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與大陸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國際

學院於 102 年 6 月 7 日上午 10 時 30 分舉行兩院學術
交流合作備忘錄簽訂儀式；人文藝術學院顏國明院長與廈

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國際學院鄭通濤院長分別代表簽署，

會中邀請研發處呂金燮研發長、教育學院吳毓瑩院長及人

文藝術學院系所主管等一同觀禮並進行座談。
廈門大學是大陸 985 工程的學校之一，在大陸屬頂尖大

學，其校園也被評選為大陸最優美的十校之一；離臺灣又

最近，從金門搭船，既省錢又便捷，對兩校之交流非常方

便。今後兩院將依循所簽訂之備忘錄，進行雙方的交流，
如：合開境外專班、師生互訪、舉辦學術研討會、學術刊

物資訊交換等。未來更冀望達成兩校如交換學生、雙聯學

位授予等更進一步的合作方案。

本校教育學院於 102 年 4 月 27 日在

至善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童年與
日常生活實踐」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

加拿大、法國與澳洲知名兒童文學研究

學者：Mavis Reimer、Clare Bradford、

Kerry Mallan、Rose-May Pham Dinh 與
Ingrid Johnston，以及本校兒童英語教育

學系與幼兒及家庭教育學系，暨國立中

央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中興大

學、國立台東大學、東海大學等各研究
專業學者（吳玫瑛、劉鳳芯、蔡欣純、

楊麗中、戴絲美、孫克強、蔡敏玲、古

佳艷、賴維菁），共同探討日常生活角

度的兒童文學及童年研究之相關成果，

期藉由國內外學者的對話與交流，碰撞

出更多學術火花。
過去國內來自外文、臺灣文學、英語

教學、幼兒教育等跨領域學者共組的童

年研究學術社群，在歷年研讀過程中，

已累積一股研究能量。本次學術研討會
提供此學術交流平臺，促使國內外學者

共聚一堂，針對「童年與日常生活實

踐」主題，進行更深度的學術交流與對

話。學者在討論中指出，在童年的現代

性中，日常生活一直是建構兒童生活和
童年內涵的重要場域和舞臺；同樣地，

兒童也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元素。不

過在當前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兒童與日

常生活論述的連結似乎未被凸顯，除了
這次研討會的討論外，希冀將來能開啟

更多「童年與日常生活實踐」相關的研

究視野，進一步探索在現代生活中，歷

史撰述、文化和社會情境的交互作用，
如何構成目前的童年論述脈絡，並對未

來兒童發展有更多的幫助。

本次會議不僅吸引相關學界人士到

場，更有許多民眾、教師及家長參與，
針對兒童未來的發展與願景，共同表達

關注和興趣。在童年研究與台灣兒童發

展的議題方面，與會民眾亦與發表學者

們就相關議題及兒童未來發展進行熱烈
討論，希冀此一領域的研究能夠更蓬

勃，帶給兒童更美好的未來。

本校學務處心輔組於102年
5月16日晚上七時在活動

中心 406室，與財團法人婦女

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合辦

『色情影像成癮』系列座談
會，邀請來自荷蘭的家庭及心

理治療師Fedinand Bijzet，帶領

探討「色情片對人的影響」。

「看色情片是有問題的
嗎？」講座一開始，Bijzet 便

拋給大家一個問題，引發參與

者相互分享自己的觀點。之後

Bijzet 便開始介紹色情片會在
哪些方面造成影響，包括對女

性不友善、物化女性等。接

著，Bijzet 又拋給大家第二個

問題：「看色情片會成癮
嗎？」Bijzet 提及色情片成癮

將形成對身體暴力和支配、產
生不真實的期望、對伴侶造成

困擾、過度自我中心而不自知

以及大腦邊緣系統的機制改變

⋯⋯等問題。同時，邀請其同
事現身說法，分享自己在青少

年時期性成癮的一段經驗，透

過色情片，他能紓壓、獲得滿

足，但後來他發現性成癮已經
占據他的整個生活並且影響到

生活，無時無刻都想著色情片

的內容，造成生活莫大的困

擾！之後，他接受了心理治
療，現在已懂得用健康方式紓

壓，並也成為治療師幫助其他

性成癮的青少年。

最後，Bijzet 用科學上的研
究告訴大家看色情片是會成癮

的，而正常的性行為不會成
癮，更是連結親密關係的重要

催情素。同時也呼籲大家要以

開放的態度來面對性成癮者，

這也是身為助人者該具備的能
力。整場演講內容豐富，引導

參與者專注思考「性成癮」對

個人、環境所帶來的影響，此

為探究性別平等議題中值得重
視的觀點！

本校學務處心輔組接續與

財團法人婦女救援社會

福利事業基金會合辦『色情

影像成癮』系列座談會後，
於 102 年 5 月 21 日下午 3時

30 分在北師美術館舉辦紀錄

片《歡愉的代價》映後座談

會，吸引不少關心此議題的
師生前來參與。映後座談會

由心輔組趙文滔組長主持，

邀請該片導演孫晴峰與澳洲

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講師卡
洛琳‧諾瑪共同座談。

「我想這是大家第一次在

公開場合看Ａ片吧！」主持

人趙文滔組長打趣地揭開座
談會序幕。《歡愉的代價》

是導演孫晴峰、Miguel Picker

於 2008 年拍攝，記錄美國色

情文化對生活的影響，從色
情工業的氾濫導致性暴力、

性別歧視、性認知的扭曲等

現況，期望讓觀眾正視色情

影片的負面影響。
趙文滔組長、孫晴峰導演

與澳洲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

卡洛琳‧諾瑪講師，從專業

研究角度回應現場觀眾的各
式麻辣提問。孫晴峰導演表

示沒有好的色情影像，色情

影片中都潛藏的暴力與歧

視；卡洛琳則強調色情影像
摧殘女性之身心靈，扭曲觀

看者的觀念；而趙文滔組長

從生理結構說明色情影像上

癮的歷程。透過影片與學者
交流討論，讓觀眾正視色情

影像的殺傷力，以杜絕觀看

色情影片的實際行動，來為

建構和平社會盡一份心力。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於
102年 5月 20、23日在篤

行樓六樓 601 室辦理「教育相

對論」講座，5月20日邀請新

竹大學教育學系顏國樑教授主
講：美國NCLB法案的制度與

實施，內容闡述美國《不讓一

位孩子落後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及其啟示；
5月23日邀請政治大學教育學

系秦夢群教授主講：「教育領
導的新趨勢，闡述教育領導模

式與研究取向」。透過教授的

分享與演講，與會人員瞭解到

美國法案制度與實施和台灣教
育制度的差異性，以及教育領

導未來之發展與趨勢。會後師

生踴躍發言討論，建立起良好

的互動與對話，成果豐碩。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於

102 年 4月 30 日在學生活
動中心 405 室辦理「文教創業

與行銷企劃書比賽」，邀請吉

思維全能智慧教育股份有限公

司朱允文總經理、哥倫布美語
補習班何美秀主任，與富邦人

壽曾嘉怡資深專員擔任評審委

員。透過本次競賽，學生充分

展現創意思維與規劃能力，校
外評審的講評與指教，提供學

生許多寶貴經驗與建議，使學

生更了解各項理論與實務上

的應用，獲益良多。

◆◆◆102年文教創業與行銷企劃書比賽得獎名單◆◆◆

教育創業企劃書

名次 作品 隊名 年級 人數 姓名

1 chat chat café chat chat 教經系大三 6人
江孟樺陳意昀

顏慈慧劉冠儀

吳美慶蘇文貞

2
MR.R二手書店
創業企劃書

Dr.DO 教經系大三 6人
宋子君林倍伶

陳廷瑜張力仁

莊文耀張哲郡

3
Toys Museum 玩具倉
庫股份有限公司創業

企劃書

玩具倉庫 教經系大三 6人
林敬庭朱怡靜

羅勻妮黃季平

黃宜晨蕭婷云

4 掌心中的未來 A闢癖 教經系大二 2人 劉于婕郭庭如

教育行銷企劃書

名次 作品 隊名 年級 人數 姓名

1 分享美藝棧
老男人的

宵夜場
教經系大四 4人

王信文吳昱廷

楊閎智劉賢章

2 小巷裡的大夢想 MIT 教經系大二 2人 鄭明敏盧佳吟

3 快樂學習，從愛出發 children team 教經系大一 4人
邱雅楨林欣蓉

楊若翎謝貝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