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年度校務研究增能活動—永續大學治理系列講座
◎研發處綜合企劃組 陳威廷／王詩琴

本校校務研究中心為鏈結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凝聚共識、促進本校提升永續發展教育並落實永

續治理，同時增進校際的合作交流，於本年度辦

理三場增能講座，邀請推動大學永續轉型及社會

責任行動方案有成的專家學者進行實務分享。

第一場講座於 6月 21日 10:00-11:30舉行，
由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童慶斌教

授、兼任永續辦公室執行長、校務研究暨社會責

任辦公室主任，線上分享臺大推動永續校園治理

的程序與架構、過程中遇到的難題／障礙與解

方，以及創新作法。

童教授指出，臺大在實踐永續相關事務

時，兼採由上而下（top-down）與由下而上
（bottom-up）兩種管理模式，並重視利害關係
人溝通。先後成立「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永續辦公室」與「永續發展工作小組」，負責

規劃臺大的永續藍圖、擬定與執行各項永續方

案、追蹤永續績效及編製永續報告書。而學校投

入的資源、支持的制度與獎勵措施、跨單位的整

合與協調機制，是能否達成永續願景、發揮綜效

的關鍵。童教授也以「碳中和主題式計畫」、

「ESG永續校園學生創意競賽」為例，分享如
何將師生的創意發想融入大學治理，透過實際參

與，深化校園認同，共創永續校園。整場活動內

容精采，本校與會教職員生共計 55人，整體滿
意度／受益度：4.56／5.00。

第二場講座於 7月 5日 10:00-11:30舉行，
由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林財富講座教授、

兼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線上分享成大的永續發

展行動經驗。林教授分別從教學、研究、服務、

校園治理四個面向介紹成大的亮點成果。例如：

納入大一新生必修的通識課程「踏溯臺南」，讓

學生走出校園，用五感體驗城市文化、關心在地

議題；長年投入海洋鯨豚保育的「海洋生物暨鯨

豚研究中心」，拍攝鯨豚救援任務影片，向社

會大眾宣揚永續意識，並獲選「2022臺北金雕
微電影展」十大永續微電影；藉重學校教師專

 
▲

第二場由成功大學林財富教授演講。

 ▲第一場由臺灣大學童慶斌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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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打造全臺第一棟低碳綠建築—孫運璿綠

建築研究大樓、微藻固碳與水工試驗所、線

上 360度環景實驗室導覽平台、圖像式文獻
分享平台等，均展現成大透過盤點機會與優

勢、延伸校內資源應用，以提升全球影響力

的永續發展思維，值得本校借鏡學習。

第三場講座於 7 月 28 日上午 10:00-
11:30舉行，邀請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楊鎮華講座教授、兼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執行長擔任講座，

分享以人為本的學習科技（human-centered 
learning technology）。

以人為本的學習科技，是一種可信任、

可解釋、負責任的學習科技，並能支持韌性

教育（resilient education）。當我們的生活
和教育環境面臨突然而劇烈的變化時，韌性

反映了我們如何從自然災害或 COVID-19等
疾病大流行中恢復過來。韌性教育包括網路

與硬體設備的穩健性和安全性；教師輔導機

制、學習內容／平台的調適性與可用性，以

及教師／學生的身心健康與福祉。

本次永續大學治理系列講座，雖然三場

皆於線上舉辧，依然吸引本校教職員生多人與會，願友校的慷慨分享，可以作為本校努力的標竿，在

大學永續治理事務上帶出更多新的看見與火花。

 ▲講座十分精彩，本校陳慶和校長、孫劍秋副校長及本校諸多

師長同仁皆上線參與。

國際大師講座—A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ster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 邱奕嘉

身為國際公民，我們如何運

用專業與強項，連結在地與國際？

如何定義自我價值，跨出舒適圈，

挑戰與開創職涯的新局面？研發

處國際事務組（簡稱國際組）在

111年 5月 26日下午舉辦了【國
際大師講座－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ster】，特邀來自比利時的
設計大師 Kris Verstockt，來分享他
如何在臺灣深耕、在專業上找到定

位的歷程。

11

學術頻道

 ▲本次講座約有 90人熱情參與。本本本本 講講座講講座講 有 熱情參情情 與



 ▲國際大師講座，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國際組組長林盈妤教授（下排左 2）主持 QA時間，
邀請與會嘉賓踴躍提問。

 
▲

講者所成立的公司 CRE8，在科
技與設計產業發光發熱，屢獲國

際比賽大獎，如 iF設計獎。

 ▲講者 Kris Verstockt
分享設計經驗。

來自比利時的克里斯 Kris 
Verstockt，曾在安特衛普與倫敦修
習工業與平面設計，25年前因在科
技公司的工作契機移居臺北，並於

2001年創辦了自己的公司 CRE8，
在科技與設計產業發光發熱，屢獲

國際比賽大獎，如 iF設計獎。
本次活動邀請本校陳慶和校長

與會致詞，並由現任國際組組長—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的林盈妤教授擔

任主持人。講座有將近 90人線上
參與，除本校師長、同學及同仁

外，還有本校的外國交換生、校友、校外嘉賓熱情參與，演講後的問答時間，出席者更是抓緊機會踴

躍提問，與講者互動熱烈。本次講座，深刻地展現了演講題目的精神—「放眼國際、連結在地」！

12

學術頻道

 ▲本校陳慶和校長親臨線上講座致詞。本本校陳慶 校 臨線線 講講座座 詞



＊ 學生心得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一年級 吳沛妤／黃彥勳／鄭芷宜

自從報名這場講座，我們就非常期待能

從 Kris的經驗分享中學習和成長。講座中，
印象最深刻的幾句話是“For the fi rst 5-10 
years, work for experience, not for money.”和
“Show WHY I do, not WHAT I have.”。

Kris在講座中不只一次提到「開創人
生經歷的開始，不要為了賺錢而工作，要為

經驗而工作，但別當免費勞工」。年輕雖是

我們身為學生的本錢，但要能夠在工作中累

積經驗才是重點，可能金錢上的報酬不多，

但在工作中學習到的，不管是溝通技巧、文

書處理、臨場反應等等，都是無法用金錢衡

量的。Kris也提到，25年前的他剛來到臺
灣，大概是臺北市裡最窮的外國人，只因他

是產品設計師，而非大家認為的外語老師，

雖然起步的薪水沒有比較高，但當中所堅持

的，包括追求自己所熱愛的、展現分析和調

整自己優缺點的能力，是他能帶領 CRE8團
隊，擁有現今佳績的關鍵。

「展現“為何我要從事這份工作或職

位”而不是“我有什麼能力”」更是讓人醍

醐灌頂、乍然驚醒的一句話。可能跟臺灣的

職場有關，臺灣人普遍偏向後者居多，但

Kris欣賞的反而是前者。Kris提到，臺灣普
遍偏向後者的原因是因為上級會因你的能力

指派任務，但前者所謂的「為什麼」則展現

了個人的企圖心和動力，這對於未來的求職

或面試都有極大助益，並在生活中處處提醒

自己，需要累積經驗，把握機會自我提升，

且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用與眾不同的方式打

動他人。

商業週刊常常強調運氣的重要性，認為

成功的商人一定是運氣好，但卻忽略了他們

背後的努力，有句話說：「靠運氣得來的，

就會靠實力輸掉。」這句話在我聽完講座後

更是得到印證。講者 Kris提到他所做的，
除了把握機會外，並要找到自己所愛、了解

自己缺點、風險最小化及立即理解顧客需求

等等⋯⋯。

Kris分享找到熱情所在的重要性，他
說：“When you love doing something, you 
will get good at it.”（「當你喜歡做某件
事，你就會擅長它」）這是他對這些年來經

驗的總結，任何一個努力的人，投資自己的

未來，經驗是最寶貴的東西。他也鼓勵並

提醒大家：“Find that out what you love and 
nobody can do that for you.”（「找到自己所
愛的事物，且這件事沒有人能夠幫你」），

多麼重要的話，一語打進我心坎裡，有些人

在求學時便知道，有些人渾渾噩噩一輩子都

不知道，這也許是現在的我需要做的，找到

自己想做的，並學習 Kris的精神，勇敢追
求、堅持到底。

在演講最後的提問時間，Kris多次被
問到人生中是否有被挫折打敗的經驗或感到

迷惘的時候。他回答：「事業在發展的途中

總會有些大風大浪，但我會擁抱那些迷惘挫

折的時光，因為那些都是機會—可以重新

審視自己，重新瞭解自己的強項與弱點的機

會。」Kris抓住了那些機會，日積月累，形
成了他自己專屬的“The experience no one 
can take away”。從當初一個人來到臺灣，
領著最低薪資打拼，一路累積經驗到現在創

辦 CRE8，有了自己的一番事業。
聽著 Kris的故事，覺得他的成功絕對

不是偶然。他在事業初期的沉著冷靜十分

值得我們學習。他在看待一份 job off er的時
候，不是先看薪水，而是先判斷「我能獲得

什麼樣經驗？」這句話點醒了我。從前的

我認為只要完成學業，就能獲得足以在

職場上立足的能力，但是真正的學

習其實往往是在進入職場之後才開

始。把握機會汲取經驗裝備自己，

才是對未來最好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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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適應力—國際人才就是你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蘇勤智

本校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於 2022年 4月 22
日上午 10點至下午 4點舉辦線上國際實務論壇—《從國
家文化差異到跨文化適應—一場國際人才培育的跨文化

之旅》，很榮幸邀請到目前在長榮大學管理學院擔任講座

教授的馬來西亞籍 Hool Carol Lai-Wan教授，以及數名東
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的校友，針對跨文化經驗進行

分享。

講座開始前，由本校陳慶和校長以及全國移民團體

聯合總會的林麗蟬會長進行開場。林麗蟬會長是柬埔寨籍

的新住民，曾當選第 9屆立法委員，她以自己豐富的跨文
化適應經驗在引言時強調，面對未來的巨大變遷，國家和

企業求賢若渴，跨文化、跨領域的人才正是社會所需的關

鍵人力資源。陳校長致詞時也指出，由於政策面的不足，

人才培育的工作無法落實，臺灣和臺商難以將人才留下，

實屬可惜！本校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旨在培育東

南亞國家 30萬臺商所需之國際人才，是全臺首創以招收
外籍生為主的中文MBA課程，具有專業教學特色的研究
所，為臺灣培育南向所需的跨域人才。本學程多位畢業生

在拿到畢業證書之前，便已經取得臺灣金控集團正職錄取

通知，儼然成為臺商順利拓展及深耕東南亞市場的重要人

才培育地。

上午場次的專題演講，Hool Carol Lai-Wan教授以英
文進行演說，分享個人旅居多國的經驗，歷經社交文化

衝擊、語言溝通的適應不良，間接導致身心靈的負面影

響，這些影響可透過「Read Up」—蒐集該國文化的資

14

學術頻道

 ▲陳慶和校長勉勵莘莘學子，透過此跨文化

論壇的經驗分享，以開放的胸襟，拓展國

際視野。

 ▲柬埔寨籍新住民，曾擔任前立委，現為全國移民團體聯

合總會的林麗蟬會長表示，企業渴求招攬跨文化、跨領

域人才，提升並精進自己的能力是首要之務！

 ▲ 2022跨文化管理國際實務論壇宣傳海報。

 ▲ 2022跨文化管理國際實務論壇議程。



料，了解當地的基本禮儀和職場生存守則，接著

「Power Up」—心態上的轉換，藉由提升自信

心，展露迷人笑容，也可以從日常的生活著手，

建立規律的運動和飲食習慣，讓自己浮躁的心平

靜下來，讓心靈沉澱、降低壓力。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優秀校

友—泰國籍的陳淑芝、越南籍的武氏林、黎明

清和楊黃鶯，以及馬來西亞籍的鄭芷芬，則接著

在下午的場次分享自身在各國的工作經驗和臺灣

的異同之處。鄭芷芬表示：「進入新加坡職場，

應戰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在戰場上，適者生

存、強者生存，若想一路過關斬將，就必須先了

解自身條件、定位跟自我價值在哪裡，並懂得善

用優勢，闖出一番成就！透過不同文化衝擊和經

驗調適的分享，讓與會者彷彿親身經歷了一場多

元文化適應之旅。

疫情無阻學習熱情，跨文化線上論壇報名

人數多達 130多人，迴響熱烈！演講者與聽眾互
動踴躍，氣氛熱絡，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參與

講座過程可提升自己多元文化素養和國際觀，學

會包容並關懷世界不同文化下的人們。期待參加

更多東協中心舉辦的文化講座活動，歡迎鎖定東

協人力教育中心的 Facebook粉絲專頁！

 █ 2022跨文化管理國際實務論壇影
片連結：https://reurl.cc/NAGQg9

2022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增能研習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林倢伃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於 2022年
4月 13日至 5月 18日每週三下午
13:30至 16:30進行為期 6週的新住
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增能研習，參與

研習者共 21位教學支援人員（又稱
教支老師）。期間有實體的教具製作

課程與教學演示評量，及線上由專業

講師陣容所帶領的教學應用課程，旨

在提升新住民語文教支老師知能，協

助他們進行新住民語文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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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教師開心地展示製作完成的教具。

 ▲馬來西亞籍 Hool Carol Lai-Wan教授認為，只有在跨
國環境和科技時代中不斷地學習、自我調適、力爭

上游，才能有競爭優勢！

 ▲了解各國文化並做好心理調適，人人可以養成跨文化

適應力！



全國小學因開設東南亞新住民語文課程供

小學生選修之故，需要大量的教師進行教學，這

些教師多是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新住民，在經過培

訓和篩選後，成為各個小學的新住民語文教學支

援教師。而教學工作需要不斷地精進和成長，才

能產生最佳的效果，因此，各單位經常舉辦相關

的研習供教支老師參加。

此次本中心舉辦的研習活動，特邀臺北市

新住民語文教育輔導團召集人濱江國小吳勝學校

長、副召集人興德國小林碧雲校長，教支人員研

習授課講師野柳國小張錦霞校長、新竹市新住民

語文教育輔導團主任輔導員郭翊姍老師、新住民

語文教材編輯委員吳振南老師及麥美雲老師等多

位擁有多項新住民語文教材編輯和小學教學經驗

的講師擔任主講團隊。除了分享教學現場和學生

的相處方式，也引領大家探究多元文化教學的相

關議題，讓大家知道新住民語文教學並不只是簡

單的語言教學，更重要的是提升孩子的文化包容

能力。因應後疫情時期，課程中也提及許多線上

教學的技巧，增強支援教師的數位教學能力。雖

然研習大部分的週次是採線上進行方式，但支援

教師們熱情地與講師互動提問，讓每一週的研習

課程都精彩萬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二週由張錦霞校長

帶領的教具設計與製作課程，在張校長的指導

下，支援教師們在有限的時間裡，製作出精緻且

造型可愛，又能在課堂中使孩子們覺得新鮮有趣

的輪盤教具。此外，支援教師們不畏疫情，熱烈

出席最後一週的實體教學演示，在短短的 15分
鐘演示過程中，將 6週所學融會貫通，發揮得淋
漓盡致，表現出色，讓現場的評審老師和同儕都

驚艷不已。

未來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仍將持續舉辦推

廣多元文化教育的活動，敬請鎖定本中心的

Facebook粉絲專頁，更多精彩內容等你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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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錦霞校長（右）悉心指導每位支援教師製作教具。

 ▲教學演示中有多元的互動環節。  ▲支援教師展現出色的教學內容，於演示後合影。

 ▲線上課程由專業講師帶來教學實務的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