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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從前從前開始—老故事 vs.新啟示
◎圖書館

本校超會說故事的林于弘教授，應圖書館

之邀於 110年 5月 4日假圖書館 4樓資源推廣
室帶來一場演講「從從前從前開始 ─ 老故事
vs.新啟示」，詼諧幽默談南轅北轍、刻舟求
劍、擒賊先擒王、屢敗屢戰、杜鵑不啼等典故，

讓聽眾們從老故事中獲得新啟發，迴響不斷。

配合 423世界閱讀日，圖書館舉辦「回味
時光之老派樂讀」系列活動，並選在 5月 4日此
一值得紀念的日子，請來林教授壓軸講演。開講

前，陳校長慶和特別到場致意，與林于弘教授、

蔡學務長葉榮、圖書館孫館長劍秋及組長們合

影。

在時任圖書館大家長、語創系教授孫劍秋

館長引言後，林教授先以造句練習與聽眾互動，

為演講活動暖身，接著進入主題，暢談使民習弓

《韓非子‧內儲說上》、南轅北轍《戰國策．

魏策四》、刻舟求劍《呂氏春秋．察今》、徙木

立信《史記．卷六十八．商君列傳》、不食苦李

《世說新語．雅量》、好色不好德《世說新語．

賢媛》、捉刀人《世說新語．容止》、擒賊先擒

王 （杜甫〈前出塞〉）、屢敗屢戰（相傳曾國
藩率軍作戰）、杜鵑不啼（日本戰國時代）等老

故事，期盼同學們學習記住重點培養實力、要隨

時代變遷調整觀念、確立講信用的做人原則、以

敏銳觀察力洞悉萬事脈動，肯

定並善用每個人的優點、掌握

處事關鍵。林教授並強調，在

不同場合應有不同表述，行事

策略貴在靈活調整。

演講結束後，圖書館特

別安排小驚喜，現場抽出 5位
幸運的聽眾，獲得林教授贈送

的親筆簽名著作《在花蓮：

山與海的激盪》3本、NTUE 
LIBRARY紀念書衣與 L夾，
並與林教授合影留念，為演講

活動劃下圓滿的句點。
 ▲林于弘教授演講時的丰采。

 ▲陳慶和校長於開講前到場致意。（左起曾世豪老師、

蔡葉榮學務長、陳慶和校長、林于弘老師、孫劍秋館

長、陳怡佩組長、李淑娟組長）

林教授是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文學博

士，現任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康軒國語教

科書總召集人；林教授學貫古今文學，也是知名

作家、筆名方群，曾獲全國優秀青年詩人獎、聯

合報文學獎新詩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國軍新

文藝金像獎、全國學生文學獎、臺灣省文學獎、

行政院文建會臺灣省文學獎等獎項。圖書館特於

圖書館專題演講網頁提供林教授圖書著作清單，

以串連館藏，協助聽眾延伸學習，歡迎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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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國際禮儀講座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

為增進本校學生面對國際事務的能力，培

養具國際觀及國際化的人才，研發處國際事務組

安排了 3場演講，邀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到校
分享有關國際禮儀、駐外經驗、國外教學、多元

文化等相關經驗，期使本校學子儘早具備基礎國

際禮儀及國際場合應對能力，並提升國際視野。

第 1場講座於 110年 10月 14日在篤行樓
Y603舉辦，邀請到前外交部禮賓司司長朱玉鳳
大使蒞校演講，講題為：「國際禮儀∼跟著禮賓

司長學禮儀」。朱大使為我國首位外交部禮賓司

長，曾任駐美國堪薩斯辦事處處長、外交部常務

次長，以及希臘代表處代表。近年投入國際禮儀

推廣，受邀至各大專院校及企業演講，或接受電

臺專訪講述國際禮儀。

大至國際場合、小至一般社交場所，禮儀

都存在於我們生活當中。從與人會面建立第一印

象開始，至工作場合中互遞名片、聚餐中主客位

置的講究、與人說話時對談方式與訪客接待等

等，都是禮儀的展現。我們需時刻注意自己在舉

手投足間，保持良好的舉止和談吐。不應以禮儀

微不足道而忽視，影響他人對自己的觀感。

在兩個半小時的課程中，朱大使講授國外

 ▲朱玉鳳大使分享「國際禮

儀展現內涵與素養」。
 
▲

同學在朱玉鳳大使（持麥克風者）的指導

下學習西餐擺盤（坐者為李之光老師）。

 ▲范丙林研發長（右）代表本校致贈感謝狀給朱玉

鳳大使（左）。

 
▲

會後合影。（前排左至右為

范丙林研發長、朱玉鳳司

長、李之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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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駐外經驗，並分享國際禮儀的重要性。例如：

收到邀請者請帖後應如何回覆、參加會議時如何

給人良好的第一印象？各種場合的服裝搭配，以

及餐桌禮儀等，演講十分精彩。

最後，朱大使帶領與會者進行西餐禮儀的

實際演練，參與者也透過講師的說明和實際操作

掌握了基本的餐桌禮儀。演講也在參與同學、同

仁的掌聲中落幕。

第 2場講座於 110年 10月 20日在創意館
雨賢廳舉行，邀請到國際旅荷學人劉家瑄博士

蒞校演講，講題為「你很可以，所以從現在開

始。」劉家瑄博士曾任教於全球前 50名的荷蘭
烏特列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教授：青
少年研究、移民暨少數民族議題、社會政策與公

共衛生，為少數能跨域教學的專業師資。2018
年起更受全球百大萊登大學之邀，成為國際亞洲

研究中心研究員，並擔任 ICAS國際亞洲研究圖
書獎中文版的執行秘書長及評審。劉博士亦為首

位受邀於荷蘭區國際 TED xAMS講壇演講的第
一代華人移民，更於臺灣數所大學進行健康、科

技、教育、多元文化及政策發展等多元主題演

講。

透過劉家瑄博士的演講，同學可一探荷蘭

教育與臺灣教育之不同，劉博士長年深耕跨領域

研究與多元文化之經驗，其對世界獨到而深刻的

洞察，讓本校師長、同學對於未來人生規劃上有

了不一樣的想像。講者透過雙向溝通和與會者進

行互動，鼓勵同學踏出舒適圈、到國外去探求、

學習不同的文化和語言，讓自身經驗積累為未來

成長茁壯的根基。

此次活動獲得本校師長、同學熱情地參與

及回應，透過劉家瑄博士的演講，與會者得以吸

取國際經驗、拓展國際視野，與國際接軌，對未

來有了無限的啟發，多了新的選擇目標與方向。

講座順利落幕，感謝大家的參與！

 ▲會後留影。（前排左 3至 6依序為范丙林研發長、劉家瑄博士、陳建志老師）

 ▲范丙林研發長（右）代表本校致贈感謝狀予劉家瑄

博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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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場講座
於 110 年 10 月
26日在至善樓國
際會議廳舉行，

邀請到前駐玻利

維亞代表張文雄

先生到校演講，

講題為：「國際

禮儀講座」。張

文雄先生為本校

傑出校友，曾任

駐玻利維亞代表（相當於大使）、駐宏都拉斯

大使館公使、駐智利代表處顧問、駐海地大使

館參事。目前擔任外交部、國家文官學院、外貿

協會、救國團及國家政策院等單位之專任國際禮

儀講師。近幾年更積極在全臺各地講授「國際禮

儀」，包含政府單位、學術機構及私人企業等。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與世界各國人士接觸

的機會日漸頻繁。然各國禮俗不同，為避免誤會

引發不必要的困擾，學習國際禮儀知識變得至關

重要。張文雄先生的國際禮儀講座帶領與會者一

窺國際禮儀的奧妙，正確的中餐、西餐座位安排

可看出賓主關係；男士與女士參加餐會以及酒會

的穿著禮儀；出席早會與晚會的服裝搭配；搭電

梯時需注意之禮節，禮讓長輩、外賓與位尊者先

行入內；以及同行時禮讓長輩與位尊者走在右手

邊等，處處是學問，需隨時留心注意。隨著國際

化的發展，國際交流場合日漸增加，不同國家擁

有不同種族、宗教、生活習慣與禮俗，這都需要

我們去理解和尊重。不懂國際禮儀的人，未來在

社交場合，可能因失禮行為而貽笑國際。因此，

了解基本的常識與禮俗，是每位國人都應注重與

學習的重要課題。

本次講座非常感謝張文雄先生的精彩演

講，以及多達 50位師長、同仁、同學的參與。
講師的國際禮儀課程使與會者獲益良多，一改過

去大家所遵守的刻板習慣與迷思，學習到許多

受用的知識，未來師生出席國際場合都能有所適

用。本次活動也在參與者的掌聲中順利落幕！

 ▲張文雄公使蒞臨本校分享國

際禮儀。

 ▲張文雄公使的分享獲得與會師生熱烈回響。

 ▲孫劍秋副校長（右）代表本

校致贈感謝狀給張文雄公使

（左）。
 ▲會後合影。（前排右至左依次為孫劍秋副校長、張文雄公使、范丙林研發長、

李佳玲主任、何心蕊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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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於 2021
年 10月 16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舉辦東南亞
議題研究生線上論壇，以「青年心視野。南向新

觀點」為主題，邀請各界學者專家與研究者，

分享有關東南亞區域的研究成果。當天由陳慶

和校長進行開幕致詞後，緊接著有 2場專題演
講、4個主題 10餘篇論文發表、以及大學生海
報展示，內容豐富多元，以跨領域、跨文化的

青年論壇，充分展現不同文化相互交融的知識

饗宴。

 █  東南亞專題演講

本次研討會邀請 2位精通東南亞事務專家
進行專題演講。分別是全臺東南亞首席專家學

者 ─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陳尚懋教授，以
「我的田野，你的家園」為主題，講述過往至今

後疫情時代的新興東南亞議題與田野調查經驗

青年心視野。南向新觀點
—2021東南亞議題研究生論壇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賴昱嘉

談；以及東南亞暨南亞推廣文史工作者黃偉雯

老師，以「新加坡的故事—娘惹與峇峇」為主

題，分享關於新加坡土生華人「峇峇娘惹」的文

化故事。在兩位專家的帶領下，與會者從「如何

觀察東南亞」的角度，進行一場知識之旅。

 █  研究生與大學生論文發表

不同於以教師研究成果為主的研討會，本

次會議以研究生為主角，邀請他們分享自己的研

究發現，再由領域內的專家給予意見回饋。論文

發表主題涵蓋「教育」、「人文藝術」、「科

技」等面向。發表內容場場精采、討論踴躍，許

多與會者表示，在疫情期間很難得能參與如此精

緻的線上研討會，生動的經驗分享讓許多與會者

感覺彷彿置身其中，覺察到文化感受其實就藏匿

於生活脈絡中，而不同主題的發表意味著多元視

角的觀察，帶領大家認識東南亞的全新面貌。

 ▲陳尚懋教授分享田野調查經驗：偏鄉小學的跨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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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並特別增設「大學生海報專區」，於

中場時段透過投影片播映，讓對東南亞議題感興

趣的優秀大學生，有機會透過海報展示的方式分

享專題報告成果，帶領與會者從自己的生活圈認

識東南亞。

本次研討會雖因疫情改為線上進行，卻也

讓更多外縣市的民眾得以透過網路參與，報名人

數多達 240餘人，當天各場次同時在線的人數也

有 120至 140餘人，互動踴躍、氣氛熱烈。整場
研討會以文化、語言、社會等多層次內容，帶給

與會者一場豐富的學術饗宴，相信不只是知識上

的富足，思想的啟發更是滿載而歸！

未來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將持續

舉辦東南亞相關學術講座與會議，敬請密切鎖定

粉絲專業，關注最新動態！

 ▲大學生海報展示：桃園龍岡地區忠貞市場周邊東南亞餐飲店家發展趨勢之探討。

 ▲黃偉雯老師介紹峇峇娘惹的特色文化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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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院系所單位出版期刊
◎教務處出版與宣傳組

 ▲研討會線上參與人數眾多，氣氛十分熱烈。

本校各系所單位出版期刊如下，歡迎師長們踴躍投稿。

期刊名稱 出刊單位
創刊

日期

出刊

周期

出刊

時間
發行人 期刊主編 聯絡人

教育實踐與研究

教務處

出版與宣傳組

1988年

6月

半年刊 每年 6月、

12月

校長

現為陳慶和校長

教育學院院長

現為吳麗君院長

柯志平組長

（執行編輯，#82231）

徐于婷小姐

（助理編輯，#32232）

鄞麗媚小姐

（助理編輯，#82014）

教學實踐與創新
研發處

綜合企劃組

2018年

3月

半年刊 每年 3月、

9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校長

現為陳慶和校長

游菀瑋小姐（#85056）

教育政策與管理

期刊

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

2016年

10月

年刊 每年 10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系主任

現為張芳全主任

劉怡華副教授（責任編輯）

劉冠逵先生

（助理編輯，#62242）

社會與區域發展

學報

社會與區域發

展學系

2008年

12月

半年刊 每年 6月、

12月

系主任

現為王淑芬主任

系主任

現為王淑芬主任

莊惠蓮小姐（#62238）

文史台灣學報
台灣文化研究

所

2009年

11月

年刊 每年 10月 台灣文化研究所 每期主編不同

現為方真真教授

陳雅芹小姐（#62231）

當代詩學
語文與創作學

系

2005年

4月

半年刊 不定時 系主任

現為鄭柏彥主任

陳文成助理教授 陳乃慈小姐（#62232）

語文集刊
語文與創作學

系

1996年

6月

半年刊 每年 6月、

12月

系主任

現為鄭柏彥主任

每期主編不同

現為孫劍秋教授

陳乃慈小姐（#62232）

國北教大體育
體育學系 2006年

12月

年刊 每年 11月 系主任

現為陳益祥主任

高禎佑老師 高禎佑老師（#63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