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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新的視野看待臺灣大學生的職涯發展與輔導？」講座

——於變動世界中開創生涯之路

「如何用新的視野看待臺灣大學生的職涯

發展與輔導？」講座於 2018年 3月 20日下午
15時 30分，假本校篤行樓 Y603未來教室舉
行。這場講座由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魏郁禎老師

主持，邀請到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夏侯欣鵬副

教授蒞臨演講，與本校師長們一同探索如何在今

日變化快速的世界中，幫助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

職涯發展之路。

夏侯欣鵬老師於講座一開始先簡介生涯介

入的時代背景與脈絡。從 20世紀初的職業指
引（vocational guidance）階段，至 20 世紀中
轉變為生涯教育（career education）階段，直
到 20世紀末、21世紀初進入了生命設計（life 
design）階段，這三個世代的轉變過程不僅反
映出不同時代背景的職業樣貌，同時也反映出

職場對於人才的需求和標準亦隨之改變。她提

到，「興趣」在三個世代階段中一直佔有相當大

的影響力；而在今日變化快速的社會中，生涯

（career）早已不能仿效過去以單一發展方向來
思考，尤其是「專案型態」工作儼然成為目前

全球主要工作模式時，教師們更需深入與學生們

對話，幫助學生取捨自己「要什麼」、「不要什

麼」，如此一來才能讓學生更加釐清自己的生涯

發展模式，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擁有更佳的應

變能力，以及更寬廣多元的發展潛能。

在講者生動的演講內容以及本校師長們熱

烈回應下，本場講座於下午 17時 30分順利圓滿
結束。感謝當天前來參加的師長們，讓活動進行

過程中，得以激發出各種不同的生涯輔導思考；

也期盼能藉此找尋出指引同學們生涯規劃的有效

方法，讓他們個個在生涯發展之路上皆能適得其

所，發揮自己的天賦，開創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地。

 ▲夏侯欣鵬老師（右五）與當日

參加老師於會後合影。

 ▲夏侯欣鵬老師和本校教師們分享生涯介入模式的轉

變歷程，以及當前大學生於今日世代中所需面臨的

各種挑戰。

 ▲教經系魏郁禎老師（右）代

表本校致贈夏侯欣鵬老師

（左）感謝狀。

▲教經系魏郁禎老師（右）代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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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文化與認同」暨李筱峰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民主、文化與認同」暨李筱峰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促進轉型正義，深化民主、自由、人權思維促進轉型正義，深化民主、自由、人權思維

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科技部和本校台灣文

化研究所（以下簡稱台文所）共同舉辦之「民

主、文化與認同暨李筱峰教授榮退學術研討

會」，於 2018年 5月 4日假篤行樓 601國際會
議廳舉行，活動當天有彭明敏教授、李鴻禧教

授、艾琳達女士等多位臺灣民主運動先驅到場

參與，並在本校張新仁校長、人文藝術學院郭博

州院長、台文所翁聖峰所長向所有與會者致歡迎

詞後正式揭開序幕。研討會當日共計有四場次，

分別以「國家暴力與人權侵害」、「威權統治與

民主發展」、「文化反思」、「國家認同」為主

題，廣邀專家學者發表學術論文。

活動當天由本校台文所名譽教授李筱峰以

「我的學思歷程」為題進行專題演講。李教授暢

談自己自求學開始一路以來的思想轉變歷程。小

時候在黨國教育的薰陶下，對於大中國思想及蔣

介石深信不已，他不諱言當時自己就是個法西斯

主義者；直到高中時期開始廣讀課外書籍，接觸

到胡適、殷海光、雷震、陶百川、羅素、海耶

克、佛洛姆等人的思想，讓自由主義的思想種子

進入他的內心並開始萌芽，是他的「第一次覺

醒」。他於就讀政大教育系期間，因為數度在

《大學》雜誌裡為文批判教育，導致最後遭到勒

令退學；在轉學至淡江大學歷史系之後，踏上了

臺灣史研究之路，進而研究臺灣民主政治史、

二二八事件。當時正值中華民國屢屢在外交上經

歷挫敗、國際地位不斷跌落之際，國內也正逢工

業化轉型階段，一連串國內外的變化過程，讓他

在國家認同上逐漸擺脫中華民族主義及大中國思

想，轉而走上以臺灣為主體之現代民主國家認

同，建立以臺灣作為主體思考方向的信念，這是

他的「第二次覺醒」。畢業之後他曾擔任《民眾

日報》記者、接著進入師大歷史所進修、直到後

來於世新大學及本校台文所任教，他提到在生命

裡的每一個不同階段，「促進臺灣民主化」都是

自己這半生以來努力的目標；今天的臺灣社會已

有初步的民主化成果，接下來則必須進一步檢討

文化方面應如何與時俱進，以作為民主化社會背

後強而有力的基礎，進而深化、確立國家認同。

第一場次「國家暴力與人權侵害」，特別

邀請到日本立命館大學衣笠総合研究所專門研究

員高誠晚（KOH Sungman）以「韓國與臺灣轉
型正義之比較─以韓國四三事件與臺灣二二八事

件為中心」為題闡述臺韓兩國在推展轉型正義工

作方式上之差異；本校台文所管仁健在「戒嚴時

 ◎台灣文化研究所

 ▲本校張新仁校長於研討會

開幕式致詞。

 ▲第一場次「國家暴力與人權侵害」主持人、發表

人、評論人合影（左至右）：高誠晚、何義麟、管

仁健、朱立熙、謝欣芩。

 
▲

李筱峰教授以「我的學思

歷程」為題進行專題演

講，暢談自己生命裡各個

階段的思想轉變及覺醒。

 ▲第二場次「威權統治與民主發展」主持人、發表

人、評論人合影（左至右）：李筱峰、李禎祥、蘇

瑞鏘、薛化元、余玲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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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軍人『限婚令』初探」中提到過去國家暴力

對人權的侵害。第二場次「威權統治與民主發

展」，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李禎祥以「在故鄉

成為異鄉魂：1950年代逃亡現象之研究（以省
工委為例）」探討 1950年代威權統治下的白色
恐怖歷史；本校台文所蘇瑞鏘助理教授在「臺籍

民選反對菁英視角下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

─以省議會『五龍一鳳』為中心」裡，仔細梳理

戒嚴時期「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臺籍民選

菁英與雷震等外省籍知識菁英跨族群合作追求民

主的歷史。第三場次「文化反思」，目前任教於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的楊翠副教授發表論文「臺

灣還有救嗎？─論李喬晚期小說的核心母題」，

試圖從分析文學作品的形式與內容，反思作家李

喬對於臺灣前途的思考；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候

選人、西河畫室負責人毛紹周於「李筱峰教授對

臺灣佛教（學）研究的影響」裡，論證李筱峰教

授著作《臺灣革命僧—林秋悟》一書開啟臺灣

佛教邁向歷史學、宗教學或是社會學等研究面向

的顯學階段，同時也對於傳統祭祀中如燒紙錢等

行為進行批判與反思。第四場次「國家認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儀深副研究員在「戰

後臺灣『外省』菁英的臺獨主張─從殷海光到張

忠棟的類型分析」裡，剖析外省籍菁英在轉變其

國家認同背後的歷程；研究臺共謝雪紅生平多

年、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

授的林瓊華博士，以「左獨、左統與民主自治：

臺灣社會主義者謝雪紅的政治認同與實踐困境」

為題，期透過不同的角度，深入認識這位政治左

傾的傳奇女子。

綜合座談部分則由本校圖書館林淇瀁館長

（詩人向陽）主持，並邀集了李筱峰教授、長榮

大學莊萬壽名譽教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書館

趙慶河館長、民報創辦人陳永興醫師、臺中市新

平國小張大銘老師進行對話與總結，最後在吳三

連臺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戴寶村教授的觀察報告

下圓滿結束。

1919年 5月 4日，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的
學生運動，在當時中國境內興起了追隨「民主與

科學」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在象徵推展新文

化的五四運動即將屆滿百年之際，期盼透過這場

研討會，讓大家一同以嚴謹的態度、開放多元的

觀點，將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更加落

實於臺灣社會中。

 ▲所有與會者於綜合座談後合影。

 ▲第三場次「文化反思」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合

影（左至右）：毛紹周、楊翠、李筱峰、翁聖峰、

林淑慧、侯坤宏。

 ▲臺灣文庫創辦人林衡哲醫師於綜合座談發言。

 ▲第四場次「國家認同」主持人、發表人、評論人合

影（左至右）：林瓊華、陳儀深、李筱峰、周婉

窈、陳翠蓮、吳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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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課程評鑑改進課程」工作坊　 
提升教學品質，增強學習參與

由本校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主

辦、研究發展處與教學發展中心協辦之「透

過課程評鑑改進課程」（Course Improvement 
Through Course Evaluation） 工 作 坊， 於 2018
年 5月 25至 27日假本校篤行樓 Y603未來教
室舉行。此次工作坊是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課程的一部分，很榮幸邀請到哈佛大學

博克教學與學習中心（The 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之教育研究與評鑑
組 主 任（Director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Dr. Jenny Bergeron蒞校主講，本校
張新仁校長以及多位本校、他校師生亦前來共襄

盛舉，一同參與、思索如何有效地透過各種評估

工具及研究設計，研究、發展符合今日大學生需

求之教學方法及課程內容。

Bergeron博士是一位心理測量學家，長年
投入教育心理學相關研究工作，並於高等教育領

域擁有超過 10年之工作資歷，之前曾於史丹福
大學擔任評量和評鑑的領導者，負責評鑑學術課

程；目前負責哈佛大學領先教育計畫的評估與研

究。她長期致力於設想和實現能夠改變大學教育

實踐及高等教育研究的評量工具，並以高等教育

研究相關實證作為支持高等教育政策及改革之有

力基礎。過去五年來，Bergeron博士已進行一系
列之研究，探索如何從學術、個人及社會的角度

來幫助哈佛大學學生更投入課程學習中，進而改

革大學部通識教育課程，並重新設計、開發符合

哈佛大學學生多樣化學習需求之創新教學方法。

為期三天的工作坊研習內容包括：哈佛大

學及博克中心教育研究與評鑑組簡介、SoTL
（Scholarship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的 定

義、發展歷程及關鍵屬性；SoTL與評量、教育
研究、Scholarly Teaching的異同比較與彼此間的
關連性，以及美國各學術領域對 SoTL重視的程
度。Bergeron博士透過兩個她曾經參與研究的具
體課程案例說明，帶領與會者思考自己的教學困

境，逐步地設計出嚴謹且符合倫理考量的 SoTL
研究，同時透過 gallery walk教學法，讓與會學
員們張貼海報、進行同儕互評，從實作練習中

汲取經驗，最後再由 Bergeron博士進行總結講
評。此外她也分享自己所彙整的美國 SoTL期
刊，其中包括文章接受率、評審平均時間、出刊

頻率等實用資訊，長達 4頁的豐富內容讓與會
學員們皆感到獲益良多，活動最後，學員們向

Bergeron博士唱感謝歌、愛的鼓勵、擁抱與合照
下順利圓滿結束。非常感謝所有前來與會的師生

認真投入，期盼透過這場工作坊，讓本校未來能

夠提升教學品質，增強學習參與。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Bergeron博士於此次工作坊裡和學員分享提升課程
內容之方法與工具。

 ▲經 Bergeron博士（左二）指導後，工作坊學員們展
現 SoTL設計成果。

 ▲張新仁校長（左二）、田耐青主任（左一）代表本

校感謝 Bergeron博士（右一）此次前來指導學習與
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全體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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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上半年北教大名師講座圓滿結束 
下半年活動緊鑼密鼓籌備中

本校圖書館於 2018上半年規劃之第二、第
三場講座，分別於 4月 18日及 5月 16日假圖書
館 4樓資源推廣室舉辦。第二場講座由本校自然
科學教育學系吳天偉老師主講「地球歷史中的生

物大滅絕」，吳老師透過可愛的三葉蟲等布偶，

來加深聽眾對這些曾經真實存在、如今僅留下化

石足跡的物種有更深刻的印象，從地球生物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一同反思與關心萬物如何和諧

共存的重要議題；第三場講座則由本校心理與諮

商學系孫頌賢老師主講「愛在第二回合─破解親

密關係中的惡性循環」，以「幸福專賣員」自詡

的他與大家一起聊聊我們在感情、婚姻與家庭等

親密關係互動時可能面對之挑戰與問題，並給予

關係中「追」與「逃」的雙方建議，在培養感情

時，也應留給自己與對方適當的距離，唯有讓關

係中的每個人都感到自在，親密關係中才能維持

健康的平衡。此外孫老師也提醒聽眾們平時要多

練習「聆聽」和「說話」：當我們有能力聽出對

方的真心話、並且以誠心好好地說話時，才能和

他人有良好的溝通，發展出幸福和諧的親密關

係。

自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創意構思「北

教大名師講座」舉辦至今，圖書館已陸續邀請本

校各學院、學系推薦名師主講，是本校頗具特色

之活動。講座當週同時於 4樓課程區舉辦講座著
作暨主題小書展，希望同步串聯館藏以幫助與會

聽眾們延伸學習。下半年講座預訂將於 10月登
場，演講地點擬於圖書館 1樓多功能活動室舉
行，目前已邀請教育學院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孫

志麟老師、理學院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英家銘老

師，以及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游孟書老師主講，

敬請密切注意圖書館訊息，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

與聆聽。各場次活動資訊及報名網址請至圖書館

網頁 http://120.127.18.56/Reservation2007/查詢。

 ◎圖書館

 ▲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於 2018年 4月 18日「地
球歷史中的生物大滅絕」講座前引言。

 ▲吳天偉老師於講座中帶來的可愛布偶，當日聽眾們

多感到興緻盎然。

 ▲張新仁校長（前排左四）、

Bergeron博士（前排左五）與
參與工作坊之全體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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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人文藝術學院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人文藝術學院於 2018年 6 月 12日假藝術

館 405國際會議廳舉辦「2018人文藝術學院研
究生論文發表會」。此次論文發表會以「人文藝

術研究教學與創作」為主題，由本院各系所研究

生進行學術論文發表，期盼藉由論文發表過程中

師生間彼此交流、觀摩與切磋，以提升本院研究

生之學習效益，進而促進多元發展、開拓本院畢

業生未來出路。此外，為配合當前「跨領域」與

「科際整合」之學術研究趨向，本場次論文發表

亦接受人文藝術領域教學與創作以外之其他研究

主題，盼能以跨系所合作模式，推動、建構人文

與藝術之跨領域研究群。

本場論文發表會總計共有 9篇論文通過口
頭發表，當天所有發表論文如經再次審查通過

後，將結集成冊並命名為《2018人文藝術學院
研究生論文集》出版發行。期望每年固定舉辦論

文發表，一方面建立本院研究生發表研究成果之

重要平台，同時強化同學們的寫作與口語表達能

力，精進研究論題的面向與深度，以提升研究和

論文寫作之水準。

 ◎人文藝術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

長於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開幕致詞。

 ▲ 2018 年 5 月 16 日心理與諮商學系孫頌賢老師與林
淇瀁館長（詩人向陽）於講座主題小書展前合影。

 ▲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孫

劍秋教授擔任第四場次

評論人。

 ▲第四場次發表人、評論人全體合影。

 
▲

本校音樂學系許允麗教

授擔任第一場次主持人。

 ▲孫頌賢老師主講「愛在第二回合─破解親密關係中

的惡性循環」講座，聽眾們踴躍提問。

 
▲

論文發表同學回應評論

人之提問。

 ▲郭博州院長（中）於綜合座談時間勉勵所有發表同

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