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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政大校友，您好：
在此先敬祝您身體健康、平安快樂。

為了能全面地協助本校經濟上有困難的學弟妹，本校誠摯地邀請您參與「薪傳
學生助學金」及「高教深耕 - 希望種子培育計畫」募款活動！

今日你以政大為榮
明日政大以你為榮

「薪傳學生助學金」過去由本校校友們合力成立，係針對經濟上有困難的同學
之助學計畫，至今已協助上百位同學順利繼續學業。107 年接受協助的學妹寫
著：「學長姐是前輩也是老師，我接收到的不只是金錢上的援助，這份金錢對
我而言就是一大把希望的種子，讓我能夠擁有更多希望。」
「高教深耕 - 希望種子培育計畫」為協助社會弱勢學生的募款專案，我們目標
是一年募集五百萬元，且教育部將對捐款額 1:1 同額補助，同學將獲得雙倍力
量！

該案除協助經濟上的弱勢外，亦將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等學生納入輔助
範圍，而本校將運用捐款充分規劃服務學習、實習機會、職涯輔導等全方面的
輔助，望學生於畢業後即具備即戰力面對社會挑戰！針對原住民同學，本校亦
開辦族語、傳統技藝傳承並安排返鄉服務回饋家鄉，讓文化傳承持續不間斷。
若您經濟上尚有餘裕或抵稅空間 ( 註 )，不論是每個月一千元的定期捐贈，或
是單筆五萬元、十萬元以上捐款，對本校都是莫大的幫助。

有關「薪傳學生助學金」及「高教深耕 - 希望種子培育計畫」，除本校「捐政」
網頁已有相關資訊外，您也可以與本校秘書處洽詢，我們將盡速為您服務！
註：根據法規規定，捐致予本校 ( 即政府機關 ) 之捐款將可列舉全額抵稅。

畢業 30 校友
班級聯絡人聯誼會
為返校拉開序幕

秘書處訊／巫旻樺報導

為促進本校畢業校友之情誼，本校秘書處
於 3 月 21 日舉辦「畢業三十年班級聯絡
人聯誼會」，由趙副校長擔任主持人，與
校友們共同討論未來校友相互連結之方
向。趙副校長感謝校友們返校參與校園事
務，期許各班級聯絡人能夠召集更多校

政大秘書處 校友服務中心 敬上

友，參與五月的校友返校。

資管系校友盧純霞率先向副校長提出建議
認為若能召集校友的方式轉換為縱向出
發，以上、下屆的方式召集，將會是一個
可行的方法。地政系校友彭建文也指出，
若由系來聯絡各校友，或許會更加有效
率。
除與趙副校長交流其建議外，校友們更隨
著校園接待大使引水人導覽，一同散步至
達賢圖書館參觀，財政所校友詹如賢讚嘆
達賢圖書館環境相當優美，並表示是第一
次到達賢參觀。金融系校友林明功則認為

未來呼應政府防疫，政大後山是一個相當
好的資源，不僅能健走，亦是提供舉辦五
月返校的好場所。
而教育系校友林怡慧除參加此次活動外，
她更偕同女兒共襄盛舉，並表示由於自己
是政大畢業校友，對於母校有非常深的情
感連結，想藉由這次活動讓女兒參觀校
園，希望女兒未來能考取政大研究所，成
為自己的學妹。
最後校友們與副校長共進午餐，校友們一
邊用餐，一邊觀看投影機播放的老照片，
包含校園三十年前的樣貌，以及念書時期

青澀的面容，大家共敘往日情誼，場面相
當溫馨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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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 40

政大 40 民歌滿溢懷舊

校友悸動重溫校園時光

2020 畢業 40 年
校友聯絡人首次聚會
校長的家勾起共同回憶
秘書處訊／巫旻樺報導

2020 畢業 40 年聯絡人聚會於 4 月 11 日
( 六 ) 展開，與往年相當不同特別選擇在
道南新村政大校長的家舉辦，由校長郭明
政設宴招待，並與校友交流建議。

校長首先感謝所有前任校長的努力，才有
今日的政大，並表示學校相當重視校友，
今後校長的家能作為校友回到校園後休
憩、聊天及議事的好地方，讓政大校長的
家成為全台大學校友聚會特別的場所。同
時，校長亦鼓勵大家不吝提出建議，多與
母校交換意見。
企研所畢業的萬英豪分享，自己在讀書時
期，對於政大就有很好的印象，因此非常
想進到學校來念書。他還提到，自己與榮
譽前校長蔣中正先生所創辦的學校非常有
緣，從大學的中正大學以及政大研究所，
都是蔣中正先生所創辦。再次回到校園，
他覺得校園相較於以往變得非常活潑，並
且強調身為政大人，他常常懷著感恩的心
情，時時提醒自己不能忘本；因為有過去
的機會才能有現在的思維，因此有空就會
回來學校走走看看。
校訊記者／周佩怡報導

籌備已久的「政大 40 民歌重現四維堂」
於 2019 年 12 月溫馨登場，現場有超過
三百位畢業 40 年的校友共襄盛舉。隨著
主持人的介紹，各系校友走星光紅毯大道
進入四維堂，揭開今晚活動序幕。主持人
教育系校友黃麗真及阿語系校友柯樹人開
場時形容此次活動就像時光機器，將校友
帶回四十年前，「希望大家能盡情感受民
歌的悸動。」

入場後全體校友起立歡唱校歌，溫習過去
週會的情景。活動召集人、經濟系校友
黃漢滄表示「民歌的年代是中華民國活
力最強的年代」，艱困貧乏的六〇年代，
亦是校園民歌的萌芽期，期間有許多膾
炙人口的歌曲公諸於世。希望透過此次
民歌傳唱，找回生命力，不僅為自己唱、
獻給政大，也為社會注入正面力量。他
同時希冀政大在豐富的配備中，成為音
樂的重鎮，讓臺灣民歌因政大而發揚光
大。活動發起人、法律系校友是現任政
大校長郭明政，其致詞感謝籌備組的付
出，並與在場同學約定五十、六十再回
來，將民歌傳唱成為傳統，獲得台下一
致鼓掌認同。致詞完後為「吾愛吾師」
環節，藉由敬贈花束與卡片予杏壇芬芳
的老師們—張京育、鄭丁旺、司徒達賢、
馬秀如、張春雄、劉鐵錚、黎劍瑩，以
對其引領和栽培致上最深的感謝。

緊接是重頭戲—歡唱民歌。由台上一群
歷經數月練習的校友領唱，歌唱的曲目
包括捉泥鰍、浮雲游子、如果、看我 聽
我、鄉間的小路、恰似你的溫柔、讓我
們看雲去、阿美 阿美、小草、童年、廟
會、龍的傳人等多首膾炙人口的民歌。
台下的校友受氣氛感染，或站或坐，跟
著節奏唱歌、打拍子、搖擺雙手，紅毯
中央的主持人也不遑多讓，跟著翩翩起
舞，霎時熱情浸滿整個四維堂。期間除
了「龍的傳人」的創作人侯德健以影片
祝福外，主持人也以四十年前、民國 64
到 68 年每年發生的大事紀，如民歌捉泥
鰍首次發表於四維堂、中國文革結束、
臺灣舉辦第一屆金韻獎、臺灣第一條高
速公路通車、中美斷交等等，勾起校友
們當年在政大的共同記憶。

再來由校友組成的「政大 40 重唱組」帶
來今山古道、橄欖樹、木棉道、抉擇、外
婆的澎湖灣，延續先前的懷舊感。年近
六十的團員吳志華、 曾寶明所組成的樂
團「知己二重唱」獻唱的經典歌曲中英皆
有，包含夢田、披頭四的歌曲、我的未來
不是夢、Mrs.Robinson，讓四維堂時而
激昂、時而緩和。兩人表示許多朋友皆來
自政大，甚至曾在唱片公司遇見外交系校
友張雨生，與其成為朋友，這般與政大的
緣分使這次舞台別具意義。

「Music Corner House Band」成員之一
為 新 聞 系 校 友，
身兼此次活動籌
備組任務的烏雲，

於開唱前分享在政大的過往回憶，引起
校友哄堂大笑。後隨即開唱，帶來許多
家 喻 戶 曉、 琅 琅 上 口 的 組 曲（YMCA、
Oh,Pretty Woman、Money for Nothing
等），音樂一下，校友們起立響應，一下
隨歌詞於空中擺出手勢，一下依節奏扭
動、搖擺身體，也有校友以手機手電筒代
替螢光棒揮舞。絢麗的燈光搭配間歇的尖
叫聲，將四維堂的氣氛推往一波波的高
潮，現場氣氛從先前的文青民歌轉化成搖
滾西洋曲風，讓在場的人都跟著節奏動
感、嗨了起來。
活動尾聲，副總召、財稅系校友周吳添上
台講述籌備過程的一波三折，以此感謝活
動籌備組的辛勞。最後由籌備小組總召黃
漢滄代表致贈感謝狀給鼎力相助的校友及
「小樹傳愛協會」，並且以畢業四十校友
身份捐贈四十萬元給母校發展音樂，為這
次的民歌 40 活動劃下完滿句點。

銀行系校友莊武雄表示，這個活動聚集了
四十年不見的同學，開心之情不在言下。
應數系校友童聰進認為大家歡聚一起唱歌
很快樂，熟悉的民歌
彷彿讓人又回到學生
時代，也期望未來的
民歌活動能多召集
以往的同學們參與，
「共同參與一件事非
常美好，尤其像這個
年紀，很珍惜以前的
時光與熱情。」

畢業於外交學系的呂若玟亦認同，現在的
校園與以前非常不同，也能感受到校長對
於學校的用心，日後若有其他校友相關活
動必定熱情參與。

針對今年辦理同屆校友聚會相關活動，校
友們分別提出自己的看法。銀行學系葉清
海大讚金融學系 60 周年辦得相當成功，
是日後舉辦校友活動可以參考學習的對
象。教育學系畢業、政大廣電系講師侯志
欽則提到，之後畢業 40 活動，可以呼應
校長共同歡唱「我們的歌」，勾起彼此共
同回憶與連結。

109 年 5 月 15 日

比令．亞布堅定信念
秘書處訊／陳巍杉報導

108 學年度傑出校友

改變原住民教育的未來

本校 108 學年度傑出校友比令．亞布為全
臺第一所原住民族實驗國民小學──臺中
市和平區博屋瑪國民小學的催生者及現任
校長，除曾獲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教學
卓越等獎項，亦受邀至日本、法國、韓國，
分享教育理念及推廣原住民文化，成果豐
碩讓他榮獲教育部 108 年「師鐸獎」肯定。
比令．亞布從小在泰雅部落成長，師專時
期開始整理傳統文化，參與文建會（文化
部前身）所辦的紀錄片訓練課程，漸有「把
拍攝紀錄片當成改造社會運動」的想法及
行動。當時泰雅族僅有少數部落辦理祖
靈祭，他將其拍攝、整理成紀錄片後，獨
力開車到全臺各部落放映，並進行映後討
論，共約 300 場。他的努力讓不少參與人
士重新思考祭典意義，也有助於後來許多
部落陸續復辦祭典。
在政大民族所 豐富文化養分
師範體系畢業後，比令．亞布到臺中的小
學任教，思考在職進修時，深覺大學課程
很少接觸文化層面，因此他捨教育科系而
轉考本校民族學研究所。在本校攻讀碩士
時，豐富的民族、文化知識養分，輔以學
科專業的研究方式，讓他學會如何有系統
的整理泰雅族文化脈絡。

比令．亞布觀察所上教授的自我要求非常
嚴格，耗費多時僅為準備一門課程，但對
學生卻很彈性、包容。因為他的專長在影
像領域，因此大膽向教授提問：「我可不
可以用紀錄片當碩士論文？」因為當時少
有前例，教授們討論良久後，開放讓他以
影像加上文本的方式完成學業。教授看他
兼顧教職與學生身分兩邊跑，也讓他以彈
性教學方式修習學業。但有些課程還是需
開車北上，「我在高速公路開很快，常常
吃罰單，加起來應該有七、八萬元。」他
笑著回憶。

請益部落耆老 突破教學困境
碩士班畢業，繼續任教一段時間後，比令．
亞布 2013 年起擔任達觀國小（博屋瑪國
民小學前身）校長，試圖改變教學模式突
破困境，他向部落耆老請益泰雅族的教育
觀，依此訂定教育核心理念，就是希望讓
學生擁有泰雅族的靈魂，成為真正的人。
接下來，邀請耆老、教育專家幫校內教師
增強知能，再進行課程編寫，以一周超過
十節泰雅族文化課程為目標。

適逢 2014 年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學校更
名為博屋瑪國民小學，也是全臺第一所原
住民族實驗小學。不過，當時有不少反對
聲浪，其中包括許多原住民籍教育工作
者，他們說：「這樣可以培養下一個醫生、
律師嗎？」、「現在是人工智慧時代，為
何還要走向傳統？」家長也害怕自家子弟
變成白老鼠，讓教學團隊必須額外花費許
多時間溝通。
比令．亞布常舉許多人心中的教育先進國
家芬蘭為例，該國 2016 年才公布將朝向
主題式教學，但這種注重主題、情境式的
教學方式，更早就在他的團隊內實施。學
校在上「醃肉」主題課程時，教師引導學
生進行多元思考，「肉為什麼加鹽就不容
易壞掉？肉和鹽的比例是多少？」、「肉
應該在哪個季節醃製？」、「哪些客人來
時，應該把醃肉拿出款待？」。這種在同
一主題內，綜合學生對數學、自然、社會
跨領域學習的例子，在校內不勝枚舉。

讓學生愛上學 改變原教未來
在比令．亞布和團隊努力下，已有部分成
果展現。部落學生不僅文化知識豐富，身
分認同強烈，基本學力亦隨著提升，數學、
語文成績高於全國平均值，「多了民族文
化課程，學生反而變得更強。」他說。由
於其他家長也看到該校學生的多元特質，
甚至吸引苗栗、彰化的學生到博屋瑪就
讀，而該校目前也是和平區、泰安鄉一帶
學生數最多的國小。不過「學生變得非常
喜歡上學」才是身為校長的他，最欣慰的
事情。
「改變臺灣原住民教育的未來」是比令．
亞布的堅定信念，如今已有超過 30 所原
住民實驗小學，彼此形成策略聯盟。 訪
問最後，比令．亞布透露得知獲選本學年
度傑出校友時，嚇了一大跳，自謙還有更
多優秀的前輩，但也非常感謝學校、院系
的支持。他勉勵正在求學的政大人，「發
揮所長，愛你所愛，努力所學，一定會有
開花結果的一天。」

校友訪談精華：經濟系黃漢滄鐵漢柔情
秘書處訊／巫旻樺報導

上屆畢業四十年校友總召黃漢滄為現任農
紡實業負責人，對於工作非常敬業且富有
負責感，甘願從基層慢慢做起，最終自己
創業，闖出自己的事業。有趣的是，他
其實還有另一個特別的身分，即中華民國
橄欖球協會理事長。黃學長表示他在大學
時，就開始參加橄欖球校隊，並深深愛上
它，到現在對橄欖球仍舊狂熱，原因在於
這運動是毅力的展現且能激發團結精神，
更是同甘共苦的團隊合作，而這些態度與
精神使他在工作上同樣受用。
當問起黃學長何以對工作保持高度熱忱，

他 以「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作 為
與學弟妹分享的話，這是賈伯斯曾於史丹
佛大學畢業典禮所說的結語。黃學長以自
身的生涯經驗給學弟妹做為參考，鼓勵學
弟妹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應抱持著求
知若渴的精神，並保持追求目標的動力與
熱情，向自己所欲達成的目標邁進。

走過基層 更能有效運用大學所學
1970 年代，才剛從政大經濟系畢業的黃
學長與許多畢業生一樣，面臨就業之抉
擇，由於當時台灣的大環境，大多數的同
學都選擇進入銀行業發展。然而，對於黃
學長而言，他相當厭倦考試，因此即使頂
著大學畢業的光環，仍選擇了進入紡織

劉柏君為夢想努力

校訊記者／劉文琳報導

用棒球走遍世界

或許大家都知道劉柏君是《通靈少女》女
主角謝雅真原型，但可能不知道其實她是
臺灣第一位棒球女裁判。2017 年她在全球
近 200 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成為美國國
務院「全球運動導師計畫」成員；2018 年
被富比士雜誌評選為「全球體壇最具影響
力女性」第十九名；2019 成為臺灣第一位
獲得國際奧會「女性與體育」世界獎的得
主。劉柏君畢業於政大宗教所，她表示自
己相當榮幸能得到本年度傑出校友，更希
望藉此機會鼓勵學弟妹：「即使出身在平
凡的家庭，但只要有心，我們離傑出並不
遙遠。」
結合所學 踏上助人之路
畢業於政大宗教所碩士的劉柏君，目前為
該所博士班在校生，研究伊斯蘭教國家福
利政策。因特殊的早年經歷，過去她時常
是宗教所學生的研究與採訪對象，因而與
政大結緣並決定步上學習之路。
劉柏君表示政大帶給了她許多影響，在這
裡她皈依了伊斯蘭教，學習了德文與阿拉
伯文，之後前往伊斯蘭教國家如印尼、阿
聯酋等地，透過宗教交流向當地人推廣運
動女力，甚至幫助加薩走廊的運動員添購
護具。她成功穿越性別歧視的高牆，激勵

業，從基層做起。在工廠待了兩年，凡事
都從最基本的學起，包含生產紡織的流
程、技術、原料、半成品及成品等，每一
步都得從頭學一遍，但黃學長從不覺得
苦，反而認為經過這些歷練，使他更能有
效地運用在校所學的經濟學道理。

在工廠待了兩年後，黃學長轉職到知名的
貿易公司，開始學做貿易，並且給自己設
立目標，他不斷告訴自己：「我要賺大錢，
並且要跟我的大學同學一樣優秀。」在四
年的時間內，黃學長學習如何與外國廠商
進行貿易，接著，他進入一家專門生產布
的外銷公司，擔任營業部門的經理，此時
黃學長已坐領高薪並有個響亮的職銜。
人生總有挫折，關鍵在於態度
然而，正當他認為自己所受的待遇不差、
地位不低時，黃學長卻突然遭逢公司遣
散……。1980 年代，由於中國大陸與印
尼的人力較台灣便宜，成衣產業開始外
移，公司遣散了十幾位員工，不幸地黃學
長也在此次遣散名單內。儘管如此，不同
於其他被遣散的員工，黃學長仍堅持朝九
晚五，每天準時進公司把分內的業務完
成，並一一交代清楚。就是因為這樣積極
的態度，老闆開始後悔這項決定，因此私
下約談他，並表示希望他能繼續留任，然
而黃學長認為再待下去已沒有太大的意
思，便婉拒老闆離開公司。
在錢與家人之間，我選擇家人，
陪著孩子一起成長
當了二十年的上班族，黃學長對於紡織業

了許多伊斯蘭教國家的女性，她們聽完她
的故事後，也改變了自己的人生。

劉柏君說：「我最感謝政大的原因就是我
能做我喜歡的東西，不管是宗教還是棒球，
政大有提供這樣的環境，如果政大沒有開
宗教所的話，我在全臺灣要去哪裡學伊斯
蘭教？不可能！」她更自信的表示政大有
很多的優勢，包含齊全的人文社會科系、
外文學院並擁有全臺唯一不帶宗教色彩的
宗教所，期望政大學生切勿因此妄自菲薄。
不畏他人眼光 站上國際舞台
她說，自己憑著一顆熱愛棒球的心，想盡
辦法留在球場上。她不但毛遂自薦擔任外
國球隊翻譯，後來陸續獲得美國洋基隊、
澳洲的棒球評審與美國知名護具品牌 AllStar 的協助，並在廠商的贊助下前往美國
職業棒球裁判學校進修。熱愛棒球的她，
以自己的方式，讓臺灣在世界佔有一席之
地，發光發熱。
最後，劉柏君表示，傑出校友通常都是德
高望重，自己四十歲獲獎可能就是學校給
在校學弟妹的鼓勵，讓學弟妹們知道只要
自己願意努力做點什麼，最後都能做得到，
她建議：「一定要找到你人生當中的熱愛，
盡情地去嘗試，趁著大學搞清楚自己要什
麼。」劉柏君也透露自己籌組「臺灣運動
好事協會」就是希望突破性別框架、促進
與推廣運動性別平權。
非常熟稔，因此開始有了創業的念頭。自
己創業之後，黃學長認為擁有理念是創業
最重要的核心價值，黃學長笑稱大學畢業
後的二十年自己就像個打工仔，雖然最後
的公司因為理念不合對他有些打擊，但他
堅定地說道：「現實並不能讓我屈服！」
黃學長於 2001 年創業，至今已二十年，
對於紡織業來說，在台灣設廠並不簡單，
因其人力物力成本都較高，黃學長指出，
他的公司之所以能屹立不搖的原因，在於
他每年都會參加紡織展覽，而參展目的除
了學習其他廠商的優點外，最主要的是看
看別人有什麼產品，進而避開這些產品，
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生產出具有自己
特色的產品。
剛進黃學長辦公室時，目光會立刻被牆
上的畫所吸引，這幅畫並非一般辦公室會
看到的世界名畫或是風景山水圖，而是兒
子在小一時所創作的畫，黃學長一直將它
高高的掛在辦公室的牆上，這就是將家人
繫在心上最好的表示。

第

60

期

109 年 5 月 15 日

國務院 新手立委鄭正鈐給後進的忠告
校 友 認真讀書認真玩

校訊記者劉文琳報導

外文系及東亞所碩士班校友、立法委員鄭
正鈐，在新竹耕耘基層多年，曾任工商時
報記者、中華科大教師，擁有科技管理研
究所博士學位。初次當選立委的他目前在
教育文化委員會，特別關注私校退場和技
職教育等問題，將來希望積極結合政府資
源，為新鮮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訪談時他大方地分享自己的大學時光，並
給學弟妹忠告：「認真讀書、認真玩、認
真參加社團活動、認真談戀愛。」鄭正鈐
的校園生活多彩多姿，他參與國樂社，曾
以大提琴取代革胡上台表演；也參加過吉
他社、金旋獎，與後來成為知名主持人的
陶晶瑩組樂團，鄭正鈐回憶：「我覺得陶
晶瑩就是天生的藝人，非常的有舞台魅
力，超有意思的一個人。當時樂團一起上
台表演，但自己不小心彈錯了幾個音，她
都能幽默地化解尷尬，炒熱現場氣氛。」
讓他印象深刻。

企管系 張綺芬
校 友 品酒經驗談

秘書處訊／巫旻樺報導

一提到紅酒，你會想到什麼 ? 是在高檔餐
廳裡用餐的必備飲品 ? 或者婚禮宴會擺在
桌上的餐酒 ? 抑或是睡前小酌一杯的助眠
物 ? 紅酒，總是給人高貴優雅的感覺，乍
看似乎只是種飲品，其實蘊含著高深的學
問。

鄭正鈐也曾擔任《政大青年》總編輯，在
言論尚未開放的那個年代，《政大青年》
創刊以言論自由為目的，現今的政大野火
陣線便是從此刊發展出來。
他還和同班同學一同參與
臺灣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
抗議運動——野百合學運，
共同為臺灣民主寫下新的
一頁。

如同紅酒般，散發著優雅氣質的品酒師
企管系校友張綺芬特別為政大引水人義
工團授課。張綺芬講授品酒課程，擁有
多張國際酒類證書，包含英國 Wine and
Spirit Education Trust(WSET)、 美 國
International Sommelier Guide(ISG) 、
日 本 Sake Sommelier Institutes(SSI)、
澳 洲 Australian Wine School、 法 國
Honour of Burgundy Wine Connoisseur
Certificate(B.I.V.B) 等各國專業證書，是
位經驗豐富世界級品酒師。

張綺芬分享自己原先是滴酒不沾，因為曾
到歐洲旅遊時，體驗到歐洲人與亞洲人對
於紅酒認知的差異，開始讓她感到好奇，
萌生對紅酒的興趣。除此之外，她亦介紹
自己本身的主業其實是半導體，但由於對

於品酒有濃厚的興趣，因此便自己經營酒
藏公司。

在課程開始前，張綺芬分別於每一個人的
桌子上準備了三個酒杯，並告訴同學實作
的重要，因此便安排一邊介紹酒種，一邊
讓同學品嘗，讓同學能實際操作。課程的
安排包含葡萄酒的起源、葡萄酒的化學方
程式、葡萄酒的甜度與分類及品種等等，
張綺芬在每一個章節裡皆做了詳盡的介
紹；而品酒方面則從口味較淡的氣泡酒開
始喝起，再到味道較重的紅酒，最後則以
甜酒收尾。此外，張綺芬亦示範如何開
酒、如何試聞香氣以及如何品酒，過程中
還邀請同學嘗試倒酒，現場相當歡樂，同
學皆受益良多。

課程最後，張綺芬表示，紅酒其實是門非
常深奧的學問，並非一兩堂課即能全盤了
解，需要多多看書，多嘗試才能選出最適
合自己的葡萄酒種，自己便是閱讀了相當
多的書籍並消化過後，才能有今日的心得。

鄭正鈐以自身豐富的社團
經 驗 鼓 勵 學 弟 妹：「 要 去
參 與， 多 接 觸 不 同 的 人，
把握難得的青春時光。」

賀
恭喜

停辦
公告

張綺芬簡歷
-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
- 美國田納西大學 EMBA
- 政治大學企家班
- 政治大學 EMBA
- 瑞士歐洲大學企管博士

榮獲 108 年度全國社會組合唱比賽 樂齡組 金質獎！
經濟系校友 陳豐麟 ( 國際影藝聯盟代表、台北國際攝影沙龍總主席 ) 榮獲 2019 第十四屆國際影藝聯盟攝影團體
世界杯比賽 絲帶獎（14th FIAP World Cup for Clubs 2019 - Honorable Mention）
政大校友合唱團

2020/5/16-20

政大校友世界嘉年華會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考量與會嘉賓健康，主辦單位高雄校友會與本校經多日討論
共同決議，將停辦今年校友世界嘉年華會！至於是否延至明年辦理，將另於 10 月公告。

校友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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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官方帳號已正式啟用，
我們將會透過官方帳號推播校友訊息，
未來也會結合校友活動及紀念品規劃集點卡、優惠卷等活動！
快加入政大校友服務中心 Line@ 官方帳號好友，
校友消息不漏接！

2020 年政大鮭魚返鄉夏令營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考量營隊學員健康，本校將 2020 年
政大鮭魚返鄉夏令營延至明年暑假辦理，詳細時程將另行公告。

公企中心┃ 109-2 期各式外語班陸續招生中！
【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109-2 期語言課程開課！
用語言帶您走遍全世界，
多達十四種以上語言任您選

報名及詳情請上 https://cpbae.nccu.
edu.tw/cpbae/classLang.action
本校教職員 8 折；在校學生、校友、
教職員直系眷屬 9 折 ( 一律線上報名 )，
請於報名時上傳優惠證明文件電子檔
( 如學生證、畢業證書、職員證等 )

誠摯歡迎校友們投稿
與我們分享您的在校點滴或職涯歷程
文章格式不限，歡迎附照片
每期擇一至兩篇刊登

政大公企中心 語言訓練組
TEL：02-2341-9151 (Mon.-Fri. 09:00-17:00) FAX：02-23216933
行政中心：106006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 141 巷 7 號
網站：https://cpbae.nccu.edu.tw
配合新型冠狀病毒 ( 武漢肺炎 ) 防疫措施，學員安心上課

不能出國時，
學語言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