bangkok on 31 October, which was attended by 
most of the loc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 Thailand. 
Since NCCU had already set up an office in Thailand, Ms. Lai 
immediately played her critical role to timely attend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ailand, which made her 
one of the few overseas university representatives in the annual 
exhibition of great importance. It was the only rare physical 
education exhibition ever held in Thailand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is year, with a total of more than 
15,000 participants. Ms. Hui-Ching Lai believes that when the 
children in Thailand decide to study abroad, their parents are 
most concerned with the issue of “safety;” while the entire world 
has been ravaged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since its sudden 
outbreak, Taiwan has been a relatively safe place in the sun. On 
top of that, Taiwan is geographically not far away from Thailand, 
which has made Taiwan naturally and logically the first priority 
for the Thai students who opt to study abroad. Having herself 
studied in Taiwan, Ms. Lai took to generously share her personal 
Taiwanese experiences in terms of food, clothing, living, 
traveling, education and amusement to help local Thai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map out their colorful academic dreams more 
specifically and concrete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the Thai Office of NCCU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higher education exchanges between 
Thailand and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s well as deep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partnership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Thai Office will also expand its horizons to 
neighboring Indochina Peninsula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Myanmar, Laos, Cambodia, etc. Although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Overseas Office in Indonesia has not 
yet physically opened, it has already set up a dedicated 
service line and social media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locals. 
The NCCU alumna, Ms. Chiao-Feng Yuan, a local native of 
Indonesia herself, will provide admission consultations for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studying at NCCU. We cross our 
fingers that Taiwan, Thailand, Indonesia, and even the entire 
Southeast Asia as a whole will strike splendid spark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further cooperations and future exchanges.

of alumni associations who work on a voluntary basis. 
Unfortunately, limited manpower and funding have made 
such efforts all the more difficult. NCCU noticed this and took 
it upon itself to remedy the situation. On the issue of alumni 
organization and service work, it devised detailed plans, 
drafted solutions, and put its ideas into practice. It hoped to 
coalesce the sentiment of alumni, empowering them to jointly 
promote NCCU's administrative development. On Oct 31 of 
this year, the NCCU World Alumni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already in place, its objective is to 
raise resources, enhance the University's capabilities, and 
expand the scope of alumni services.

Meanwhi le,  our goal  in pursuing academia- industry 
cooperation is to work with industry and business to obtain 
mutual growth and benefit, and to encourage overall social 
improvement. Faculty can use industry platforms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secure internship and placement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students. Businesses, on the other hand, can adjust 
the direction of their operations based on academic theories 
and training, which can result i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erms 
of career guidance and job placement, the path that leads from 
the classroom to the workplace is often long and winding, and 
educators should not close their eyes to this fact. NCCU places 
great emphasi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subjects, 

and its College of Business enjoys close collaboration and 
exchange with the industrial sector. Yet collaboration in other 
fields is scant and requires more hard work and cultivation.

I have never shied away from an endeavor that was difficult 
and laden with meaning. Even as I enter my later years, I 
am still happy to shoulder great responsibility. Yet over the 
last year, I have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internal issues 
afflicting national universities. For instance, low pay and low 
rank assigned to administrative staff, difficulty finding talented 
personnel, as well as outmoded regulations and excessive 
restrictions, which serve as obstacles to work efficiency and 
slow the pace of reform. The most dire problem, however, is 
funding. Not only are the funds received a far cry from that of 
well-known European and American universities, but even the 
top universities across the Strait receive a funding budget of 
ten-fold or more.

Of course, people at NCCU have always displayed a spirit 
of hard work,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This has been the 
impetus pushing us forward over the last century, and will 
inevitably be our driving force as we face ever more difficulties 
in the future!

       VicePresident

NCCU Maintains Top 100 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 and First in Taiwa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