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之社會責任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點：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文學院 

時間：2018 年 4 月 28 日 

指導單位：教育部、科技部 

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合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及兩岸事務處、人文學院、管理學院、科技學院、教育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水沙連人文創新與社

會實踐研究中心、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國立中正大學前瞻教育領導管理研究中心籌備處、財團法

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One Asia Foundation 

時間 活動主題 

08:30-09:00 報到 

09:00-09:20 開幕式暨貴賓致詞  江大樹副校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部代表 

科技部代表 

09:20-10:00 專題演講（I） Enhancing Global 

Academic Mobility as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主持人：王如哲校長（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講者：杉村美紀副校長 （日本上智大學） 

10:00-10:40 專題演講（II）Antagonistic Interests: 

European Universities in Flux 

主持人：孫同文副校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講者：Markus Rieger-Ladich教授（德國圖賓根大學教育系主任） 

10:40-11:00 茶敘休息時間 

11:00-12:20 A 大學社會影響力 

 

B 學生跨領域能力之培養（1） C大學課程教學的創新與社會議題 D 大學協力水環境治理 

主持人：黃月純院長（國立嘉義大 主持人：詹盛如副研發長（國立中正 主持人：陳彥錚主任（國立暨南國 主持人：蔡勇斌院長兼研發長（國



學師範學院） 

評論人：羅雅惠助理教授（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

學系） 

一、從英國作家戴維．洛奇的校園

小說三部曲檢討學術倫理及高等

教育之社會責任 

（張瓊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

系教授） 

二、大學社會責任與在地連結之研

究 

（羅瓊娟，實踐大學助理教授） 

三、大學社會責任實踐－以產學研

鏈結價創計畫為個案探討 

（張佳芬，國立中興大學碩士生、

謝焸君，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教授） 

四、管理領域之環境永續議題與創

新課程設計 

（林良陽，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副教

授） 

大學） 

評論人：楊世英（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教授） 

一、STEM+A FOR LIFE ON 

MOUNTAINOUS AREA: A Process 

of Learning Development at Kor-ta 

Village in Thailand (Bavornsak 

Pejaranonda & Chanen Munkong, King 

Mongkut’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onburi Researcher) 

二、How Does Teacher Practice 

Formative Assessment?: Evidence 

from Vietnam 

(Le Thi Hoang Ha & Tang Thi Thuy, 

Lecturer, Department of Evaluation in 

Education, VNU-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Head, Department of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in 

Education, VN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三、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aiwan’s Southeast Asian ethnic 

enclaves 

（Jordan Dreyer，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博

士生） 

四、A Teaching Study by Visiting the 

English Village in the Primary 

Education 

（張嘉玲，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博士生）  

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與談人：吳明錡執行長（臺北醫學

大學跨領域學院） 

駱世明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一、從「設計思考」課程推動大學

生跨領域於社區內之合作～中山大

學「設計思考」相關課程之規劃與

反思（宋世祥，國立中山大學人文

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專案助理

教授） 

二、大學共同生活學習圈經營與發

展架構（林秋松主任、陳姿伶兼任

助理教授，逢甲大學領導知能與服

務學習中心） 

三、走向「自主學習」的教學實踐

（劉明浩專案講師，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四、跨域整合之滾動式課程設計：

專題、微學分與自主課程初探 

（陳淑慧助理教授，逢甲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翟本瑞教授，逢甲大學

合作經濟暨社會事業經營學系） 

立暨南國際大學科技學院） 

與談人： 

黃偉茹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

都市計劃學系） 

陳秋政系主任（東海大學行政管

理暨政策學系） 

一、營造綠色水沙連：桃米生態

村水環境探索與水質淨化行動

（楊智其專案助理教授，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蔡勇

斌特聘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林展緯組長，立

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體育

組、徐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

木工程學系博士生、魏志昇專任

助理，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土木工

程學系、陳谷汎教授，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二、水沙連區域水環境與社會人

文生態系統研究及社會設計（陳

皆儒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張力亞專案助理

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 

三、社區觀點評估大學社會責任

成效-以長榮大學「綠色社區根與

芽行動在地實踐計畫由大武崙社

區到二仁溪流域」為例（甘玲華，

長榮大學研究助理、林怡婷助理

教授，長榮大學職業安全與衛生

學系、洪慶宜副教授，長榮大學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 

四、開創虎尾溪流域四生好環境

（林俊男副教授，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休閒遊憩學系、楊日申館

長，雲林縣布袋戲館、林禹丞助

理，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憩

系） 

12:20-13:20 午餐 

13:20-14:40 E 學生跨領域能力之培養（2） F偏鄉翻轉教育的實作與挑戰 G 大學社會責任之國際合作交流 

主持人：洪雯柔國際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

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評論人：鄭以萱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

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一、亞東技術學院學生的境外實習 

（王惠民，亞東技術學院講師） 

主持人：楊洲松院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

學院） 

與談人：吳書昀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

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 

黃文定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文教與

比較教育學系） 

主持人：姜麗娟主秘（國立台南大學） 

評論人：Tang Thi Thuy(Head, Department of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in Education, VN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NU-University of 

Education) 

一、傳承與超越：基於對上海大學生的調查分

析 



二、德國語言文化與外交政策探析-以「PASCH

夥伴學校」計劃為例 

（陳桂茹，國際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生） 

三、我在泰北實習的日子—生活中的挑戰與超越 

（陳怡竹，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生） 

四、智利教育券計畫對我國十二年國教免學費制

度之啟示 

（王巧柔，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生） 

一、從社會影響力初探知心挑米夫的社會實踐

（林妙容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商心理

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張力亞專案助理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二、「知心挑米夫」社會實踐之學習與反思（許

芳慈、康瑞芷、陳宜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諮

商心理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學士班） 

三、偏鄉兒童處境與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

系之在地實踐（翁士恆助理教授、楊敦翔研究

生，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四、大學社會責任－以社團返鄉服務為例 

（許麗萍助理教授，淡江大學教育科技系兼任

助理教授、李培元副教授，淡江大學公共行政

學系專任副教授） 

 

（裘曉蘭，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

研究員） 

二、中國高等教育招收國際學生之策略 

（陳靜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碩士生） 

三、The comparison of University entrance test 

in Japan and Taiwan 

（羅幗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博士生） 

四、An Analysis of Promoting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 in Elementary Schools 

in Taiwan and the Inspirations from Jap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Education：A Case of “Ruei-Jing 

Elementary School” in Taichung 

（夏璽明，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博士班學生） 

五、The Study of Loc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perimental Education –The Expeditionary 

Learning School in Taiwan 

（蕭如真，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博士班學生） 

 

14:40-15:00 茶敘時間 

15:00-16:40 H大學與在地連結 I橋接與治理:大學與地方政府夥伴協力

(上) 

J大學協力長期照顧系統建置(上) K 水沙連地方產業創生論壇 

主持人：李廣健院長（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人文學院） 

與談人： 

陳惠民系主任（南華大學建築與景

主持人：孫同文行政副校長（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與談人： 

江大樹學術副校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

主持人：張英陣學務長（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學系） 

與談人：蔡瑞明教授（東海大學

主持人：鄭健雄教授（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飲

管理學系） 

與談人： 



觀學系） 

曾永平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觀光休閒與餐飲管理學系） 

一、船山風雲：以故事力打造大學

和社區的共同體（李瑞源博士後研

究人員，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水沙連

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 

二、大山背的生態博物館營造經驗

（林福仁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服務

科學研究所） 

三、在地實踐：建構與實施原住民

原鄉部落社區復健之研究（洪清一

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系） 

四、組織雙元創新之可能-大學部落

社區參與個案研究（方慧臻專案助

理教授、江寶釵所長，國立中正大

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 

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呂育誠教授（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 

陳立剛主任（東吳大學政治系） 

一、大學作為地方行動智庫：暨南大學橋

接南投縣政府的經驗分析（陳文學助理教

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二、深耕、創新、永續：建構離島社會發

展新典範（王明輝教授，國立澎湖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 

三、公私部門夥伴關係之價值共創歷程：

屏東縣佳冬鄉「活的博物館」之文創生活

再造（李慶芳教授，實踐大學國際貿易系） 

 

社會學系） 

一、群聚在地產業的社會經濟發

展模式-水沙連長照社企的社會設

計（梁鎧麟博士後研究員，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

作學系） 

二、高齡者長健方案規劃與成效

評量初探：以臺灣師範大學銀齡

樂活據點為例（李育齊管理師、

張少熙學務長、 劉若蘭主任，台

灣師範大學） 

三、弘光科技大學團隊 

一、地方產業達人講堂-產學攜

手共學經驗分享 

廖永坤理事長（桃米社區休閒

農業區推展協會） 

 

二、水沙連產學攜手共學-地方

產業與鄉村旅遊鏈結發展計

畫簡介 

戴有德系主任（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觀光休閒與餐飲管理學

系） 

16:40-16:50 茶敘時間 

16:50-18:10 L 大學與產學合作  M 橋接與治理:大學與地方政府夥伴協力

(接上場) 

N大學協力長期照顧系統建置 

(接上場) 

O 水沙連產學攜手共學發展重

點研討工作坊 

主持人：侯永琪執行長（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基金會） 

主持人：孫同文行政副校長（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主持人：張英陣學務長（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

主持人：鄭健雄教授（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飲



評論人：張源泉教授（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國際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 

一、從大學社會責任觀點探究西班

牙高等教育機構校務發展初探 

（洪小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國際

文教與比較教育學系教授） 

二、日本外國人研修、技能實習制

度改革 

（林思敏，中山醫學大學應用外國

語言學系副教授） 

三、日本推動女性研究者支持系統

之初探 

（楊武勳、林思敏、陳怡如，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教授、中山醫學大學

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副教

授） 

四、大學社會工作系學生就業力之

初探—兩岸四校產學合作比較分

析 

（王綉蘭、孫亞麗、武季亞，國立

臺中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國立

台灣大學博士研究生、東海大學博

士研究生） 

與談人： 

江大樹學術副校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

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呂育誠教授（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

策學系） 

陳立剛主任（東吳大學政治系） 

 

四、創力苗栗：在地文創資源跨域整合模

式之建構與推廣（吳桂陽教授，國立聯合

大學建築學系） 

 

五、新竹新故鄉：跨域治理與公民文化創

新（李丁讚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

究所） 

學系） 

與談人：蔡瑞明教授（東海大學

社會學系） 

 

四、東海大學團隊 

五、南開大學團隊 

管理學系） 

主題一：咖啡產業共學 

戴有德主任（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觀光休閒與餐飲管理學系） 

主題二：民宿產業共學 

曾喜鵬助理教授（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飲管理

學系） 

主題三：農村餐飲共學 

吳淑玲助理教授（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觀光休閒與餐飲管理

學系） 

主題四：農業體驗共學 

林士彥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觀光休閒與餐飲管理學系） 

主題五：農特產品共學 

曾永平副教授（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觀光休閒與餐飲管理學

系） 



18:10-18:3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江大樹副校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黃照耘主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