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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受到蘇國賢院長的邀請擔任社科院的

階段。這是臺大，甚至是臺灣各大學未來教育的發

副院長，有機會出席學校各種行政會議。此時我才

展趨勢，我們系上的課程也該進入徹底反思、改革

瞭解到政治系是臺大數一數二的大系，學生人數和

與超越階段了。

電機系不相上下。然而，每次楊校長問我你們政治
系收這麼多學生要做什麼？將來畢業後能找到什麼
工作？我心裡覺得非常不舒服，但也很不踏實地回
答說，我們系上畢業的學生各行各業都有，而且表
現都很傑出。連臺大校長都會問這個疑問，凸顯我
們政治系存在的價值受到質疑。過去社會的刻板印
象認為從政治系畢業就是要去從政或考公職。隨著
社會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升高，電視名嘴打著政治
學專業不負責任批評時政，以及未來公務人員的福
利大幅縮水，政治系有什麼值得尊敬的？為什麼要
來念政治系？
不管你理不理政治，政治都會影響每個人的生
活，亞里斯多德說人天生是一種政治性動物。權力
關係是無所不在，跨國公司需要理解國內與國際政
治才能決定如何投資與營利，非營利組織（NGO）
需要瞭解政治制度與結構才能有效動員，政府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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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系上擁有全國最好的師資，以及最優秀
的學生。我們得天獨厚，很容易可以設計出若干具
有實用性與重要性的大學部課程，例如結合國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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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際金融與國際貿易等課程的國際政治經濟
（IPE）。結合調查研究、大數據分析與實驗設計等
課程的選舉研究。培養學生具有東亞、東南亞、中
國大陸等全球各區域的語言能力與研究專才。結合
人事管理、財務分析與個案分析的政策規劃人才。
研究所階段則需加強質化或量化研究方法的訓練，
分析政治學各領域最新的發展趨勢與重要議題，以
及教導學生如何撰寫有水準的學術論文。
這些構想過去並不是沒有做過，而是革命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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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學以致用」為目標，讓政治系的存在變得

治作為一種志業」感到無比的光榮與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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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展望未來，我希望能持續推動政治系的課程

有價值、有意義。更重要的，要讓每個學生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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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需要匯集民意才能形成具體政策。社會各行各業
都需要政治專業的人才，問題在我們要如何培養學
生？
政治系過去的訓練方式，太過專注本科的專業
知識，總以培養未來政治專業的研究人才為主。但
是，我們越來越發現到，無論是政治系大學部的學
生，甚至是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學生，畢業後大部分
都不再想從事政治學的研究工作。因此，如何培養
政治系學生第二專長，甚至鼓勵學生進行跨領域的
學習，對他們將來的就業非常重要。美國各大學在
大學部階段，並沒有嚴格區分各系所必修的學分，
而是各系所需要開出各種有用的專長課程，吸引全
校學生前來選讀，學生選修的人數直接影響到系所
未來的發展，包含經費與師資。美國各大學到了研
究所，尤其是博士班，才進入培養專業研究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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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介宙學長–

向。我深深記得，他馬上告訴我，當時臺北美術館

十餘年來，學習劉學長博學多聞、關心國事、

正在舉辦普利茲克獎的得主作品展，希望我先去參

全球研究、文化藝術哲學的過程中，最讓我難忘

臺大政治系的典範系友，臺大社科院國際級
新大樓的重要推手。

觀、欣賞名家的建築典範。我當天傍晚就趕在美術

的，是他永遠保持對人關懷和尊重的態度。有一

館閉館之前，前去學習我所不熟悉，但是劉學長非

次，和臺大社科院趙永茂院長到東京伊東豊雄建築

常酷愛的建築藝術。他非常在意的是，如何提升臺

師事務所，商談臺大社科院大樓的設計事宜。當時

灣大學的校園建築，能夠有國際級的水準。同時也

劉學長人在東京，也陪我們去東京大學接洽合作事

表達，如果社科院大樓會是國際級的建築，他非常

宜。行程結束後，我與趙院長兩人要趕往機場回臺

樂意捐款協助。

的路上，劉學長堅持要請我們到帝國飯店享用豪華

文 / 彭錦鵬
民國59年，我剛進臺大政治系唸書，劉介宙學長就招待我們全班同學，到他的圓山保齡球館，溜
冰、打保齡球、享受一頓當時大學生幾乎難以想像的大餐。這是我對劉學長熱情照顧政治系的深刻
印象。

後來，我們決定邀請伊東豊雄建築師設計大
樓，劉學長感到非常的高興和榮幸。他在東京的時

劉介宙學長是臺大政治系系友聯誼會成立的重

訊錄，成為系友會30年來成功運作的基礎。民國75

候，特別去看伊東豊雄，感謝國際名建築師的拔刀

要推手、創會會長。支持系友會和政治系的活動，

年在眾望所歸下，由將近300位系友一致支持，成為

相助，不在意我們微薄的設計費。記得，當我第一

半個世紀來，始終如一，未曾稍息。民國71年系友

政治系友會的首任會長，出錢出力不在話下。劉學

次把伊東豊雄所設計臺大社科院的第三案作品，

會籌備會上，他就和韓定國同學首先各捐款五萬

長待人處事非常細膩親切，當年系友會辦理拉拉山

也就是現在蓋好的大樓設計，和劉學長分享設計細

元，做為系友通訊錄的印刷費。出版詳細的系友通

之旅，他就起個大早，趕到徐州路法學院門口，歡

節。說明不到一分鐘，他的評語就是「優雅」。我

送大家啟程。照片中穿著西裝、手插口袋，很英俊

說，這也是我的感覺。他捐贈1億1千萬元支持臺大

瀟灑、很酷的樣子。

社科院興建新大樓。

當臺大社科院要遷回羅斯福路校總區的第二

社科院大樓現在啟用將近2年，是國內第一個、

期工程開始規劃之後，劉學長就表達強烈的捐助意

也是目前唯一的「公共藝術」公共建築。大樓得到

願。當陳正倉教授邀請我，參與社科院遷院計畫

國家公共工程金質獎，是預期壽命長達500年、全

擔任執行長之後，我就向劉學長請教未來規劃的方

臺面積最大的清水模工程。這個流傳久遠的國際級
建築，標竿的設定，就是劉學長的遠見。新大樓的
三大構體「介宙館」、「頤賢館」和「辜振甫紀念圖
書館」樹立的典範，正在潛移默化中，提升臺灣的
大學校園建築品味和水準。

午餐。在用餐之後，很不巧地，要到機場的巴士因
故臨時延期發車。我們坐在車上，劉學長在站台送
行。我們請他先回，但他堅持要目送我們。我們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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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的大學長整整在車站，站了半個鐘頭。104年底，
系友會按例在12月擧行，劉學長事先在電話上告訴
我，身體有點異狀，只能夠到會場致意一下。當天
出席人數一如往常熱烈，節目精彩，系友關懷不斷，
沒想到，他就一直坐著輪椅參加到活動結束。
劉介宙學長是二次戰後臺大政治系最資深的學
長，半個世紀來默默地支持臺大政治系和師生的活
動。他立定標竿，讓臺大社科院成為國際級建築水
準的教學研究空間，現在已經是臺灣大學的亮點建
築、各式研討會舉辦的熱門場館、甚至各種學術
捐款絡繹不絕。劉學長的宏觀、前瞻、和堅定的支
持，讓臺大政治系、社科院、整個學校、甚至於臺
灣的公共建築，開展新頁，躍上國際舞台，歷久不
衰。
永遠的劉學長，對您永遠的感念！
（彭錦鵬，中研院歐美所副研究員、臺大公共
事務研究所、政治學系副教授兼碩士在職專班執行
長、前臺大社科院遷院工程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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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系快訊

因緣、感念 – 金信論壇啟用典禮

葛永光教授榮退

文 / 徐斯勤教授（臺大政治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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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葛永光教授自民國106年8月1日起退休，葛教授研究領域為政治學、比較政治、比較憲法與制度、
政黨與選舉，主要開授課程為「比較政府」、「政黨與選舉制度」、「區域研究方法專題」、 「區域研究方法
論專題」。
臺大社會科學院於106年10月26日舉辦韓國金

長，後就讀於我國的空軍官校，畢業後加入我國空

九基金會捐贈臺大美金二百萬元所成立之「金信論

軍。其畢業後不久，抗戰勝利，韓國光復，金信先

壇」啟動儀式。

生隨即和金九先生返回祖國，創建韓國的空軍。隨

此項捐贈之緣起，為韓國開國元勳金九先生哲
嗣—金信先生所建立之金九基金會，從104年開始，
透過我國駐韓代表石定大使以及國內政府單位，主
動與臺大政治學系聯絡，表達捐贈之意願。105年2
月24日金九基金會，在金信先生主持與見證下，與

軍總司令)退役，旋即受朴正熙總統任命，來台擔任
韓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駐華期間曾獲我政府頒發雲
麾、景星及卿雲等勳章，對於促進兩國邦誼，貢獻
甚大。

本校張慶瑞副校長、社會科學院蘇國賢院長，以及

金九基金會於聯絡本校表達捐贈意願時，金信

時任政治學系主任徐斯勤教授，於韓國首爾正式簽

大使年齡已逾九十，基於對中華民國的深厚感情，

訂備忘錄，捐贈臺灣大學兩百萬美元，並於105年6

因而經由其創立之金九基金會，捐款給臺灣大學，

月前將所有捐款匯入臺大之專項帳戶。此項捐贈將

實基於金信大使與中華民國既有的淵源以及兩國在

於臺大成立「金信論壇」與「金九講座」，設於臺

歷史經驗上的相似性，特別是在政治層面上，當初

大社會科學院，旨在促進韓我兩國兩國民間社會與

韓國復國志士金九等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建立了大

學術界的交流合作，提昇兩國邦誼。

韓民國臨時政府以及光復軍，從事韓國的獨立與復

金信先生為韓國戰後恢復獨立的開國元勳金
九先生的哲嗣，金信先生青少年時期在中國大陸成

6

後金信先生在軍職內，以韓國空軍參謀長(相當於空

國運動，中華民國政府提供了各種關鍵性的協助。
而後，在開羅會議中，中華民國也極力主張將韓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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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與復國，納入開羅宣言中。此種政治淵源，

金信大使的回憶錄中文版《翱翔在祖國的天

也是金九基金會捐贈的主要理由。此次經由金九基

空》，於105年在臺出版發行時，已由臺大社科院在

金會主動提出計畫，將「金信論壇」與「金九講座」

105年4月20日為其舉辦新書發表會。金信先大使不

的議題範圍，設定在針對兩國發展路徑與經驗的相

幸於105年5月19日病逝，臺大由當時任政治學系主

似性、可比較性以及可相互參照之處，以及影響臺

任徐斯勤教授代表校方，前往首爾致祭。由當時至

灣或韓國發展的整個亞太地區各種國內與國際相關

今，金九基金會與臺大社科院取得共識，將先啟動

議題，推動相關的教學、研究、學術交流等各項活

「金信論壇」，由論壇的相關活動開始，作為捐款的

動。

具體使用方式，往後並將在逐步建立「金九講座」
的相關制度與條件後，啟動「金九講座」。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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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的是有「can do」心態的人。所謂的can do，指

系友演講

的是態度積極、勇於任事、並敢於展現自我。學姊

學校沒有教的事 – 紀妍如學姊

認為現在的華人社會也許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普遍
過度強調謙虛，或是認為不到「完美的境界」就不
該表現自己，以至於該展現自己才能的機會來時反

主持人 / 郭銘峰老師（臺大政治系助理教授 / 系友會總幹事）
圖、整理 / 簡湘淩（公行四）

而不敢爭取。這樣的誤解導致很多人該表現（或爭
取）時不敢表現，該謙虛時反而不謙虛，弄得自己

演講人簡介：

只會自歎「懷才不遇」平白錯失機會，還是不知道

紀妍如學姊目前在SAI MedPartners LLC擔任亞太區總裁。從大學畢業到現在已在顧問業工作將近三十年。雖

問題出在哪裡。

然學姐畢業當年沒有出國念MBA而是選擇留在台灣工作，卻也因此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可以和我們分享她的
學姊鼓勵我們不要怕丟臉，因為不敢在人前講

職場觀察。

話只敢背後發牢騷的人才更丟臉。害羞的人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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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手舉慢一點、說話說慢一點，但絕對不可以不舉

至欲於無形。四年來的訓練，一些行為跟心態的高

手、不說話、不表達。學姐也私心透露自己在面試

度不知不覺就陶冶出來，能迅速幫助我們洞察問題

新人時，會注意對方會不會問問題、問什麼問題，

的核心。

因為這是判斷要不要錄取這個人的重要依據。如果
學姊認為政治系沒有事先幫我們打造範本，但
也無須惶恐。因為這代表著我們的可塑性很高。
事實上很多的學長姐投入法人機構做分析師、當律
師、還有到顧問業、媒體業、國家機關服務的, 到
現在都非常有成就。加上現在科技日益進步，很多
主持人開場：

過去大家視為鐵飯碗的工作(如銀行櫃檯的行員、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紀妍如學姊來跟我們作經驗分

甚至法務助理)日後可能被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取代。

享。學姐經過政治系的訓練後，在亞洲這一塊的事

反而具有創造性和需要策略思考工作將是無法取代

業發展非常好，也有非常豐富的工作經驗。記得之

的。這或許代表著讓人最覺得可能失業的政治系的

前有一次我和大學部同學導生會，驚訝的發現有些

美好春天已經降臨。因為時常被訓練要獨立思考抽

同學提及對未來沒有想法或是對未來有些焦慮。今

象問題，並要把抽象思維和現實情況連接以尋找解

天就請學姐來告訴我們，政治系到底給我們一些怎

決方案的能力反而是不可取代切日漸重要。但是，

樣的專長？在職場上又可以如何運用？

想成為不失業的政治系畢業生，還必須具備以下的

言基礎才能不受限制，成為企業眼中的搶手人才。
學姐也強調語言是一個長期的累積過程，如果沒有
五到十年的時間，每日持續不斷付出、奠定基礎，
不要夢想某一天自己的語言能力會大躍進，從現在
開始，還不算太遲。

對方都不問問題、不表達，通常會直接對他喪失興
趣，因為若讓他進公司，第一不知道他有沒有自己
獨立思考的能力，第二也不能確定他有沒有爭取提
升自己或為公司奉獻的企圖心。一個沒有獨立思考
能力、又沒有企圖心的人在職場上不但沒有吸引
力，而且未來的潛力也會受到質疑。

必修學分二：表現與謙虛的真意和兩者的平衡

學姊回憶自己過去幾次獲得主要升遷或重要機

表現，指的是當機會來臨時，要隨時迎頭上去

會的經驗，都是在一開始只是想把重要的事（甚至

把握。但表現並非炫耀，而是要迎刃而上。企業要

是很重要但吃力不討好的事）做好，最後卻有意想

能力：

課程目標：政治系不是失業系
「你現在在哪裡工作？」這是政治系的畢業生

12

必修學分一：第二外語和跨越文化的溝通能力

最怕被問到的一個問題。面對這個問題，學姊認為

很多人好奇真正的職場是怎麼樣的情況？社會

無須害怕。學姊描述當年很多同學也都不懂為什麼

新鮮人需要必備哪些能力？首先，企業要挑的是國

要學亞里斯多德？為什麼要學組織學？直到出了社

際人。學姊強烈建議大家從現在開始增進自己第二

會，才知道政治系的訓練有如武俠張三豐苦練武術

第三外語的能力，至少有優秀的英文。擁有好的語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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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的收穫。有一次，公司有一個極困難的案子沒

謙虛，則是指當你成功輝煌閃亮時，不忘記團

恰好也是老闆最不喜歡的人。不但讓人感到他對事

有人願意承接，學姊當時很單純的覺得即使是火坑

隊之間的共同努力才促成了最後的成功。當你謙

情的態度總是很負面，而且沒有成長的潛力。大家

還是得有人做，就鼓起勇氣接了下來。雖然非常有

虛時，老闆一定知道你具體做了什麼，是在謙虛，

畢業之後一定會馬上感覺到有很多事學校都沒教

挑戰，每件事情還是努力做到最好，多年以後老闆

而不是認為你真的工作做很少。成功不是一個人

過，但有一個重要原則一定要記住--最有效的學習

才告訴她，從那次事件後他知道當沒有人值得依靠

的，一定要感謝身邊的人。同時，謙虛也指能夠虛

就是在「做」當中學。實踐就是最好的學習。學姐

時，他可以依靠她。

心學習。當同事中有人加薪了、有人升遷了，學姐

常跟同事和子女分享的一句話就是「做任何事不一

請大家不要陷入「他憑什麼？」或「為什麼是他不

定保證能成功；但是不做保證絕對不會成功」。

另一次經驗是學姐大學時在一家顧問公司擔
任研究助理，突然有一個老外要找人幫他分析公司
以前為什麼輸掉案子。當時光是本職的工作就天
天加班加到很晚，這個公司內部的專案等於是多出
來的差事，老闆也不會因此減少原本的工作內容或
加薪。這次，學姊又很單純的想反正這也是一種學
習，就接了下來，一周後給了老外一份簡報，告訴
他公司去年總共失去了多少案子、百分之多少是什
麼原因。他那時只是淡淡地說很好，簡潔扼要。不

之後有好機會時，他都會先問問學姊的意願如何，
想不想試試。

在私人企業，每個相同職位的人的薪水並非固
定，而是表現好、能力好的人領高薪，表現差、能
力差的人領低薪。如果想要領高薪，而且長治久
安，那麼請一定要保守薪水秘密，同事之間永遠切
忌透露薪水。學姊形容薪水比女人的腰圍年齡體重
還要秘密！

是我？」的負面想法。那是因為他身上有一些特質
是你看不到的。因為你站的高度不夠，一直以為自

必修學分四：先入為主大不幸

己比他強。這時候的你，應該做的是直接謙虛地

學姊提醒正在找工作或是已經有工作的人千萬

問他，當遇到困難時他都如何處理，或是請他的老

不要先入為主。不要被自己事先畫好的舒適圈所侷

闆、共同導師請他賜教。透過觀摩學習他人的長處

限，同時也不要被他人認為的想法所限制。當今社

找到自己的不足，虛心向同事學習，然後將成功的

會進步，工作已不分男女，不要被固有的性別角色

經驗變成自己成長的養分，千萬不要嫉妒他人。

與刻板印象拘束。現今國際互動頻繁，大家也應避
免自己與國際人才因為語言隔閡而畫地自限。這樣

必修學分三： 解決問題

一旦透露了天機，問你薪水的那個人如果發現
你的薪水比他高，一定會到處宣傳，然後想為什麼
是你不是他。接著，老闆就會有很大的壓力，以後
會對你很注意。因為好心對待你，你竟然害他要
加全部人的薪水。講了自己的薪水破壞了制度，等
於是白白葬送自己的機會，也給很多人增添很多麻
煩。

只會把自己帶向更艱苦的境地，機會也愈來愈少。

如果同事執意問你的薪水，該怎麼辦？學姊提

企業要挑的是抱持解決問題導向態度的人。學

同時，也千萬不要因為別人說這個老闆比較凶，要

供標準答案，就說老闆（或人力資源主管）說如果

姊戲稱經常說「因為我沒做過，不知道怎麼做，所

求比較嚴格、不好相處等等，就以有色眼鏡看待他

我講出來的話，他要開除我，如此就可以解決所有

以我不做」這句話的人為三不之人。而這三不之人

或自己放棄跟他學習的機會。其實「嚴師出高徒」

的問題了。

料兩周後發現，他居然是學姊公司在台灣最大的人
物，新來的大老闆，只是當時還沒有對員工宣佈。

必修學分六：神秘的薪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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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道理的，只要自己肯努力，有「can do」的積極
態度，任何老闆都會被感動，都會願意教或給機會
的。

結論：我們要如何競爭？
學姊認為，學弟妹們從現在開始必須增進自己
的語言和溝通的能力，擁有好的語言能力才能不受

必修學分五：忍耐與爭取

國界限制，成為國際人才。學弟妹們也必須適當地

演講中，學姐比較了她在台灣與中國生活的經

表現自我，同時能夠謙虛地欣賞他人的長處、向他

驗，她覺得台灣人的狼性不夠、企圖心不夠堅強。

人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也相當重要，學姐請大家

有時候人要吃苦到某一個程度，才能有那種決心要

記住一句話她的座右銘：「問題不是無解，而是還

把某件事情辦到。當在吃苦的時候，要換心念想著

沒找到解決的方法」，千萬不要害怕問題而找很多

現在是在強心忍性，有一天會有更大的任務降臨在

理由藉口推託。最後，最重要的是，不要畫地自限！

你身上。如果吃苦吃得太少，無法激發人的潛能去

既然政治系沒有為我們的出路設限，也許職場上沒

克服困難、培養韌性，用盡一切努力去追求自己的

有一個叫做「政治系」的工作或看似直接對接的工

理想（但注意不是不擇手段地）。若此時的我們享

作。但這卻也代表我們不會被定型、有彈性可以從

受慣了小確幸，遇到一點困難就罷休的話，是無法

事各種各樣的工作。學姊提醒我們，真正的職場沒

成就大事的或是達到任何行業中卓越的標準。

有國界，到處都可以找工作，全世界都是我們的舞
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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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剛剛學姊有提到學姊以前的一個工作當初老闆
要給你連升兩級、薪水加50%，那當初學姊為
什麼還是決定要跳槽？
當初我選擇離開是因為我本來的部門老闆要
出去開自己的公司。我覺得跟他出去開公司會很辛
苦，但我又覺得這樣會有很多嘗試的經驗，而不再
只是一個大公司底下的工作職責比較狹小的職員。
雖然有點冒險，但這是一個歷練自己的好機會，可
以學得更多、看得更廣。現在回頭想想，我覺得我
因為跟著老闆出去開公司，必須在很多事都沒有人
教的情況下自己學習，開創和實踐，因此累積出很
多後來對人生和事業非常重要而寶貴的經驗。

了，我覺得我沒做錯

學姊有很多擔任面試官的經驗，面試時最常被

辭職了，也對不住和

如何跟面試官表明，以達到表現和謙虛之間的

我工作多年營運團

平衡？

隊。
去面試前，一定要知道這間公司是做什麼的、

先是面對多年的

這個職位需要什麼能力、然後想想這個職位有什

同事同時也是朋友的

麼是你的能力能夠用的。如果沒有直接經驗，比如

情感的撕裂，然後面

說是去應徵顧問公司的工作，如果你不曾在顧問公

對我最資深的團隊半

司工作過，但是你想轉行，那就要想這個顧問公司

數的人因為管理層不

的這個職位需要哪些技能，有什麼是在過去求學當

穩定，鬧著要辭職的

中、前面的工作經驗可以轉用的，就跟面試官講。

壓力，那時覺得從小

大家也應該事先準備例子，可以向面試官證明自己

到大念書就會有前途

擁有can do的心態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等。像我
當面試官時，都只有在面試者開始描述在某個困難
的例子裡他如何克服時才會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對同學來說，到底可不可以向面試官談關於薪
水等工作條件的事？有沒有甚麼技巧可以讓我
們參考，讓我們在這方面的表達更好一些？
在工作面試裡談薪水是很自然的！同學們要知
道如果在求職的狀態裡不談薪水就是二愣子，但是
要注意幾個基本原則。一般來講，對方會知道你有
沒有工作經驗，如果有，他很可能會問你之前的工

學姊的日文平時是怎麼學的？

什麼，要是我就這麼

問到的問題是「為什麼我要用你」，那我們該

作離開時的薪水是多少、有沒有薪水以外的獎金，

的這句話再也不是真
區間，但是因為你知道每個公司都有自己的薪水結
構(salary structure)，你也會尊重他們公司的薪水結
構與對該工作待遇的看法。

的那一代，小時候常聽他講日文，我就有一句沒一
句地瞎講，但也沒認真學。在高中畢業升大學的暑
假，沒有升學考試的壓力，我真的去學了。當時只
學了兩個月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和一些簡單的東西，
剩下的我就自己學。有時候有日本朋友來或是遇到
會講日文的人，我就講日文，常常講錯了還提供別
人笑料，我自己也覺得好笑，笑完之後我會問他說
這個不對，那對的應該要怎麼講？就這樣學來的。

16

解市場行情，然後跟對方表達你的期望待遇在哪個

的。學校裡從來沒有教過這種情況怎麼處理。
可是支持我留下來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
善，我覺得我沒有做錯，為何要放棄？第二個是信

想請問學姊，您前面說面臨重大困難也曾經好
幾次想要放棄，那您面對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仰，我覺得人一定要有信仰，因為人的力量是來自
首先承認你不是完人。只有善和信仰可以讓你做出

您的心路歷程又是甚麼？可能現在台灣的年輕

一切的判斷。這裡講的有點難以理解，但就如賈伯

人太在乎小確幸，或家裡面有太多溫暖，所以

斯所言：「很多事情回頭看，我才知道它是這樣連

可能在面對抗壓性時會稍微弱一點。那您是用

成一條線，原來只看到一點，但當時我都不知道原

甚麼方式面對這樣的壓力？怎麼克服?或是說

來會這樣。」希望以後你們能夠瞭解我在這裡的分

可以給學弟妹們甚麼建議，讓他們可以做到最

享。你們還年輕，需要更多的歷練才會明白我這裡

好?

講的道理。

再來他會問你的期望待遇是多少。同學們可以先瞭
臉皮厚什麼都能學。因為我父親是日本殖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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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止我覺得我人生最困難是在我當上亞洲
區總裁之前。有一個同事跟我幾乎算是職位差不多
的，雖然他比我進公司晚一點但位階仍算是比我高
一階。我們一起合作了很多年，業務都成長得非常
好，感情也很好，但後來那位同事被發現帳目有問
題。當時我就面臨必須在友情和真理之間的抉擇、
弄不好經營已久的事業一夕之間崩解的可能。因為
他是我的好朋友，但我又不想為他撒謊隱瞞實情，
違反職業道德；我也不想什麼都不說就一躲辭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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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專訪 –

唐欣偉 副教授

巨大的財務損失。所幸助教接受我補提申請書，否

領域可以互相借鑒，以期同步在微觀面與宏觀面提

則可能因缺錢而念不下去。

升研究水平。

部分也是由於經濟因素，自己趕在四年半就完

訪談人 / 黃棟冠（政研三）

成博士論文，是班上第二個順利畢業的。比我早一

目前國際關係的主流研究趨勢為何？對於有志
於國際關係研究的同學們有什麼建議？

學期畢業的同樣是臺灣來的學生。

請老師分享一下大學時期的經歷。老師的研

我對政治學系的注意。再加上家裡有人希望自己選

究興趣在什麼時候開始萌芽，開始想往學術發

讀法律相關科系，最後落在折衷的選項—臺大法學

展？

院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灣則可以停留在成本較低、較熟悉的環境，不過也
會因而比較缺乏壓力和異地文化的刺激。至於美臺

我在大學時的興趣集中在國際關係領域，但也
輔修法律學系，曾在同一時期修吳庚教授「中華民

一直到在臺大政研所取得碩士學位後，自己才
確定想往學術界發展，從事教學研究工作。

若以美國威廉與瑪莉學院團隊最新的調查研究

在美國念書時，課業與經濟壓力都很大。在臺

兩地的教職人員似乎都非常忙碌。這點倒是很類
似。

結果為依據，國關學門內仍以研究全球或國際安全
的學者最多，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人數次之；大
多數學者採用定性研究法，其中又以比較案例研究
與單一個案研究最常見。

國憲法與政府」，以及林子儀教授的「中華民國憲
法」這兩門課。或許部分是由於大陸法系與海洋法

請老師分享一下留學的經歷。台灣的學術環境

系的差異，這兩位大法官的課程內容與風格迥然不

和美國的學術環境有什麼差別？

在認識論的立場上，將近半數學者屬實證主

目前老師正在發展什麼研究領域？為什麼老師
對這個研究領域有相當的興趣呢？

同。令我印象深刻。
我個性比較散漫，很晚才決定要出國留學，也

18

自 己 在 高 中 時 讀 到 《 印 度 史 》、 《 東 南 亞

沒有進行有效率且充分的準備。還好美國加州的

史》、《世界強權的興衰》等書，對古今中外的歷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仍願意提供部分獎

史很感興趣。曾想進入歷史學系就讀。不過那時本

助。不過獎助金必須每年重新申請。我在第一年結

系主任蔡政文教授蒞臨我們高中進行演講，引起了

束後，忘記申請下一年度的獎助金，差點因此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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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正在嘗試將歷史素材納入國際關係學的

義陣營，後實證主義與非實證主義者較少。建構主
義、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則是被最多學者採行的典
範。

領域。這有部分是源自於自己中學以來的興趣，有

有志於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同學可以隨心所欲

部分是呼應系內外先進學者的號召。其實國際關係

的涉獵各個次領域、各種研究方法、各種認識論立

學的淵源之一就是外交史，只是在行為主義盛行時

場與不同典範，然後將心力投注在自己最有興趣的

才與傳統史學漸行漸遠。我覺得歷史與國關這兩個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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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專訪 –

廖小娟 助理教授
訪談紀錄 / 簡湘凌(公行四)

請老師分享在台灣與在美國的求學經歷。另

學術研究依然是比較適合自己的，所以決定申請到

外，是什麼原因讓老師決定出國攻讀博士？

美國念博士班。

會先設法找教科書裡的答案。美國的教學追求有自

拒體系。他說不管我有沒有想法，甚至我只有一句

己的想法，而不是教科書的答案，讓我覺得非常震

話，就舉手讓他知道，這樣他才有辦法讓別人跟我

撼，這樣在美國求學的經驗也培養我之後做研究的

一起進行討論。這個部份我後來就有慢慢改進。

態度。

關於作業，我跟他說我的人生從沒拿過這麼低的分
數，他說第一次看我的作業覺得還可以，但看完之

請老師分享在求學過程當中，遇到最振奮人

後讓人無法以三句話總結，列了很多點卻無法將每

心，以及最感到挫折的事情。當老師面對這些

個點好好發揮是低分的原因。又是一個文化衝擊，

事情時，心態上如何調適？

在台灣只要全部的理由都列上去才是正確的；在美

我是念臺大政治系、臺大政治所，之後才到美

會想出國念博士是因為想到不同的地方接受不

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念博士班。原本想當外交官，進

一樣的刺激。而且我認為英文是重要的國際語言，

來之後，一方面受到國關組老師的啟發，激起我對

很多研究文章都以英文出版。語言是需要經過訓

最感到開心的是我發現我對學術研究有興趣。

理論的興趣大於對實務的興趣。一方面在與授課

練的。在台灣很難有足夠的時間特別加強自己的英

有一次上外交政策時，老師引了一份西方學者的文

的大使聊過職涯選擇的方向後，我更加確定自己比

文，但若能到國外，便可以兼顧二者。

章和圖表。當時我看著那張圖，心裡想為什麼這條

較喜歡念書。大三時決定在台灣念研究所，確定自
己是否真的對學術研究有興趣。在念碩士班的過程
中，有機會跟幾位老師做更進一步接觸之後，覺得

在美國，我覺得美國與台灣的教學差異頗大。
美國人很喜歡發言也很敢表達自己如何詮釋每一個
詞彙；可是像從台灣出去的，對於一樣的問題我們

線會這樣畫？這樣是不是不能解釋某個命題？下課
後我問老師這張圖是不是還可以如何畫、是不是有
點問題，結果老師思考了一下也認為這張圖是有缺

國則是希望你的回答讓人清楚明白文章的主旨。後
來我也就慢慢調整，期末發表完，他跟我說，他沒
想到我的報告做得還不錯、還蠻符合他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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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就像我的導師，一直以來給我很多研究上的指
導，所以我之後才選他當我的指導教授。能在美國
遇到這樣的老師也是蠻幸運的一件事！

失的。老師還說這就是一個好的研究方向，可以寫
出一篇文章反駁這位學者。我發現原來研究就類似
如此、原來自己也可以做研究、自己是被老師肯定
的而感到非常開心。
最感到挫折的是，我在美國的第一份作業竟拿
到差點不及格的分數！原先我在台灣成績一路都還
不錯，但到美國之後，一部份原因是文化差異，一

請老師簡介自己的研究領域。老師除了國際關
係理論的研究外，還鑽研於東亞區域研究、中
美日關係，請教老師在求學的過程當中，受到
哪些因素影響而發展出現在的研究興趣？為何
會特別著眼於東亞及中美日的研究？
我目前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國際關係理論、國際
衝突、東北亞及中美日的區域研究。

部份是自己還無法習慣一次念好幾本指定閱讀，上
課時常常覺得很心虛也不敢發言。期中時，老師出

一開始，我對理論、甚至是政治哲學比較有興

了一份關於某議題的小作業。因為台灣的寫作習慣

趣。到了美國，因為美國的主流是經驗研究，又我

是想辦法把五六個重點全都列出來，我也就依照往

的學校正好引入多位在計量國關領域優秀的教授，

例把所有想得到的理由都列了出來。結果當然是相

使我開始用計量統計的方法思考國際關係問題，希

當慘烈。後來我去找老師面談，老師說其實他也想

望結合在台灣所學傳統的質化研究方法和計量統計

要找我談談。他說我有幾次的發言讓他覺得還不

的方式來進行研究。

錯，但是我很少發言。他一直在想，一個學期下來
我的發言次數會不會一隻手都數得出來。對他來
講，在課堂上他完全不了解我在想什麼，也完全不
了解我對這堂課的了解有什麼，覺得我無法參與課
堂討論，甚至覺得我不是在接受美國體系而是在抗

20

專注於國際衝突領域則是受到博士班指導老師
的薰陶，對於國家間權力的變動感到興趣，尤其是
國家為何會選擇付出成本高但結果卻不定的戰爭作
為解決國家紛爭的手段，傾向以現實主義解釋戰爭
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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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東北亞的關懷也是我一開始就感興趣的，

第一個原因，雙方的軍事實力差距太大。北韓

請老師分享在淡江大學進行研究與教書的經

最後，老師對於政治系的學生在未來職涯選擇

到美國之後因為指導老師的關係，我才把注意力放

的彈頭數量是否足夠、飛彈精確度仍有問題。雖然

驗。又依據老師的觀察，認為臺大與淡江的學

方向上，有什麼建議或鼓勵的話？

到普遍性的國際關係理論上。回台灣後，希望能將

北韓一直認為他們有能力攻擊美國本土，事實上這

生在求學態度上有什麼最大的差異、各有何值

在美國的所學運用於與台灣最切身相關的東北亞，

仍是被質疑的，頂多只能打到關島。

幫助自己或台灣了解在現存的國際脈絡下應該如何
自處；尤其是在研究戰爭的發生後，希望能夠建立

第二個原因，北韓不可能真正的預先攻擊。因
為如果北韓主動邀戰，中國想幫助北韓也很困難。

老師鑽研於東北亞的區域研究，想請問老師對

目標跟上一次韓戰時是否一樣？若幫助南韓統一，

近來朝鮮半島的不穩定有甚麼看法？

則又要考慮中國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得考
慮到底要付出多少戰爭成本，以及美國的目標是什

會發生戰爭，然而北韓向美國和周邊國家挑釁則短
期間內也不會停止。

剛開始到淡江我很擔心學生會不會對理論完
全沒興趣，後來發現他們在求學態度上都蠻認真，

後，可以不用擔心未來的機會將愈來愈少、愈要面
對現實問題。

而且非常尊重老師。我發現淡江學生想法多元且直
第三個原因，美國也不可能輕易動武。因為戰
爭的成本太高、代價太大，亦要考量這次的韓戰

關於南北韓的問題，最簡略的看法是我認為不

我建議大一大二時不要太急著做未來生涯的決
定，一開始應該要好好享受大學生活，因為在那之

早期預警機制，協助台灣乃至於整個東北亞不要再
度發生國家間戰爭。

得互相學習的優點？

接，對於各國國家本身比較有興趣，對國家和國家
之間的議題興趣則較不明顯，可能是因為他們希望
未來有機會到國外工作時能對各國有一定的了解。
而在臺大這邊，學生則是對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問
題、理論的問題比較有興趣。

麼，加上美國國內尚未形成統一的意志要打這場戰
爭，那其實就僅止於兩邊相互叫囂，應該是不會開
戰的。

到了大三則要開始配合選修課程，思考自己對
哪個方向有興趣。每位老師都有自己的專長、不同
的工作經驗，修他們的課的同時，可以利用下課時
間和老師聊聊，如此能更清楚了解各行各業大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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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到了大四如果還是很猶豫，就再念碩士班。
如果念了碩士班後很確立要走學術這條路再去念博

另一個比較大的差異是在課程進行中，在淡江

士班。

上課時學生比較希望老師舉不同領域或實際發生的
例子，例如將國際關係理論套用到人際關係上等，
迴響較好。而在臺大這邊上課時，很可能由於學生
原先對國際關係就較有興趣，且不少學生有相關基
礎，學生對於我所舉的例子有辦法馬上舉一反三，
也對理論假設的討論比較有興趣。

不論想走哪一個行業，我非常鼓勵大學生畢業
之前可以出國交換，不是指那種短暫的旅遊，而是
能夠與當地學生或當地人長期且常態互動的生活，
又或者畢業之後如果有機會出國念書就出國念書，
即使只是再拿一個碩士學位，也可以讓自己的視野
大開，對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徹底改變。

在研究上兩邊學校都給我相當大的空間，讓我
能夠進行我自己想做的研究題目，所以差別不大。

請問老師對於未來的教學規劃為何？
由於我的專長和近期研究規劃在國際關係理
論和東北亞部份，因此這學期我開設了基礎國際關
係和近代日本國際關係的課程，希望結合教學與研
究，和學生共同成長。未來若有機會我希望能開設
國際衝突，由於一來不少人認為戰爭不太可能會發
生，或者戰爭只是大國間的事務而沒有興趣，很擔
心願意修課的學生不多，但對於戰爭的防範或思考
區域不穩定的研究對於身處東北亞區域的我們還是
很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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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的母系–
來台求學心得分享 黑迪文（美國）
訪談紀錄 / 邱鈺涵（政治二）

車，這部分規劃的很好，給我很好的印象。此外，

就你和台灣同學相處，你覺得自己國家學生與

台灣的火車也很方便，之前去九份、瑞芳那邊玩的

台灣學生學習風氣有沒有什麼差別？

時候就是搭火車。另一個印象深刻的地方是天氣，
台灣夏天天氣很熱，因為我是從美國奧勒岡州的波
特蘭來的，雖然波特蘭夏天也會熱但是不像台灣這
麼悶，而且雖然那裏冬天也很冷，但是台北是濕冷

到臺大就讀（交換）前對台灣的印象或想象為

浙江大學的教授都蠻推薦來臺大讀書，另一方面也

有點不一樣，在波特蘭室內會比較溫暖，但在台北

何?

是因為臺大在亞洲的大學排名蠻前面的，所以才決

到處都很冷。

定來臺大就讀博士班。
在到台灣前在中國大陸待了六年，主要對台
灣的印象與了解是來自於那段時間。另外，在十年

你曾修習了哪些令你印象最深的課程？你對於

前住在日本時也有來過台灣，待在台北約十天的時

老師授課方式和同學在課堂互動有哪些看法？

間，那時覺得台北很熱鬧、交通很方便，此外也看

是否和自己國家很不一樣？

我覺得台灣學生都很認真，也很要求成績，上
課前都會充分準備，但其實比較害羞一點，美國學
生比較開放也比較敢發言跟發問，但其實差異也沒
有到非常大。如果跟中國大陸的學生相比，中國大
陸的學生比較愛面子也有點自傲，上課也很常見滑
手機的狀況。相較下台灣學生比較隨興給人的感覺

對臺大印象最深刻的是樹很多、校園很漂亮，

很輕鬆，另外也比較獨立可以自己一個人做事，其

然後有很多人會騎腳踏車上學，在美國很多人會開

實臺大學生蠻像美國學生的，都很活潑也很獨立。

車上學但是很少人會騎腳踏車，我覺得可以騎腳踏

但其實這些也可能只是個人的狀況，也很難依據這

車上課很方便很不錯。

些印象就下定論。另外在台灣上課和美國比較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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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就是美國的學生來源比較多樣，常會有多種種

到台灣有許多地方融合了日本的文化，像是到處都
有便利商店以及手扶梯靠右站等行為，對台灣留下

第一年來臺大的時候早上都要上中文課，我覺

了很好的印象。因為那幾天留下的印象以及後來很

得臺大的中文課教得很好會給很多練習會話的機

想多了解台灣跟中國大陸的差異處，所以之後一直

會，記得有一位老師會教我們很多台灣文學還有台

很想來台灣教英文多接觸台灣，但每次有機會能來

灣政治社會方面的議題，這門課讓我對台灣有蠻多

台灣工作時在其他國家總有更好的工作機會，所以

更深入的了解。對於政治系的課程印象也都很好，

一直沒有來成。

因為很多教授在美國或國外留學過所以上課方式跟

族、國籍、年齡等在同一堂課上課的情形。

美國蠻像的，也會有很多的討論跟報告，但我之前

為什麼你會選擇到台灣就讀博士班學位，可以

在中國大陸讀書時就普遍都是教授在台上講授內

請你分享當初挑選國家、學校的過程和考量的

容，比較少有討論的機會。印象最深刻的課是蔡政

因素嗎？

文老師的「國際關係專題研究」，每周都要寫報告
甚至有時候一周有兩個報告要準備，上課要準備的

一開始是因為參加美國政府的和平隊（Peace
Corps）的計畫，在中國大陸貴州的銅仁市當了兩年
的志願工作者，在當地一間學校擔任英文教師。後

資料也非常多，但覺得這是一個挑戰自己的機會，
雖然過程很累要準備很多東西但最後很有成就感，
也獲得很多收穫。

來因為想去看看中國大陸別的地方所以申請了中國
大陸的碩士，最後選擇了浙江大學，雖然也有機會
能去北京大學或清華大學，但對北京的印象沒有很

在台灣或在臺大印象最深刻或最有感觸的事情
為何？

好，比較喜歡杭州的氛圍，所以還是選了浙江大學

24

學習國際關係。後來畢業後去了昆明幫忙朋友做茶

對台灣印象很深刻的是大眾運輸都很方便，像

葉的生意，但後來還是覺得想繼續讀書，所以申請

是Ubike，其實在杭州也有類似的公共自行車系統，

了很多日本、新加坡或台灣的學校，想說在中國大

但晚上不能騎，所以在台灣晚上可以不用叫計程車

陸已經待了兩年所以想換個環境，後來因為以前在

有Ubike可以騎真的很棒，另外也可以去河濱公園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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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去過台灣哪些地方觀光旅行呢，印象最
深的回憶是什麼？

我覺得台灣選舉非常熱鬧，會有很多活動，而
且能獲得很多年輕人的關注，而且覺得很好的地方

同的看法，也對從台灣角度出發的想法有了更多了
解。

台中、台南等蠻多地方的，但還沒有機會去花東那
邊。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南投的日月潭，住在一
間小民宿，是民宿主人自己整修的一棟建築，被大
自然環繞四周都是很漂亮的山。後來我在地圖上看
到「水上瀑布」就在民宿附近，就趁有一天沒有安
排其他事情的時候自己走路去找瀑布，往瀑布的路
很窄而且一路上都沒有看到其他人，有一種身在秘
境的感覺，後來終於找到瀑布時覺得真的很漂亮，
能接觸大自然真的很棒，但很可惜這邊不像觀光景
點一樣會有很多人知道。我很喜歡台灣的山區，以
後也會很想多看看台灣的自然風景，另外在南投也

問題，不管對於學習中文或是其他學科來說，並不
只有中國大陸這個選擇而已，台灣和香港也都能提

是雖然大家立場看法不一樣會討論得很熱烈，但卻
北部有去過猴硐、瑞芳，也還有去過宜蘭、

去中國大陸，所以來台灣的人很少，但這其實是個

不會有非常劇烈的爭吵。之前2015年12月有去參加

會建議自己國家的學生來台灣念書嗎？也請提

供很好的環境與資源。會想選擇來台灣的美國人其

過閃靈樂團的音樂會，覺得很有趣可以用搖滾樂來

供以後來台灣的學生一些意見？

實都對台灣印象很好，如果能有更多人來台灣對於
台灣的國際地位也會有所幫助。

表達政治上的立場，並用這種方式來讓年輕人參與
政治，第一次看到這麼新奇的方式。在美國，選舉
期間不一定每個地方都會有很多活動，尤其奧勒岡
州幾乎每次總統選舉都能確定民主黨會獲勝，所以
在奧勒岡不太會有什麼競選活動，若是其他搖擺州
可能就會有比較多的競選活動。美國蠻有趣的是其

覺得美國學生應該要有更多人出國讀書，特別
是學習政治學或國際關係的學生，可以接觸更多別
的國家的文化，也能接觸不同的觀點，對於學習這
些學科來說是很不錯的。但是其實蠻多美國人不會
想出國學習，若是是想學中文的人很多又都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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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選舉前不會有太多人表達意見，選舉後反而才會
有更多人會站出來抗議。而且最近美國都太關注中
央性的選舉了，地方性選舉反而較無法引起人們注
意，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看到很多非常漂亮的茶園，因為之前曾經在昆明幫
朋友做茶葉的生意，所以對茶也蠻有興趣的，希望
以後也有機會能多去茶園看看。

從臺大畢業後，對未來的規劃是什麼？想留在
台灣工作還是回國呢？你認為現在在政治系的
學習對你的幫助是什麼？

有無參加臺大校內社團？
這學期要考博士資格考，但考完後可能會留
從很久以前開始就一直很想學功夫，所以我

在台灣一邊工作一邊寫博士論文，但如果有機會也

之前有參加過詠春拳的社團，後來因為上課的報告

有可能會回美國，去華盛頓的政府機關或是國際組

跟作業真的太多了，只參加了幾次。另外也參加了

織，因為我想研究緬甸的民主化，之前有去過緬甸

「臺大多國語言會話練習社」，還有「瑜珈社」，但

幾次，有機會會想找個國際組織的工作再回到緬甸

這學期就都沒有繼續參加了。之後會想參加一些比

去，一邊研究一邊工作，緬甸的民主化是個蠻新的

較獨特且只有台灣才有的社團，可能等下學期再看

現象，時時刻刻都有一些變動正在發生，未來會想

看是否時間安排上能允許。臺大真的有很多社團，

繼續在這方面研究。此外，泰國的民主化、台灣與

當初在逛社團博覽會的時候就覺得很驚豔，真的各

緬甸民主化的比較或是台灣的南向政策也都是有

式各樣的社團都有，而這也是對臺大印象很好的地

興趣想要研究的方面。其實往後的發展還是要看

方之一。

之後會有什麼機會，當機會出現就跟著機會走，但
不管最後的選擇是什麼，長遠的目標都還是想要寫

是否曾經歷台灣選舉，是否曾觀察台灣的政治
環境？與自己國家的選舉生態又有什麼相同或
不同之處呢？

書，雖然具體想寫什麼也還沒決定。臺大的課程給
了我很多幫助，國際關係的課也給了我很多新的切
入觀點可以參考，尤其是前面有提到的蔡政文老師
的課，另外也上過關於東南亞的課程，學到很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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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多元的母系–
來台求學心得分享 阮氏玉葉（越南）
圖、整理 / 簡湘淩（公行四）

在我印象中，臺大的老師，特別是政治系的老

告當作作業。更進一步地解釋這樣的差異，便是台

師都很好，學養程度都很高，自己很羨慕老師。比

灣比較偏重在課前激發學生自己的想法，而越南那

如：明居正老師的中共研究、吳玉山老師的半總統

邊則比較注重課堂上老師和學生的互動，但學生比

制專題，還有高朗老師的聯邦主義與分離主義專

較沒有扮演自主學習的角色。

題、石之瑜老師關於越南與華人之研究、王業立老

個人簡介：

師的台灣政治、左正東老師對東南亞國家之政治經

就你和台灣同學相處，你覺得自己國家學生與

來自越南河內的阮玉葉，今年碩二，大學畢業於越南外語大學，主修中文。畢業後並未直接念研究所，而是先

濟關係的深刻研究等多位老師都是很讚的老師。上

台灣學生學習風氣有沒有差別？

在母國工作一兩年。後因對中文的熱情不減，於2014年到臺大語言中心修習華語課程。課程結束後，因早已

完每位老師的課程，對我都有一些新的啟發。看到

愛上臺大，便決定於2015年申請進入臺大政研所就讀。

老師們那麼認真的研究，影響了我日後想要在學術
上進一步努力。

基本上我覺得台灣學生與越南學生的學習風氣
沒有太大差別，因為台灣與越南的文化比較相同，
學習風氣上與人際關係上比較不會有文化差異感，

一開始來到臺大，先到語文中心（CLD）所開設的
華語課程就讀，孰料一到臺大念書便喜歡上臺大，
而萌生了繼續在臺大就讀碩士班學位的想法。

還有林俊宏老師的中國政治哲學，老師上課時
經常使用生活中的故事來解釋中國文化、上一代的

到臺大念書前，對台灣的第一印象是：台灣是
一個美麗的島國，一個發達的國家，而且是一個與
中國有往來關係的國家。使用的語言為中文，正巧
可以運用自己於大學時的所學。台灣人很開朗，也
很文雅。台灣也是一個很安全的國家，公共交通又
方便又便宜，而且英語也可以普遍使用，是非常適
合旅遊或念書的地方。

為什麼你會選擇到台灣就讀碩士班學位，可以
請你分享當初挑選國家、學校的過程和考量的

當初挑選學校時，因為認為臺大比較符合自己

這些道德與倫理。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上課時

你認為現在在政治系的學習對自己的幫助是什

的期待，加上校園環境優美以及擁有良好的師生關

老師講了一個生活中我們可能常常遇到的故事：老

麼？

係，所以選擇繼續留在臺大就讀碩士班。

師看到一個人在路邊吃別人丟到垃圾桶的便當。這

在台灣或在臺大印象最深刻或最有感觸的事情

該給他錢好呢？還是給他便當？給的時候也要考慮

為何？

要直接給他呢？還是放在他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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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啟發，但在實際運用方面就稍嫌不足。
在思考方面的幫助可以歸因於所學習到的理論
及研究與寫作方法。因為每位老師的研究與寫作

過了一段日子後，冬天來了。那天天氣寒冷，

的所學領域差異很大，有些政治相關概念及意涵都

老師偶然看到他蜷臥在路邊睡覺，便回家想應該怎

是自己所不熟悉的，所以一開始，每天都要到圖書

麼幫助他呢？隔天，老師上班的時候帶了家裡溫暖

館研讀大學部政治系學生所應具備的政治相關概

的毯子給他，幸好他那時還在睡覺，老師便輕輕地

念，才能進一步學習碩士班所需要了解的學問。回

放在他身旁。隔天又經過時，那個人在那裡用這條

激發自己的思維、增加思考的層次固然重要，

想當時需要想方設法地適應這些差異、克服這些困

毯子安穩的睡著，老師看了心裡也很開心。我覺得

但我覺得未來在職場上似乎很難可以直接運用，與

難，對自己來說是一大挑戰。此外，研究所的必修

這是一件令人感動的事情，在學習過程中不僅可以

實際運用上有點差距。

課對自己來說份量都很重，需要寫報告、作導讀、

向老師學習知識，還可以學到怎麼與人相處，怎麼

準備期中期末考，學習壓力很大，曾經因此求助於

對人有愛心。

心理醫生，但後來駕輕就熟，慢慢習慣政研所的授
課份量與上課步調。

你曾修習了哪些令你印象最深的課程？你對於
此，來台灣的首要目的是想培養自己的中文能力。

我覺得在政治系的課程對自己在思考方面有很

剛來臺大念碩士班時，覺得政研所與自己過去

因素嗎？
因為尚未來台灣之前就已在越南學習中文，因

量之處。

君主治國方式，讓我們增加想像力，更深刻地了解

身影讓老師一直自問：應該用什麼方法幫助他呢？

到臺大交換前對台灣的印象或想像為何？

這也是當初在選擇要去哪一個國家念書時的重要考

老師授課方式和同學在課堂互動有哪些看法？
是否和自己國家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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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都大不相同，所以對每位同學來說，多聽各家
的思考模式可以增加自己思考的層次，進而從中汲
取、找到適合自己的模式。

是否曾經歷台灣選舉，是否曾觀察台灣的政治
環境，對競選生態、造勢活動感興趣嗎？

若比較台灣和越南的上課情況，台灣和越南在
很多面向上都有些許差異。老師的授課方式上，每

在2016年時曾經在電視上看過總統選舉的競

位老師的教學方法都很不一樣。但我認為最大的差

選廣告與新聞報導。台灣的競選活動與越南很不一

異在於課堂互動。台灣的學生需要在課前自己做準

樣，越南那邊沒有像台灣一樣熱鬧的選舉過程，競

備、自己做導讀；而在越南，則是老師先講課，上

選廣告與新聞報導也相對比較少。

完課才給學生回家對上課所有問題寫一份心得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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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去過台灣哪些地方觀光旅行呢，印象最
深的回憶是什麼？

會形成越南學生去台灣念書的阻力。如果台灣各所
大學能增加多一點英語授課的課程，我想，到台灣

政治學系106年大郊遊

念書的越南學生是會增加的。
我曾經去過台灣很多的地方旅行，像是台中、
台南、高雄、墾丁、綠島等地方。其中，我印象

你會建議自己國籍的學生來台灣念書嗎？也請

最深刻的回憶是在綠島，起先因為搭船去綠島會暈

提供以後來台灣的學生一些意見？

時間：2017 年 4 月 22-23 日
地點：嘉義舊監獄博物館、檜意森活村、故宮南院

船，非常痛苦，但後來抵達島上後，看到那邊的風
景迷人，海邊也很美，覺得十分值得。也曾在綠島
參觀綠島人權園區，看到當時的台灣人受到很多壓
制，深感爭取人權的過程十分艱辛。

能力。因為有的同學選上了但是對自己來說太困難
或是有的一次要待上四五年，對自己也不太好，所
以首先要看自己的實力到底在哪個程度再做選擇。

請問你會推薦台灣人去越南讀書、工作、或是
旅遊嗎？
我當然會希望愈來愈多的台灣人到越南旅行、
做生意，更促進兩國關係。從過去到現在，台灣和
越南之間在經濟方面已有深刻的情誼，很多在越南
的台商提供越南人民很多就業機會。
如果是台灣的學生想到越南念書，我會建議可
以選讀越語科、歷史科、理工科等科系，因為是越
南比較突出的科系。但是需要特別注意的事情是要
注意安全，因為越南的治安狀況不像台灣那麼好；
在交通秩序上也不如台灣，即使有交通警察指揮
交通，在尖峰時段車輛很多，會有人不遵守交通規
則，所以走路請記得要小心！

本年度(2017)政治系遊探訪嘉義各大景點，拜訪古蹟與美食，在

我認為首要的考量是選擇的學校要符合自己的

再來是要依據自己喜歡的領域做選擇。因為有
的人會想先考上再選領域或試試留在自己不熟悉的
領域，但這樣會使你的學習過程沒有熱忱，這個專
業對你來說沒有甚麼好處或是沒興趣。如果要重新
考慮考到別的學校或別的系所，又有浪費時間的感
覺。

當地同學與各景點導覽人員的帶領下，師生度過了寓教於樂的一個週
末。
首日拜訪俗稱民雄鬼屋的劉氏古厝，大家的歡笑聲反為古宅增添
了不少朝氣。午餐過後參訪嘉義舊監獄博物館，了解獄政設施與其行
政文化。隨後，我們探訪嘉義著名的檜意森活村，大家自由行動、各
自採買伴手禮或喝下午茶休憩，並在行程結束後回到離文化路夜市不
遠的國園大飯店辦理登記，隨後師生各自展開嘉義美食之旅。
次日早上首先至蘭潭風景區、阿里山觸口等地欣賞大自然之美，
下午至故宮南院參訪，由導覽員詳細介紹東亞各文化的特色展品。

■ 檜意森活村

在選課方面，我自己的經驗是莫名其妙的選
課。因為一開始沒有經驗，不知道自己應該要選哪
些老師的哪些課。我會建議以後來台灣的學生先選
比較基礎的課程之後再選進一步比較進階的課程，
同時也希望系辦那邊可以提供新來的外籍同學有課
程規劃，比如碩一該選哪些課程，以做為參考。新
來的外籍同學一開始不知道如何到網路上查詢各個
老師的研究專長，如果能由系辦提供一些系統化的

現在台灣政府正在推行新南向政策，請問你覺
得這項政策會使得越南的學生比較願意來台灣

課程資訊給新來的外籍學生，我想，對他們的選課
會比較有幫助。

念書嗎？
從臺大畢業後，對未來的規劃是什麼？想留在
首先，新南向政策對越南人來講，會增加越南

台灣工作還是回國呢？

人去台灣旅行觀光的動機，增加雙方的經濟關係，
我覺得有很大的幫助。

我想回母國做一些研究關於台灣、中國與越南
之關係，因為越南在關於這方面的資料還是罕見，

第二，新南向政策可能會增加越南學生想去台

如此也能將在政研所的所學運用到實際工作上。

灣念書，但是有一大挑戰是：台灣使用的語言是中
文而非英文，因為多數的越南學生沒有學過中文，

30

■ 嘉大植物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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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檜意森活村

■ 嘉義舊監獄博物館

■ 蘭潭風景區

■ 阿里山觸口

■ 蘭潭風景區

■ 阿里山觸口

■ 故宮南院

■ 民雄鬼屋劉氏古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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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舊監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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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北大校園菁英計畫第12期

政治系碩士在職專班校外教學廈門參訪台商天福茶集團和閩南古鎮心得
文 / 呂惟揚（碩專班16期）
2017年8月展開試營運。
走訪閩南古鎮，會發現在這個園區內，有適合
全家大小的遊樂園、超市；對於商務族群，有超過
1500個房間的商務飯店、會議空間及展覽空間；而
對於年輕族群則有影城、商場、街屋等，莊瑞麟學

■ 北京鳥巢體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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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像我們解釋，原來該園區在設計思考上，針對不

■ 北京水立方場館

同需求的客層，規劃出不同類型產品，藉由垂直面
的佈局，吸引龐大的自體消費能力進入，並以該園
初次踏上廈門，感覺相當奇妙，雖然廈門與金
門只是一海之隔的彼端，但兩地卻有著截然不同的

區為中心，發展出新興的衛星市鎮，展現十足的企
圖心。

發展命運。此次參訪行程由臺大政治系EMPA專班
第九屆學長，目前擔任廈門翔鷺集團閩南古鎮執行
長的莊瑞麟學長所安排招待，並由當時任臺大政治
系系主任徐斯勤老師及EMPA專班執行長彭錦鵬老
師帶領同學，展開三天兩夜的參訪。沿途走訪台商
■ 濱河路社區調研交流之一

■ 濱河路社區調研交流之二

翔鷺集團、天仁（天福）集團在當地所經營的項目
及廈門大學兩岸協創中心等，藉由學長及老師們精
心的安排，我們實地探勘，近距離接觸中國商業發
展模式的變革及兩岸政情發展的變化。

下午我們前往位在安溪的安溪茶學院及中國
茶博匯會展中心參訪，茶學院是福建農林大學的二
級學院之一，是以茶產業為特色的綜合性學院，結
合安溪茶產業優勢，發展出優勢互補、協做為學的
模式。該校區依山傍谷，占地一千兩百畝，建築新
穎，夕陽的映落在校園正中央的生態湖面，好生美
景。當天我們有幸參觀了該校同學的茶產業作品，
該校同學以茶文化為主題，衍生出不同的專題，有
的以廣告文案為包裝；有的著重於茶具器皿的改進

我們首站前往位於廈門機場旁邊的國家級閩台

研發；有的則是藉由飲茶文化的發揚為理論探討，

（廈門）文化產業園「閩南古鎮」，該園區由由翔
鷺集團所開發，並由莊瑞麟學長擔任執行長，集結
文化、旅遊、商業及會展四大營運核心，營運項目
包含國際飯店、展覽館、影城、遊樂園、茶博館、
珠寶館、超市、閩南街屋及從台灣分香而至的朝天
宮，並以統一招商、銷售策畫及物業客服為號召，
目標在一個統籌的園區內完成食衣住行育樂等項
目，打造國家級4A旅遊景點，而這樣龐大的事業體
目前已進入最後驗收階段，預計於2017年5月完工，
■ 北大國際關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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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大北大學生交流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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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我們見識到，對於單一題目竟然可以發揮得如

李創辦人在開發該服務區時所使用的器具，以及當

間緊迫，只能簡單參與對談，但對於了解中國涉台

此淋漓盡致，相當新奇有趣。

時荒煙蔓草的圖像紀錄，體現出人定勝天的堅強意

事務相關學者的論點與想法有了新的認識，實屬難

志。

能可貴的經驗。

隨後我們前往位在一旁的中國茶博匯，這是一
個藉由產地優勢，集合相關產業上下鏈，打造出的

晚餐時我們終於見到了傳說中的世界茶王─台

三天兩夜的行程，雖然行程很趕，但卻能接觸

特色會展中心，其規模之大令人印象深刻，而館方

灣天仁集團、中國天福集團創辦人李瑞河，李創辦

到中國大陸產、官、學三方不同領域的各種面相，

也帶領我們進行了中國茶文化的導覽，從布展、概

人相當親切，不僅一一與我們寒暄問暖，還與我們

這樣的機會實在太難得，對照兩岸的發展，過往我

念影片、歷代茶器陳列，茶文化一路從神農氏到近

分享了很多故事，也告訴了我們所謂一堂「三十億

們在台灣所抱有的經驗與看法，在中國可能不一

代，才驚覺，原來我們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茶」，

的課」，兩岸間商業往來的心得，更重要的是，他

定適用，即便是同文同種，但在國家政策及發展條

居然有著這麼博大精深、悠長且優雅的歷史，而這

區的驗收，內設五大館及八大景點，是了解中國茶

也不藏私的像我們介紹他做人處事的道理。他說，

件不同的情況下，勢必也會有不同的思考模式及面

所謂的茶產業，在當地所創造出的龐大商機，也因

文化3000年最佳的去處。天福集團副總裁李國麟親

他是茶商，也是茶人，今天能有機會發展茶文化，

貌。2016年的台灣展開了新局，新的兩岸關係也正

此成為當地政府發展的一個重點項目，讓我們大開

切的迎接我們的到來，一路上向我們介紹園區內的

身為炎黃子孫不能無動於衷。而他也說，人生就像

在萌芽發展，最後一天要前往機場前，我們經過了

眼界。

布置及典故，也透露了許多私藏的小故事，其中包

茶一般，一苦二甘三回味，有失有得，有苦有樂。

環島東路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的巨型看板。站

含天福集團的發展、李創辦人的理念，讓我們親身

李創辦人在台灣開創了傳奇，卻也交出了慘痛的學

在看板前，遙望著金門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在

體驗到李創辦人的卓越眼光與毅力，也見證了他是

費，在跌倒之後，又在彼岸創造出另外一片天地，

海峽兩岸的最前線，悶熱的空氣躁動，時代的風已

如何從無到有的打造出一個全新的商業王國，並以

看中了商機，努力耕耘有了收穫，現在又立志將傳

吹動大帆，未來兩岸這艘船會開往何處？我想，不

發展茶文化為自身使命。

統茶文化發揚光大，他堅強的信念不僅讓人印象深

只學習政治思考的我們必須關心，這也將是全世界

刻，也有許多是我們值得加以學習的。

在近年必須嚴肅面對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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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訪完典雅的茶博院後，我們前往附近的漳
州科技學院，該校由天福集團出資創建， 為三年學

最後一天我們拜訪了廈門大學兩岸協創中心，

制學校，是中國「十二五」項目承擔高校，培養茶

藉由學術參訪為三天兩夜的行程畫下完美句點，該

臺大政治系政府與公共事務 EMPA 碩士在職專班

專業相關人才，並與台灣多所院校簽有校際合作和

中心為中國「2011計劃」一環，其使命在於提供國

第 16 屆學生

出國留學業務，定位相當特別。我們抵達之時，正

家在兩岸關係上推動的理論與實踐。雖然我們因時

晚間我們入住了「國心綠谷」莊園，國心綠谷

逢學生開學返校之日，看著年輕的學子提著書卷與

位在素有「中國水墨之村」美譽的安溪縣尚卿鄉黃

行李，走在山坡的小徑上有說有笑，青春的花蕊在

嶺村，海拔接近1000公尺，當地也出產極富盛名的

春天裡綻放，讓人好生羨慕，心想這樣類型的專科

鐵觀音茶、東方美人茶等，而該莊園主打農業觀光

學校，在台灣已屬少見，但在人口及產業眾多的中

休閒旅遊、康養休閒旅遊等，近年來也將茶文化體

國，卻是相當不錯的發展標的。

作者：呂惟揚

目前任職於香港東方報業集團，擔任駐台記者及兩
岸版評論編輯

驗與傳播做為品牌行銷而受到關注。飯後，國心綠
谷的經營者黃清平董事長親自為我們介紹了他對
於茶文化推廣的理念，並邀我們品嘗該地出產的好
茶。夜晚雲煙繚繞，朦朧的月色伴隨茶香，別具一
番風味。

接著我們來到了第二天的最後一站，天福石雕
園，石雕園位於沈海高速公路上的天福服務區，該
服務區為天福集團斥資1.5億人民幣打造，集高速
公路服務功能、旅遊、住宿、會議為一體的綜合型
景區。石雕園分為「唐山過台灣」為主題的石雕群

48

第二天行程在旭日東昇時展開，第一站先前往

及以閩台民俗趣味為主的石雕群兩大部分，利用當

位於廈門漳浦的天福茶博院，茶博院是全世界最大

地自然石材資源，打造出融合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

的茶博物院，並在2003年4月份通過國家4A旅游景

為一體的旅遊景區，而這裡的紀念館也陳設了天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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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溫學生時代的動感」
2016年系友大會
文 / 李冠霆（政研三）
在此之後，系友大會中因為大家的歡笑而襯托

臺大政治學系友職涯交流圈，
臺大政治學系友職涯交流圈，
歡迎您加入！
歡迎您加入！
親愛的臺大政治系友：

出的愉快氣氛，也隨著燈光漸暗而轉趨莊重肅靜。

您好！我們是臺大政治系2013年畢業班，系級B98臺大政治系友職涯交流圈的籌備小組，初次聯繫，很

此時莊嚴的音樂從舞台兩旁的喇叭流洩而出，在舞

高興認識您。

台正中央的大螢幕當中投射出今年溘然離世的劉
介宙學長的身影。眾人們透過這部影片，緬懷著劉
介宙學長，而學長的風骨與典範，也將伴隨著介宙
館，長存在我們的心中。

在大學四年的求學過程中，政治系開放的學習環境賦予我們多元思考的機會；大量系外選修的學分也
讓我們得以觸及不同系所的知識。然而許多人也因此在畢業後感到徬徨，談起生涯規劃，多半是猶疑
大過肯定。
有鑑於此，近日B98政治系的幾位同學，合力創辦了臺大政治系友職涯交流圈 (NTU PS Alumni

2016年12月11日，由1986年度畢業系友主辦

影片結束之後，由臺大政治系在校學生所組

Network)，希望能建構一個完整的系友網絡，提供各種職涯新訊以及業界人士的經驗。網絡成員包含

的「2016臺灣大學政治系系友大會」在無盡的巧思

成的樂團接著上台進行精心籌備的演出。台上的

畢業系友以及在校學生，藉由串聯各屆系友的職場經驗，讓即將面臨求職的學弟妹，或是有意轉換跑道

之下，帶領著大家走入時光迴廊。在這一場盛宴當

演出，帶領著系友們再度回到屬於自己20歲時的年

的系友們順利銜接往後的職涯發展。

中，不論是初出社會，或者是已經貢獻於社會數十

輕時光。在演出當中，除了穿插著既精彩又刺激摸

初期的職涯交流圈將以Facebook社團作為系友們的交流平台，內容將包含：

載的系友，都再一次重溫學生時代的動感。席間的

彩，也同時舉行了系友聯誼會正副會長與監事的改

1) 業界職缺分享：提供各種職缺資訊，予求職/轉職者順利找到工作。

歡笑言談，勾起了大家學生時代的趣事與夢想，眾

選儀式。最後，這一場盛宴在1986年度系友的溫馨

人們心中過往那段既青澀又甜美回憶顯得歷歷在

大合唱當中，逐漸拉下了帷幕。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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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業新訊分享：分享各個業界的最新產業現況。
3) 職場經驗分享：邀請在業界耕耘不輟的系友，分享所屬業界的職場經驗以及目前工作領域的樣態。

臺大政治系的系友們，不論是頂著白髮的睿智
從為系友大會揭開序幕的第一支影片當中，便

長者，還是剛剛畢業，正準備一展抱負與長才的少

可見主辦班級的巧思與創新。這部影片集結了許多

年，都在這次的大會當中相聚，說著你我之間的故

因為身在海外不克前來參加這場盛宴的系友們的祝

事，聊著你我之間20歲的青春歲月。至於台大政治

福，雖然他們遠在千里之外，然而透過這部影片，

系的故事，便在歡愉又帶點不捨的情懷當中，交棒

使得他們的祝福彷彿身歷其境一般地，展現在會

給1987年度的系友們，持續說下去。

系友網絡於即日起正式啟動！竭誠邀請您加入這個交流圈，共同串起強而堅韌的政治系友網絡！ 如果
有意願進一步分享自己的職涯發展，也歡迎來信至以下信箱，我們將主動與您聯繫：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682787235347628/
信箱：ntupsalumni@gmail.com
感謝學長/學姊，期待您的回覆。 順頌

時綏

場，令在場的所有人感到驚艷與感動。
接著下來，政治系系友會胡定吾會長、政治系
徐斯勤主任，以及外交部李大維部長分別為本次系
友大會致辭，他們的致詞除了感謝主辦班級的辛苦
籌劃之外，更期勉政治系的學弟妹們，能夠延續政
治系的優良傳統，並在未來於社會的各行各業，持
續發光發熱。此外，胡會長更是為本年度獲得系友
會獎學金的兩位同學一一頒發了獎項，肯定他們在
就讀政治系期間的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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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EMPA就讀心得
程沐真
台北金融大樓股份有限公司 公關經理

劉仁照
桃園市議會 市議員

賴綉琪
立法院國會研究室 資深主任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是EMPA？在民間企業工

當初會選擇臺大EMPA為報考研究所的第一選

回到臺大校園之後，每一分每一秒都讓我感

資訊，馬上就能在工作上現學現賣真是太幸福了，

作超過20年，深深覺得企業離不開政治，長時間重

擇，是因為師資陣容堅強，且同學們均為來自各領

動，也讓我備感榮耀。在全臺大最美、也是排名

好比全球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在川普勝選之後的

覆性的工作內容更讓自己感覺被掏空。在這裡，可

域的菁英，歷屆畢業的學長姐之成就有口皆碑。實

全亞洲數一數二得獎的社科院大樓裡，享受臺大政

情勢分析，非常精闢且及時。在這菁英薈萃的環境

以盡情享受校園的陽光、椰林的氣息，仿若回到大

際就讀後發現老師的教學方法多元，內容豐富，與

治系裡底蘊深厚的老師們以及臥虎藏龍般同學們

裡，上完課也不需急著離開，一樓的社科院圖書館

學生活，更讓人意外的是，臺大豐富的學術資源可

同學們的交流互動讓我獲益良多，每個星期皆期待

的澆灌與交流，夫復何求！每周遠從金山開車趕著

有著最棒的軟硬體設備與書籍，我最喜歡圖書館裡

以任你盡情享用，有種吃到飽的值回票價感！EMPA

來自師長們不同的分享與激勵。過去我的專業為

上課，距離雖遠但心情是愉悅的，越接近學校，心

可以躺臥的休憩設計。在EMPA可以得到最充沛的

師長所傳授的學識幫助自己用不同的角度和高度看

會計，對於政治理論一知半解，在此學習了一年多

情越雀躍，EMPA課程安排得非常棒，以最有效率

能量與累積，更加地肯定自己，也在生涯規劃上增

事情，開拓不一樣的格局與視野。不要以為只有政

後，對於政治議題的敏感度有所提升，視野也更加

也最紮實的方式與學習結構吸收老師的精華，兼顧

添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治人物才需要懂得政治，在這裡獲得的不只是學

開闊，未來更期許能將所學化為力量應證到實務操

理論與實務應用，尤其是每逢重大時事發生，可以

問，是幫助自己思考和看世界的能力，是一個與各

作上，強化自身問政的動力，對於政治知識亦有興

第一時間請各個學術巨擘的老師們分析，加上同學

界菁英共處、相互學習的絕佳機會。如果你需要的

趣的你，竭誠歡迎你的加入。

們的相互詰問，簡直就是享受，得到第一手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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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人脈，還需要一個挑戰自我與成長的機會，
歡迎加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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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志偉

徐弘庭

TVBS電視台新聞部 大陸組主任
凌晨兩點，盯著貼滿書房牆上的文獻，苦思期
末報告，檯燈照射下的身影孤單…卻不寂寞，因為
LINE群組裡，幾乎全班同學都還在各自奮戰！這
時總會想起老師在迎新日就撂下的那句話：「臺大
EMPA，是玩真的」，也難免捫心自問：我幹嘛來走
這一遭？
身為北京駐點記者，有幸多次親臨攸關大陸政
治與兩岸關係的新聞現場，但看足熱鬧之餘，更深

臺北市議會 市議員
恐缺乏足以正確解讀的專業知識，一年多下來，我
確信自己真的來對地方了，課堂上，教授從工業革
命講起，以宏大的歷史縱深釐清兩岸關係脈絡，還
有最近全球矚目的美國選舉人團制度、英國脫歐公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宇宙是無窮的。
如何以有限的生命對抗無窮的宇宙，唯有在歷
史的洪流中留下紀錄。

投，精心安排的課程，讓週六上學領略臺大名師風
采，成為大伙每個星期最期待的事情。

感謝臺大EMPA，讓我能在每個星期六的早
晨，從教授的指導中以理論的角度更有系統地了解

想要看懂這個世界運行的門道嗎?趕快報名
EMPA！話不多說，小弟要繼續開另一個檔熬夜趕報
告了…

歷史上先人留下的紀錄與典範，師長們從不同的角
度與面向中分析事務，更讓我體會學海無涯的精

沉浸在課堂中，更讓我能體會William Blake所寫的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ﬂower,
Hold inﬁ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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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這也是忙碌公職生涯中，最能提醒自己莫忘初
衷的充電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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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專班開學的第一堂課，老師對我們說，臺
林岳鋒
國防大學政戰學校 中校隊長

吳宜家
刑事警察局

台灣首屈一指的學府非臺大莫屬。曾經，這絕

無心插柳下，進入臺大EMPA就讀，開拓另一

對是你我心中非常響往的一所學校，不管是臺大的

生涯路途。在政府部門擔任警務十餘年的工作，第

人文景觀和臺大的師資絕對都是最好的。以前的我

一線工作總是被賦予執行者的角色，藉由老師課堂

可能連想都沒想過自己會考上臺大，一年前，我開

講授，瞭解政府政策制定及實務的運作，豐富了視

始有了進修的打算，依自己的工作性質和想進修的

野，現已是往圖書館、教室、研究室跑的常客，這

類別，發現與臺大政治研究所的碩士在職專班不謀

裡充滿了滿腹經綸的老師、樹影搖曳的學校環境，

而合。感謝主，最後順利的考取嚮往已久的志願。

各界才子的學長姐、同學們及課堂生動活潑的啟發

就讀後，不管是老師們的授課、同學們彼此之間的

式學習都將豐富這段學習旅程。雖然在工作與家庭

交流，讓我真的獲益良多，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

兩頭燒下，但在另一半體諒下，我相信接下來2年的
充實，這條路會是另一段美麗的驚豔。

陳亭妤
立法院 科員
每個星期六，都是充電的日子。

大有四個寶藏：老師、課程、藏書和同學，要我們
好好使用，好好珍惜。專班的老師精銳盡出，課程
精彩得讓人捨不得眨眼，透過課堂討論及互動，也
終於得知為何專班注重學員組成的多元化，同學分

一直以來，臺大總是一個有點遙遠卻很想實現

別來自不同的職業和背景，討論的層次也跟著豐富

的夢想。進入公職後，很想再提升自我，精進知識

又多元。牛頓曾說過一句經典名言：「如果說我看

與學識，但總礙於時間有限，又敗給自己的惰性，

得比別人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始終未能啟動。直到當時長官及同事的鼓勵，得知

專班的老師是學術上的巨人絕對無庸置疑；而同學

臺大EMPA專班是個絕佳的選擇，一方面被新穎的

們各自都有精采的背景，即使是輕鬆地聊天都能為

社科院大樓吸引，另一方面又一直崇拜臺大的名

你帶來新視野。工作雖然忙碌，但每周六來上課，

聲，於是鼓起勇氣報考EMPA專班。準備過程中，曾

都像是進入森林呼吸新鮮空氣一樣的令人振奮。如

經搜尋學長姊就讀的心得，看完之後越發覺得勢在

果說，你一定要讀個研究所，臺大的EMPA專班絕

必得，在此必須感謝老師們為我開啟了進入臺大的

對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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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系學術活動大事記
日期

2017年
3/9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名稱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講者︰思為策略股份有限公司蔡汶成總監﹑
柯伯麟研究員及蕭雅云研究員

■講者：紀大偉(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課題︰

■講題：戒嚴體制與同志文學

4/22

一﹑社群媒體與民意探詢
二﹑
數據分析與台灣選舉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3/13

三﹑
實作應用與案例分析

■講者：Jagannath P. Panda(Research Fellow & Centre Coordinator, East Asia,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
■講題：From “Look East” to “Act East”: India as a Possible Security Provider?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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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莫大華(國防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講題：地緣政治復興的雙重面目: 批判性地緣政治反思與新古典地緣政治興起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3/28

■講者：羅清俊(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4/29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2017「公共事務」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講題：分配政策與政治的研究
學術演講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4/10

5/3

■講者：施能傑(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

■講者：劉嘉薇教授（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教授）
■講題：社群媒體與公共政策

■講題：政府體制與政務人力制度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臺大政治學系博生論壇
4/21

5/3

■論文題目：縣市合併升格後區級地方治理機制的研究

■講題：Idea, Action, and Outcome: The Objects and the Tasks of Social Sciences

■發表人：陳無邪（台大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評論人：方凱弘助理教授（世新行政管理學系）、王保鍵博士（台大國發所）
5/4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同學們將在4月底來到台灣作「田野考察」
，因此此次特別與
系學會安排台灣與香港同學的一場深度交流會！對於香港、港台關係有興趣的同學別錯
過！

2017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系友聯誼會《系列演講》
5/4

■講者：紀妍如學姊 (1989年畢，President, Asia Pacific at SAI MedPartners LLC)

■議題：(分成小組討論，每組都有負責人帶大家討論、分享資料)

■講題：學校沒有教的事

觀光、學運、青年面對的問題、學生活動、香港與台灣的比較選舉與選舉特徵、香港與台
灣的居住問題:居住正義

學術演講

【社群數據分析與選舉工作坊】

■講者：黃鶴回助理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助理教授）

參加交流會同學可以在當場報名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舉辦的工
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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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Yuen Yuen Ang(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
■講題：The Problem of Defining Success in China’
s Bureaucracy

【學生交流活動】

4/22

■講者：唐世平(復旦大學國關學院特聘教授)

5/18

■講題： Job Polarization, Socio-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of
Young Peopl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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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5/20

活動名稱

日期

2017東亞憲政民主工作坊「政黨與國家」

臺大政治學系博生論壇
■論文題目：「生態主義化過程」的分析性敘事：重探三生農業建設計畫的生態因素及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講者：Enze Han(Senior Lecturer ,Associate Professor,Dept of Politics and
6/2

活動名稱

10/25

其影響
■發表人：江俊宜（臺大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International Studies,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評論人：杜文苓教授（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講題：Weaker States under the Shadow of Great Powers: Foreign Policy Choices
of Southeast Asian States

【金信論壇啟用典禮 暨 臺灣-韓國社會比較論壇】
學術演講
6/7

■講者：陳蔚芳(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韓國金九基金會於2016年捐款美金二百萬元給本校社科院，成立金信論壇，院內各系所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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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使用此筆捐款與透過金信論壇，辦理與東亞之國內及國際議題相關的各類學術及
交流活動。2017年10月26日上午，將在社科院國際會議廳舉行金信論壇開幕啟動典禮。當

■講題：站在十字路口的歐盟：歐洲統合的歷史經驗與當前挑戰

天下午，繼續舉行金信論壇下的三場學術座談。

學術演講
6/15

■講者：呂曉波助理教授（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政府學系 助理教授）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講題：A Tale of Two Regimes? Taxation, Political Bargaining, and the Fiscal Contract
in China and Taiwan （Experiment Method）

10/27

■講者：Giorgio Shani 教授（國際研究學會亞太分會主席，基督教國際大學政治暨國際
研究學系主任及教授）
■講題：Human Security as Ontological Security: A Post-Western Approach?

6/20

■講題：Globalization and Multifaceted Welfare State Attitudes: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

學術演講
6/19

■講者：Sijeong Lim助理教授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政治系)

政治學系同仁討論會演講
10/31

■講題：A Theory of Partial Enfranchisement

2017年政治學前瞻研究工作坊

【第4屆韓臺人文交流大會】

■講者：童涵浦助理教授（臺大政治學系）

11/6

從「十九大」觀察中國大陸未來發展趨勢論壇

面對台灣與南韓雙邊無論經濟、貿易、文化、觀光，都越來越緊密的關係，為積極加深韓
9/19

台間的交流和理解，駐臺北韓國代表部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暨政治學系將於106
年9月19日（二）共同主辦第四屆韓臺人文交流大會，會中將針對東亞情勢、國際經濟變

A Symposium on The Crisis of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ies

化、以及東亞文化交流與衝突等議題進行討論。

■ Keynote: An European Perspective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10/24

■講者：王奕婷助理教授（成大政治學系）
■講題：No Democratic Transition Without Women’
s Rights? A Global Sequence
Analysis 1900–2012

60

11/8

Professor Philippe Schmitter (Emeritus Professor,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 Keynote: Inequality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n Less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Professor Terry Lynn Karl (Gildred Professor, Stanford University)

61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系友會訊

日期

活動名稱
臺大政治學系博生論壇
■論文題目：馬來西亞選舉中的中國牌：多元啟發論觀點

11/9

■發表人：孫天美（臺大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評論人：李瓊莉特聘研究員(政治大學國關中心)、
林德順教授(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11/10

■講者：Eric Chang（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n
Democracies）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系友會訊 ︱ 第十六期

16

■講題：Incomplete Democratization in Asian Democracies
政治學系同仁討論會演講
11/24

■講者：黃旻華教授（臺大政治學系）
■講題：反思統計推論的質性意義；找回資料產生機制的理論解釋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11/28

■講者：甘懷真教授（臺大歷史學系）
■講題：「天下國家」體制與東亞國際關係

12/17

2017年系友大會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12/19

■講者：直井惠教授(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講題：
‘Yes-man’ Firms: Government Campaigns and Policy Positioning of
Businesses in China

政治學系午餐演講
12/22

■講者：高承恕榮譽教授（東海大學社會系）
■講題：待確認

政治學系同仁討論會演講
12/26

■講者：洪美仁助理教授（臺大政治學系）
■講題：組織變革中的官僚行為

62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