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頻道

領導素養的過去與未來—2020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籌辦的校長學學

術研討會，民國 109年（2020）正式邁入第十一
屆。走過十數年，結合學界與實務界的眾多投入

與呵護，讓此研討會為臺灣的校長學學術發展立

下新的里程，讓常年投入校長學研究者透過此交

流平台尋求蛻變與創新。本研討會邁入第十一

屆，與國家教育研究院合作籌辦，分別於 109年
11月 27日及 11月 28日異地辦理「國教院場」
及「北教大場」等兩場次，各界貴賓蒞臨人數超

過 500人次，參與者踴躍並咸感收穫豐碩。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俗稱

108課綱；以下簡稱「十二年國教課綱」）開始

施行，所持理念包含「自發、互動、共好」，培

養學生具有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之素

養，讓未來公民能夠經營成功且負責任的生活，

社會能夠適切處理現在和未來挑戰。近年來教育

大環境巨變、加上「十二年國教課綱」的新興挑

戰，使得中小學校長面對經營校務產生諸多變

革；為符合現代學校行政需求，校長該如何透過

適當的養成與專業發展的機制以確保專業知能的

卓越？身為校長，哪些校長知能以及素養是校務

發展的必要核心能力與基礎？在專業實踐的場域

上，學生的年齡與身心發展及學習需求也不一

樣，校長承擔著使學校組織正常運作、讓老師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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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1.27【國教院場】與會者於會後合影留念。

 ▲ 109.11.27【國教院場】雖然疫情嚴峻，仍擋不住與
會者的熱情參與。

 ▲ 109.11.27【國教院場】圓桌論壇。 
（左至右為本校校友總會張榮輝秘書長、臺大葉丙

成教授、國教院陳婉琪主任、政大陳榮政教授、宜

蘭慈心華德福教育實驗高中郭朝清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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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好的教學環境，以及讓學生擁有最好的學習

環境的重責大任，身為學校掌舵者的校長要如何

穩健地把學校經營好，了解家長及學生學習需

求，瞭解政策發展趨向並具備政策執行能力，進

而轉化為校長學校領導的策略，實屬校長學的重

大課題。是以，第十一屆學術研討會以「領導素

養的過去與未來」為題，承繼著校長專業化的發

展脈絡，積極構思有益於校長專業化的圖像與可

能作為，在此際更顯意義。

兩天的研討會受到各方鼎力支持，在「國

教院場次」方面，特別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許添

明院長、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

心陳婉琪主任鼎力支持本次研討會，使本次研討

會能圓滿完成；「北教大場次」方面，感謝教育

部林騰蛟常務次長、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張明文局

長、國家教育研究院教育制度及政策研究中心陳

婉琪主任、中華民國中小學校長協會張信務理事

長、以及本校教育學院吳麗君院長擔任開幕式貴

賓，為本次研討會增添無限的光彩。

本屆研討會得以順利進行，要感謝中華民

國中小學校長協會聯合承辦，協助活動規劃與經

費籌措；其次，感謝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

司的指導與經費支持，讓活動規劃更加成熟。再

次，要感謝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市政府教育

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等單

位提供經費支持，讓許多想法得以成形。感謝所

有賜稿的發表人、主持人以及評論人，是惠賜校

長學學術研究新知的靈魂人物，這些長年在校長

學學術研究的投入與扎根的先輩同儕，才是傳承

校長學學術研究的最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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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1.28【北教大場】與會者於會後合影留念。

 ▲ 109.11.28【北教大場】洪福財主任擔任分場主持
人。

 ▲ 109.11.28【北教大場】主持與評論人合影。 
（左七為本校林新發前校長、左八為政大秦夢群教

授、右七為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洪福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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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展望東南亞—2020東南亞研究學術研討會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一　李莉錦

本校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於 2020
年 11月 21日假本校雨賢廳及篤行樓國際會議廳
與 8樓教室舉辦了「2020東南亞研究學術研討
會」，並以「後疫情時代、展望東南亞」為主軸

邀請學術各界人士賜稿。本次大會分為上、下午

場，上午場邀請實務界專家分享關於東南亞的經

驗與未來的發展趨勢。邀請到的專家有：行政院

經貿談判辦公室黃中兆談判代表、工研院陳仲瑜

分析師、中華徵信所劉任總編輯、工研院綠能團

隊吳駿寬團長等人來進行分享。下午場則依據

「國際教育與學習」、「臺商@東協」、「區
域政治與制度」及「品味跨文化」四個主題，安

排四個場次進行學術論文發表。當日除了本校師

生，還有來自全臺對東南亞主題感興趣的專家學

者及民眾參與會議，合計超過 250名與會者。
研討會當天由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張朝清副教授擔任主持人、本校陳慶和校長向

來賓致歡迎詞，陳校長表示本校已由教育專業領

域跨域發展，為迎接未來世界趨勢，預計培養更

多臺灣所需之國際管理人才。東南亞區域管理碩

士學位學程魏郁禎主任也指出，學程邁向四週

年，已經培養出不少新南向企業所需人才，未來

將再接再勵。接著由工研院陳仲瑜分析師進行專

題演講，分享多年來臺灣與東南亞在電力、電線

以及技術轉移工作上的合作經驗。隨後由中華徵

信所劉任總編輯分享東南亞投資的五個亮點，各

亮點皆以清晰的資料呈現，相當吸睛。最後，

由擁有多年與東協廠商國際合作實務經驗豐富

的吳駿寬團長和劉任總編輯共同與現場來賓進

行座談，互動相當熱烈。從吳團長的應答中，讓

我們瞭解更多東南亞的未來性、挑戰性和做為一

位外資臺商相關人才應該要有的文化素養與專業

準備。對此吳團長也對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

學程的同學表示鼓勵，並給予臺商許多勉勵與期

許。

下午四個場次共有 17篇論文進行發表。每
場次大會均安排主持人和與談人針對論文進行討

 ▲本校陳慶和校長蒞臨致詞。

 ▲CRIF中華徵信所劉任總編輯，與工研院前 APO綠
能團隊吳駿寬團長，分別從宏觀趨勢與實地行動的

角度，與來賓跨界對談。

 ▲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碩二學生全程參程研討會，中

間為研討會主持人張朝清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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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理解與溝通策略系列講座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林柏翰助理教授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陳宏彰助理教授

因為我的皮膚，走在路上常常會吸引臺灣

人的目光，有些阿姨會直接用手碰我的捲髮，問

我是怎弄的，雖然我知道是善意的，但其實我還

是有不舒服，因為實在是太近了 —莉莉安

「哇，你的眼睛是藍色的，好漂亮，我可

以看一下嗎？」話一說完，他就直接湊到我眼前

十公分的位置，嚇了我一跳，我只好趕緊退了一

步，保持一些距離 —瑪芳琳

上述的分享來自於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的兩位學生，分別來自於非洲的加彭共和

國與南非共和國（通稱加彭與南非），學生們認

為臺灣人非常的友善，但有些時候不經意的動

作，卻可能嚇到他們，對於國際學生來說，臺灣

人的英文能力很不錯，日常的英語溝通沒有問

題，但在跨文化理解與溝通的部分是可以加強

的。

跨 文 化 素 養（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Literacy），是目前臺灣與全球教育發展的核
心，強調不同族群與文化之間應相互溝通、尊重

與理解，亦是消弭文化類群隔離以及社會分化的

方法與道路（Abdallah-Pretceille, 2006; Rattansi, 
2011）。

在實務上，跨文化素養除了是教育核心目

標之外，亦直接影響本校國際化與國際學生的就

論，發表的論文內容相當精彩，除與談人一致給

予好評外，在主持人的帶領下，現場討論十分熱

烈。由於發表主題相當具吸引力，吸引許多與會

者聆聽，場內幾乎座無虛席，會後與會者仍在會

場持續交流，研討會在最後的茶敘中劃下完美句

點。

今年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將舉辦

「2021東南亞議題研究生論壇—青年心視野、
南向新觀點」，歡迎有興趣的師長和同學前來參

與。相關資訊請鎖定東協人力教育中心粉絲專

頁，敬請期待！

 ▲下午論文發表場次三—「區域政治與制度」，主持

人林盈妤老師（右三）與發表人合影。

 ▲本校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王俊斌主任（右

四）於宜蘭參訪前合影。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學生與臺灣學生參訪

宜蘭傳藝中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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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穩定率。以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為

例，學程成立迄今已邁入第四年，但第一與第二

屆的兩位國際學生，皆因為自己或其家人不適應

臺灣的環境而退學。因此，考量讓國際學生加速

融入臺灣教育現場，同時亦提供本校臺灣學生國

際化的視野，學程利用高教深耕計畫的支持，舉

辦跨文化理解與溝通策略系列講座，提供本校學

生宏觀與微觀的視野。

在宏觀的視野上，讓國際學生與雙語教程的

臺灣學生了解自身在臺灣教育政策裡所扮演的角

色，邀請實踐大學郭壽旺副校長與政治大學侯永

琪教授講說 Internaliz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與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in Higher Education兩
項議題，讓學生清楚明白臺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

趨勢、畢業後的出路、身為英語為母語者在小教

雙語政策上的優勢，透過賦予國際學生在臺灣學

習的目的與意義，增加學生對臺灣的認同感。而

在微觀上，提供跨文化素養與適應的學理知識與

過程，在暨南大學洪雯柔教授所分享的 Cultural 
Shock and Adjustment: Strategies of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ommunication講座中，學生
能夠學習臺灣與母國文化之間的異同，透過展

演、反思、交友等方式，認識不同的文化，透過

此次的演講，讓學生能夠檢視自身身心的狀況，

並了解文化調適中，各個階段中可能面臨的問

題，及時尋找學伴或導師的協助。此外，亦透過

輕鬆的方式，訪視宜蘭傳統藝術中心，讓學生了

解臺灣傳統文化之美，享受文化參與。

目前第三與第四屆的學生在文化認識與調

適上有顯著的進步，就學穩定率為 100%，兩屆
的學生不僅積極的參與學校事務，在跨文化的溝

通與理解上亦能彈性的切換母國與臺灣的視角，

當再次發生文中所描述的社交距離過近的事件

時，能夠以適切的方式讓臺灣的朋友知道各不同

文化之間所習慣的社交距離。但除了積極提升國

際學生的跨文化素養，增進文化適應之外，亦期

許臺灣學生能夠進一步認識國際學生，畢竟跨文

化素養是雙向的，僅協助國際學生融入臺灣社會

尚不足以符合跨文化素養的精神，只有不斷推動

交流與溝通，才能取得多元文化之間的平等與尊

重，畢竟提升全校師生以及全民的跨文化素養才

是真正的長遠目標，是大家須終身學習的課題。

編按：本講座為全英語演講。

 ▲侯永琪教授（中）、教育學院吳麗君院長（右

二）、郭壽旺教授（右一）與林柏翰教授（左

二）、美國學生 Jamar合影（左一）。
 ▲暨南大學洪雯柔教授（前排右一）、本校林柏翰教

授（後排中）與國際學生合影留念。

 ▲實踐大學郭壽旺副校長解說文化地圖與其概念。  ▲政治大學侯永琪教授分享國際認證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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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造夢 迭代創新—互聯網世代的機會
◎學務處／臺灣產業互聯網促進協會

有鑑於數位浪潮席捲全球，掀起產業革

命，本校透過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邀請到臺灣

產業互聯網促進協會傅紀清理事長蒞校演講，與

全校 200多位師生同仁分享「勇敢造夢 迭代創
新—互聯網世代的機會」。講座於 109年 11月
26日假本校活動中心 405演講廳舉行，場面熱
烈盛大。

本校陳慶和校長於開場時提到：「數位科

技夾帶全新商業模式，掀起全球產業革命，改變

了企業營運模式、甚至是你我的消費模式。當大

家在談大數據、AI人工智能、區塊鏈與 5G應
用，i世代的同學們如何做好準備？」

會中傅理事長除了分享互聯網思維、數位

時代下的商業趨勢、臺灣中小企業的挑戰，也分

享了幾個案例說明數位科技商業模式的運作與機

會，吸引全場師生同仁全神貫注聆聽；其中一個

案例是一位熱愛飛行的年輕女孩，因著接觸飛行

及看見需要，夢想開發女性飛行員手錶，她給自

己 11個月的時間，雖然創業過程十分艱辛，最
終仍透過互聯網平台將女性飛行員手錶推向全世

界，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另一個案例是臺灣汽

車用品供應商，父執輩苦心經營十年的營收近

一億，年輕二代兄弟接棒後，透過互聯網電商平

台的運作，三年內即達標！因為他們勇於創新、

把握機會，更主要的關鍵在於藉由電商平台提供

的數據作為商業決策的參考依據，創造企業經營

的價值而非追求價格的取勝，才能在不到 30歲
的年紀就圓夢。

最後，傅理事長也勉勵同學，「人才是賦

能臺灣中小企業數位轉型的關鍵，這正是 i世代
的大好機會，請同學保有好奇心、創新思維，勇

敢造夢。套句馬雲的話，夢想還是要有，萬一實

現了呢？」

 ▲講員傅紀清理事長演講時的丰彩。

 ▲與會師生專注聆聽傅理事長的分享。  ▲QA時間：與會學生向傅理事長提問請益。

 ▲陳慶和校長（左）致贈錦旗予講者

傅紀清理事長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