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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亞太區小學數學奧

林匹亞競賽，台灣代

表隊共獲得8面金牌，包辦了其

中個人前四名，並勇奪團體冠

軍，成績斐然。

 本校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負責

今年「台灣區國小數學奧林匹亞

競賽」台灣區初賽的命題工作。

台灣區各校派出的數學高手，經

過初賽，選出120名選手參加決

賽。決賽後，再選出9位同學參

加新加坡所舉辦的「亞太區小學

數學奧林匹亞邀請賽」。

 因為決賽是由國外負責出題，

針對以往試題分析發現，其難度

與國內現有小學數學課程存在相

當落差。為了讓學生提早適應國

際試題，為國家爭取更高榮譽，

承辦單位--本校與南山中學，特

於初賽後對120名選手進行補強

培訓，將教材分成基本代數、數

列、幾何及排列組合四個單元，

採分組討論，引導學生思考、幫

助學生解決問題。 

 決賽後，由本校數資系教授及

學生，對9位入選同學進行為期

四～五周的一對一個別輔導，再

由張英傑教授帶領數暨系學生批

閱指導學童作業，最後，由王富

祥教授針對培訓內容及歷屆試題

作綜合性分析教學，並編寫武功

秘笈攜帶至新加坡重點補強。

2006年參加各地區決賽的學

生，共12個國家5073名，其中約

402名獲邀參加邀請賽。台灣代

表隊9位學生，共榮獲8面金牌，

顯示我國小學童素質優異，且培

訓策略奏效，值得喝采。

校語教系、兒英系與幼教

系於9 5年5月2 4、2 5日舉

辦「全語言與閱讀國際學術研

討會」，邀請到全語言之父

Kenneth Goodman教授及全語言

教育著名的學者Yetta Goodman

教授擔任主講人。K e n n e t h 

Goodman教授同時也是著名的

「Goodman閱讀模式」發展人；

Yetta Goodman教授則專長於兒

童早期讀寫與閱讀歷程研究，他

們對英語閱讀理論的發展及語言

研究與教學領域均有卓越貢獻。

本研討會是為呼應國內近幾年

中小學的課程教育改革而舉辦。

從教科書的開放、統整課程、學

校本位課程、小班教學的推動，

到九年一貫課程的頒布，我國教

育主管當局以行動指出了新課程

的大方向：要更順應學習的本

質，更接近學生的生活經驗，並

讓學生不同階段的學習經驗其橫

向及縱向的相關度和連續性更

高。類似的改革意圖也出現在

多年前美加地區的全語言運動

（whole language movement）之

中，全語言運動針對當時課程中

既存的一些教學和教材的現象及

議題提出討論，並指出全語言的

課程原則是課程改革的指標。

這些年間在小學語文教育、幼

兒教育、英語教學等領域，陸續

有不少教師嘗試在教室內實施全

語言，累積了一些經驗，也呈現

了具體可觀的成效。教師們發現

全語言課程提昇了學生的語文能

▲本校擬辦理95海外遊學團，預計前往美國

聖地牙哥、加拿大多倫多、英國倫敦及紐西蘭

奧克蘭等地進行4週語言課程。本遊學團已接

受報名並於5月30日辦理說明會。

 ▲依據本校奉教育部核定通過之「打開世界

的櫥窗－推展國際交流、發展學校特色計畫

案」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赴澳門大學

語言與文化之旅實施計畫」，澳門大學師生

22人將於95年7月9~17日到本校參加「語言文

化研習」；接著本校師生35人回訪，將於7月

24~28日赴澳門大學參加「語言文化研習」。

▲教育部補助「95年度大陸師範教育現況與

未來轉型發展考察計畫」，本校各學院推薦所

屬教師1名將赴上海考察，分別為教育學院鄭

崇趁所長、人文藝術學院陳錦芬老師、理學院

陳幸玫老師。

▲大陸吉林地區高校訪問團於95年5月19日

下午到校參訪。

校榮幸邀請多元智慧大師霍爾‧迦納與艾

倫．溫娜至台。由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承

辦天賦密碼─多元智慧的發現與培育（Multiple 

Intelligences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 to You as a 

Teacher or a Parent）及完全心智的教育（Educating 

the Whole Child: What the Academic Curriculum Can 

Learn from the Art）兩場專題演講。

 活動日期分別為今年8月3日（星期四）及8月

4日（星期五）（皆在下午），詳細活動流程及

活動地點等相關訊息請參見天賦密碼活動網址：

http://www.ylib.com/activity/intelligence/，及完全心

智的教育活動網址：http://themind.ntue.edu.tw/。

校申請辦理「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

計畫」，獲教育部核定受獎名額100名。每位

卓越師資生每月可獲獎學金新台幣8,000元，期程

共計四年，總計最高可獲獎學金約40萬元。

 受獎學生條件及相關甄選事宜如下：

一、傑出學生受獎條件：

 (一)推薦甄選入學者其學測級分須超過65級（且

國文、英文、數學3科成績須達均標）。

 (二)考試分發入學者其將本校列為前5志願且全

國百分等級（PR）須達90以上（且國文、英文、

數學3科成績應達均標）。

 本項受獎名額共計50名。

二、經濟弱勢學生與區域弱勢學生（全戶收入新台

幣114萬以下）受獎條件：

 推薦甄選入學者其學測級分須超過55級而考試分

發入學者其PR值須達80以上。

 本項受獎名額共計50名。

三、前二項錄取者分別未達50名時，另有甄選辦

法，其資格條件、甄選考試事項及其他相關規

定詳情，請見本校網頁(http://www. ntue.edu.
tw)最新消息。

▲大陸吉林地區高校訪問團到校參訪

首度來台公開演講

力，更提供機會讓學生逐漸培養

獨立自主的學習能力和正向的學

習態度。此外，在政府及民間社

團提倡閱讀及出版圖畫書的風氣

下，小學及幼稚園教師開始使用

兒童文學於閱讀教學中，漸漸有

教師開始探究其理論基礎與方

法，而亟盼有更多學理和實務的

參考及輸入。

對全語言有興趣者而言，全語

言的理論內涵和課程實務實在需

要更進一步被探討、闡述、澄

清，以開啟更多的對話和分享，

俾便教育工作者有機會仔細辨

察、思考其應用在本土的可能

性、方法及策略。本研討會的目

的即在回應這些需要。透過本研

討會，期望能為師培學生、研究

生、實務工作者和學者呈現全語

言的理論和實務，提供機會瞭解

全語言相關的研究趨勢，並進行

學者之間、學者與實務界之間的

對話。

會中，兩位大師特別闡述全

語言的理念與應用，並分享

「Goodman閱讀模式」及有關中

文閱讀歷程的研究，與會者受益

良多。

▲全語言之父 Kenneth Goodman 教授及知名學者 Yetta Goodman 教授擔任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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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驚喜!!多元智慧大師
霍爾‧迦納(Howard Gardner)

艾倫．溫娜(Ellen Winner)

四年可獲       最高每位40萬元獎學金

本

全語言之父Kenneth Goodman教授及著名學者Yetta Goodman擔任主講人

2006年亞太區小學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台灣隊再放異彩
本校教授針對選手進行補強培訓及個別輔導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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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8、9日，劍鐸國術社前

往台中港區體育館參加95

年度全國少林拳道中正盃武術

錦標賽，全體社員加上經理共

8人，可說是近年來最完整又

聲勢浩大的出征。除了平時的

努力，本社更在賽前增強集訓

了一個月，因此獲得了不錯的

成績；大一社員雖然是第一次

正式上場比賽，表現也不落人

後。

 凱旋而歸以後，國術社並

沒有閒著，馬上著手準備與合

氣道社的聯合期末成果展。為

了開啟大眾對武術性社團的新

印象，試圖添加了許多活潑的

提倡運動風氣，培養體育

創作能力，增進班際情感，本校於95年5月16日（週

二），假體育館三樓綜合球場，舉辦二年級體育表演競

賽。

 表演共分3類：舞蹈乙類參賽班級10隊，其他類參賽班

級7隊，體操類參賽班級1隊，總計參賽班級18班，參賽人

數達7百餘人。競賽結果成績如下：

 舞蹈乙類特優班級：幼二甲、國二甲、特二甲。

舞蹈乙類優等班

級：國二乙、數資

二、兒英二。

其他類特優班級：

藝教二、幼二乙。

其他類優等班級：

語二乙、心諮二。

最佳表演班級：體

二。

校師生400餘人於95年5月

5日參與「九份火把節─

黃金耀山城九份火把行」的活

動，以文化藝術與創意融入火

把節，將九份古老的習俗推向

更具發展社區與國際特色的文

化節慶。

 由於本校藝術系曾與瑞芳鎮

合作，舉辦了「黃金世代」的

文化展演，非常成功，九份的

鄉親於是希望本校協助辦理火

把節。

 早在火把節的一個禮拜前，

本校莊淇銘校長、藝術系羅

森豪主任及九份國小林忠仁

校長，即一起到九份聖明宮

拜拜，向媽祖請回了一大袋

香灰，交由本校藝術系學生揉

進陶土中，以製成火把節的陶

藝紀念品。於是，傳統揉進新

土，新的價值、新的能量燒製

成形，造成最後陶藝紀念品供

不應求。

 5月5日，人潮從四面八方湧

入九份，本校兒童英語教育學

系學生首先在社區運動會中表

演啦啦隊；下午，包括本校各

系主動報名師生400餘人抵達

九份國小聽取攻頂行前說明

會，本校管樂團並於會場隆重

演出交響樂，居民為之眼睛

一亮。到了晚上，總計兩千

人的龐大隊伍，沿著山路一

字排開，綿延數公里，火把

經一一傳遞點燃後，從山

下望去，宛如一條活力旺

盛的火龍，教不少九份鄉

親看了不禁感動落淚。這

就是將文化與創意融入節

◎劍鐸國術社羅家羚

表現方式。在全員的積極參與

之下，5月17日(星期三)晚上

6點，95年度『武術聯合國』

聯合武展於學生餐廳內順利舉

行。這次突破性的新嘗試，對

我們來說是很好的學習經驗。

以後，我們將更加努力讓更多

人看見、認識中國武術，及我

們的用心。

 8月14～20日(星期一～日) 

劍鐸國術社將於內湖國中舉辦

95年度暑訓，歡迎有興趣者前

來參加。

慶的感人力量。本校帶著服務社會

的精神，主動投身各界文化活動，

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熱忱，亦如火

把一樣，熊熊燃放。

▲師生 400 餘人參與攻頂

本

四

為

二年級

體育表演競賽

▲兒英系學生在社區運動

會中表演啦啦隊

▲本校管樂團隆重演出交響樂

協助推展具社區與國際特色的文化節慶

語教系張春榮老師當選第七屆中國修辭

學會常務理事。

教政所博士生蔡麗華榮獲國科會獎助，

將赴德國短期研究

教政所學校行政碩士班賴介洪與碩士學

分班陳錦田錄取台北縣95學年度國民

小學候用校長

課程所教學碩士班方麗勝，碩士學位在

職進修專班陳祥雲、林淑女、曹致鏹

及胡月英高中台北市候用主任

心諮系碩士班校友黃素微老師、賴怡文

老師考取專門職業與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諮商心理師

語教系90級彭伊芬榮獲新竹縣兒童文學

創作比賽童話類第1名。

語教系94級賴冠蓉榮獲2006台北縣中小

學網界博覽會第3名、2006台灣學校

網界博覽會全國賽金獎、2006國際學

校網界博覽會地方人物領袖組國際銀

獎

語教系94級洪靖雯榮獲彰化縣台灣文學

心得佳作、彰化縣童話暨童詩組佳作 
95年度國科會補助大專學生參與

專題研究計畫，本校通過案件：

語三李欣嚴「論韓愈冢墓碑誌文的藝術

技巧」，黃雅歆老師指導

語三余佩芳「論《紅樓夢》敘事中

「夢」的建置及其意涵 」，李志宏

老師指導

語三蘇宇萍「論蘇曼殊小說中之「情、

理」衝突及其抉擇 」，李志宏老師

指導

語三陳亭吟「廣告修辭的特色--以廣告

標語、歷屆得獎金句為例 」，張春

榮老師指導

社三陳瑜「金門馬祖地區推行國語與母

語教育問題之研究 」，何義麟老師

指導

音三張家綾「鄧雨賢的音樂想法與時代

性之關聯探討 」，吳博明老師指導

心諮三洪玉如「全日托育與日間托育的

國小六年級學童偏差行為之比較－以

台北市為例」，梁培勇老師指導

研究所考試金榜：

心諮系

91級陳玉婷：高師大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91級施慧明：臺南大學教育系課程與教

學碩士班（在職生）

92級許智傑：暨大比較教育學系碩士班

93級趙曉詩：國北教大心諮所諮商組、

東吳大學心理系碩士班  
93級張佳鈴：高師大輔導與諮商研究

所、暨大諮商與輔導研究所、臺南大

學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班（備取）

94級陳俐君：交大教研所教心組榜首

94級楊智翔：國北教大心諮所教心組榜

眼、臺師大心輔所教心組榜眼、國立

體院體研所運動心理組

94級黃弘年：臺師大心輔所諮商組、臺

南大學諮商與輔導系碩士班、高師大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94級黃品越：臺師大運動與休閒管理

所、國立體院休閒產業經營學系碩士

班運動管理組

94級潘國峰：國立體院體研所運動心理

組

94級張雅淳：中教大諮商與應用心理學

系碩士班教心組

94級劉松儒：暨大教政系碩士班、國北

教大教政所（備取）

94級林麗珊：彰師大輔導與諮商學系碩

士班

94級李盈潔：彰師大復健諮商研究所

94級陳鈺穎：東吳大學心理所（備取）

94級張淳熙：國北教大心諮所教心組 

（備取）

95級簡以寧：中正大學心理學系（備

取）、政大心理系（備取）、東吳大

學心理所（備取）、中原大學心理所

（備取）

幼教系

李婉君：臺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碩士班戶外教育與活動領導組榜首 

洪藝玲：臺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

士班家庭生活教育組

劉靜穎：臺東大學兒童文學所

張倪甄、沈力群、錢宥伶：政大幼教所 

黃婉盈：嘉義大學幼教所 

吳衣婷：中央大學客語所 

許詒婷：市北教大音樂藝術所 

沈力群：國北教大幼教系碩士班

王秀雯：國北教大教傳所

語教系

88級陳慕家：美國德州女子大學圖書資

訊科學碩士班。

92級林巧樺：墨爾本大學國際英語所。  
93級吳碩禹：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教育

所。    
93級李淑梅：清大外文系外國文學組。

94級陳奕翔：成大台灣文學所。

94級陳昭安：台師大資訊教育所。

94級許芳滋：興大中文所、市北教大中

文所、東吳大學中文所、世新大學中

文所

95級連偉伶：台東大學兒童文學所。

95級賴瑩玲：台師大華語文所。

95級林彥宏：台師大教政所。

95級黃憶雯：台東大學兒童文學所。

95級林佳樺：交大英語教學所。

95級周倩鳳：台師大台灣文化與語言文

學所文化組、興大台灣文學所。

95級蔡青玉：國北教大語文與創作學系

碩士班。

自然系

90級林秀蓁：國北教大自然系碩士班科

學教育組

91級徐淑蓮：國北教大自然系碩士班科

學教育組

94級陳宇書：國北教大自然系碩士班應

用科學組

94級朱麗宇：國北教大自然系碩士班應

用科學組

94級莊家和：宜蘭大學自然資源學系碩士

班

94級陳偉哲：興大精密工程所

94級吳旻曉：海洋大學海洋生物所、中山

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碩士班甲

組、台灣大學海洋所海洋生物及漁業組

94級李威穎：高師大生物科技系分子生物

組

94級呂毓穎：彰師大資訊管理學系碩士

班、屏教大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管理組

（備取）

94級林晏鈴：清大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環境分子科學組

94級林昱成：台師大資訊教育所電腦教育

組

95級江欣哲：台大光電工程所碩士班（備

取）、清大電子工程所、交大光電工程

所、成大光電工程所、興大物理所

95級洪裕峰：台師大物理學系碩士班、海

洋大學光電工程所、中央大學太空科學

所、中正大學物理所、淡大物理學系碩

士班

95級張耀仁：清大生命科學所、交大生物

科技所(備取)、陽明大學生物暨分子生

物所(備取)、陽明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所

(備取)、興大分子生物所(備取)

95級林秉承：台師大地球科學系天文組

（備取）、中央大學大氣物理所（備

取）

95級陳英智：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所

（備取）、興大化學所（備取）

95級石佩真：國北教大自然系碩士班科學

教育組

95級方善誠：國北教大自然系碩士班科學

教育組

95級徐德馨：國北教大自然系碩士班應用

科學組

95級柯琳耀：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碩士班

分子與細胞組（備取）

95級鄧博文：興大化學所（備取）

95級林冠吟：成大工業設計所（備取）

95級劉士瑋：淡大物理學系碩士班（備

取）

社教系

91級龔祐祿：海洋大學教研所碩士在職專

班

94級邱歆喻：臺師大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碩士班（餐飲管理與教育組）

 戴麟藹：臺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碩士班（公民與輔導教育組）

95級乙關丞博：嘉義大學國教所、淡大教

政所

 柯伯昇：淡大教政所

95級甲林智凱：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所

 吳宜玲：臺大地理資源所

 黃琬淇：臺師大教政所、國北教大教政

所、市北教大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甲

種

 余昭青：臺師大地理學所

 曾培強：政大臺灣史所、中央大學歷史

所、成大歷史所、輔大歷史所、東吳大

學歷史所

▲火把隊伍宛如一條活力旺盛的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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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於3月29日假宜蘭縣

教師研習中心辦理宜

蘭縣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

新思維-效率學習與知識管

理」研習，莊淇銘校長親臨

擔任講座。莊校長以幽默生

動的方式闡述如何採用效率

小文學獎」的活動

在本校已邁入第四

年，今年的獎項業已塵埃落

定，謝謝北教大語教系林于

弘教授、涂艷秋教授與作家

淩拂老師一路的支持與協

助，讓評審工作順利進行。

當然，由北小老師組成的校

內評審團也功不可沒，因為

評審過程中相關作業實在很

繁瑣呢！從賽前辦法的修

訂，到收件後評審工作的分

▲評審過程中相關作業實在很繁瑣呢！

語文教育學系

 ▲本系於4月20日邀請羅秋昭老

師演講「泰國華語文教學現狀」；

22日於至善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正

體字與簡體字當前問題的探討」座

談會；25日邀請台灣師大華語文研

究所葉德明教授、新竹荷蘭國際學

校劉芸芸老師演講「海外華語文教

學的現況與發展」；5月17日舉辦

「文學閱讀寫作與思考融入九年一

貫語文領域教學講習會」；26日於

至善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文學閱讀

寫作與思考通識研討會」。

 ▲4月25日至5月2日舉辦「95年

度全國語文競賽校內選拔」，共分

為國語演說、閩南語演說、客家語

演說、朗讀、作文、寫字、字音字

形七大項。

 ▲5月1、8日於至善樓國際會議

廳舉辦「94學年度語文教育學系學

生論文發表會」。

 ▲5月13於大禮堂舉辦「94學年

度板書鑑定」，共17位同學鑑定為

甲級以上。

自然科學教育學
系 (所 )

 ▲本系所於4、5月份邀請本校

張敬宜教授、市北教大王美芬教

授、台師大汪靜明教授、傅學海副

教授、童武夫教授、及台大陳益明

教授，分別舉行了6場學術專題演

講；另針對大四學生舉行了兩場科

學展覽研習活動，由市北教大甘漢

銧副教授及陳建志副教授主講。

 ▲本系與香港教育學院於4月19

日舉行科學教育學術交流研討會，

計有香港教育學院3位教授、20位

學生蒞臨與會。

 ▲本系為培養海洋生物多樣性

教育之種子教師，以推廣正確的海

洋生物多樣性理念與實際行動，特

依據教育部顧問室95年度「生物多

樣性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辦理95

年度《海洋生物多樣性教育研習－

進階班》2梯次，預計辦理日期分

別為7月18-21日和8月1-4日，研習

時間及地點請見本系網頁（http://

s8.ntue.edu.tw/index.asp）。

合95年度地方教育輔導

工作，本校社會科教育

學系於5月10日 (星期三)辦

理多元文化師資培訓--輔導

外籍配偶及其子女學習經驗

分享研習會，會中邀請新竹

縣中正國小郭重得主任與台

北市木柵托兒所蘇信如所長

分享他們在輔導外籍配偶及

月19日本校社教系與輔

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聯

合舉辦「國際理解與夥伴學

習－柬普寨的經濟、文化、

教育與臺灣關懷研討會」。

會中邀請輔大社會工作學系

師生針對上半年前往柬普寨

的國際關懷與學習經驗向與

會人士進行報告，並彼此交

流執行國際人道關懷的經驗

和想法。本次會議扣緊「國

際理解」與「伙伴學習」的

主軸，企圖打破社會工作既

有的「助人（work for）」

而產生的權力位階偏差，

進一步從夥伴學習（work 

with）的角度對社會工作這

類的人道救援具體定位。

凝聚全臺灣文化、語言教育

工作者的心力，並增進國內

各大學、民間團體與國際展開學術

對話的機會，本校語文教育學系、

臺灣文學研究所，與臺灣語文學會

共同籌辦「第6屆臺灣語言及其教

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林香薇老

師擔任總策劃，於今年5月20、21

日假本校國際會議廳舉行。

 會議主題為「臺灣本土文學語言

研究」。此次會議中宣讀的論文，

經由「學術審議委員會」專家學者

嚴格篩選產生。其中兩場專題演

講，一是前清華大學人社院院長、

前國推會主委、現任清華大學教授

曹逢甫發表的「閩南語正在進行中

的趨同變化：『仔』前變調」；一

是臺灣語文學會會長、台中教育大

學台語系系主任洪惟仁教授發表

的「台北地區閩南語的類型與分

佈」。另有國內外學者三十篇論文

發表，及多位專家學者擔任主持與

講評，共襄盛舉，成效斐然。

校圖書館去年 ( 1 0 9周

年)校慶舉辦「繪本徵

選暨展覽」活動，頗獲師生

讚賞，規劃以後每年舉辦不

同主題之徵選，今年並將擴

大參賽對象，分為學生組、

職員工組及校友組，分組

徵選，同步展覽。為了使參

賽者有較充裕的時間構思創

作，圖書館提前於6月公布

活動辦法，期盼有更多人共

襄盛舉，透過創作激發閱讀

興趣及提升人文藝術素養。

 本活動95年11月6～10日

（星期一～五）上午8:00~

下午9:00在圖書館一樓櫃台

收件，徵選類型為創作「玩

校圖書館服務不斷推陳

出新，本(95)年5月份

起新增二項服務：

 一、提供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

館」館際互借借書證5張。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生可持借

書證件至本館一樓服務台借

用該館借書證，每證可借閱

圖書5冊，借期21天。總計

校中等教育學程甄選，

本(95)學年度開設普通

高級中學數學科；高級中等

(職業)學校輔導科及國民中

學；高級中等(職業)學校物

理、化學、生物、地球科

學等三領域。5月9日(星期

二)假行政大樓504教室辦理

「中等教育學程甄選說明

會」，5月24日受理報名截

止，報名人數分別為27人、

「教學新思維─效率學習
與知識管理」研習

學習方法，增加教師有效學

習各種教學新知之能力，並

實踐教師自我成長、主動進

修，以強化教學知能、提升

教學績效。與會教師皆深感

獲益良多，紛紛邀請校長簽

名、合影留念。

21人及29人。經6月6日 (星

期二) 下午4時30分至5時30

分進行第一階段考試：教育

綜合測驗，及6月7至14日進

行各領域第二階段考試後，

預定7月3日放榜。9月18日

至25日將於行政大樓701室

師資培育中心辦理正取生報

到；9月26日於行政大樓504

教室舉行新生座談會。

▲中等教育學程甄選說明會

本館一樓服務台提供之館際

互借借書證計有台大40張、

師大20張、政大10張、台灣

藝大10張及台北藝大3張。

 二、5樓增設2間小型研

討室，每間可容納3－6人，

本校師生可於使用日前2週

內，持借書證件至一樓服務

台預約登記借用，惟不提供

教師作為個人專用研究室。

具書」，例如硬紙板書、操

作書（可翻轉拉）、拼圖書

或立體書等均可。11月16至

30日進行評選，學生組、職

員工組及校友組分別選出首

獎一名及佳作獎若干名，於

12月1日公佈獲選作品， 12

月1至15日於圖書館一樓兒

童少年讀物區展出。凡參加

者並自頒獎日起延長至本館

借閱圖書之借期(30天延至

45天)至96年7月31日止。歡

迎教職員工生及校友踴躍參

加。

 相關辦法請見本館網

頁：http: / /www.l ib.ntue. 

edu.tw/之最新消息。

組、討論等，一連開了許多

次會議，經過初審、複審、

分組再審、總審等階段，總

是為了達到公正、公平，讓

好作品能脫穎而出。此外，

為減少評審間意見紛歧致有

遺珠之憾，而埋沒了有天份

的同學，每件作品刻意安排

由三位以上的老師審閱，因

此每位評審老師須評閱稿件

之疲累，實非我們能想像。

如今一切圓滿完成，第四屆

北小文學獎得

獎名單及得獎

作品均在網上

公告，研究處

在此謝謝所有

評審，您們辛

苦了。

 會議開始，經由各主講人

精心製作的「柬普寨之旅紀

實」影帶播放，與會人士便

能很快地對柬普寨的環境有

所認識；接著針對教育、社

工助人和多元文化議題，分

享社會工作的經驗，使與會

人士清楚社會工作中夥伴學

習的執行方式。這次研討會

除了讓與會者瞭解國際社會

工作的內容，更希望能邀請

各界人士加入國際關懷的活

動，並且透過這樣的國際活

動，將旅程中滿滿的收穫與

感動和大家分享，也為與會

者打開一扇心窗，看到柬埔

寨不一樣的天空！

▲藉由舉辦研討會邀請各界人士加入國際關懷的活動

其子女的過程，提供與會老

師們寶貴的實務經驗。本系

規劃八月中旬繼續辦理本研

習第二梯次活動；九月則辦

理「台灣新移民與新台灣之

子的教育與輔導」研討會，

相關資料刊登於本校及本系

網頁，歡迎踴躍報名。

◎師資培育中心

中等教育學程甄選 ◎師資培育中心

圖書館新增二項服務 ◎圖書館

繪本徵選暨展覽活動
歡迎大家來 創作玩具書

◎圖書館

◎社會科

 教育學系

國際理解與夥伴學習
柬普寨的經濟、文化、教育
與臺灣關懷研討會

◎社會科

 教育學系

輔導外籍配偶及其子女
學習經驗分享研習會

◎本校附設

 實驗小學第四屆北小文學獎
第六屆臺灣語言及其
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

本

本

本

為

配

五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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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當天，王富祥副校長戴

了一頂勁爆的紅色牛頭出

現，為這場盛宴揭開序幕，接

著音樂系安排演奏大型古典音

樂會。後三天的藝術節由藝術

系「彩色彈性人」負責引導；

造設系、玩遊所、語教系及兒

英系在行政大樓露天中庭開起

創意產業及歌舞表演秀；藝術

系學生自組的「實在容易嚼」

台客大樂團風靡全場；音樂

系於二樓藝術館的表演爆滿座

席；傳菁戲劇社負責在女宿旁

雕塑廣場做環境劇場表演，其

中一場由台大戲劇系學生提供

演出；最後一站結束在舊宿舍

▲等比遊戲表達物質與聲音的同質異性

月11日起，牯嶺街上仍

在施工中的「台大學人

宿舍」居然傳出陣陣洋文與笑

聲，原來這是本校與荷蘭藝術

學院學生開始為期10天的聯合

藝術工作坊，以牯嶺街為核心

主題，南海藝廊為基地，於5

月19日開幕，直到21日搭配創

意市集共同展出。

 其實，此為荷蘭藝術學院

(Dutch Art Institutes)所發動的

跨文化藝術交流教學計畫，

在台灣時由本校文化產業學

系、南海藝廊主辦，龍福社區

協辦。他們預計巡迴世界，並

以當地一條街道的主軸出發，

收集當地材料、回收物及聲音

作創作。這個工作坊跨越了國

籍、城市、校園、社區、個體

經驗，交融了多位創作者的多

重質地；取材、創作、展演皆

在牯嶺街的真實場域中進行，

他們所要挑戰的是非展覽性質

的空間機制。

 台大學人宿舍大門口的作品

「閉嘴 Shot-Up」，是由一個

只有頭的塑膠人臉倔傲的對著

麥克風，彷彿想說什麼又無法

言語；1F左側的「Fan club」

在許多紛紛擾擾的電風扇下開

始轉動，背景透著紅光，讓民

眾感覺不一樣的感官藝術；2

樓右翼的「Just Glasses」以

眼鏡做變化，從鏡片看其他

鏡片再看光影；3樓等比遊戲

中，整個房間佔滿方格紙，想

表達一個填滿物質的房間與

另一個填滿聲音的房間有同

質異性的特點；位於樓梯間

「Between Sounds」的創作者

認為在兩個不同的環境中，除

了存在被隱藏忽略的自然聲響

外，更摻雜許多零碎事件的音

源，所以利用傳聲筒發出語言

詞彙，這不止是人與人之間的

專利，也是天與地之間頻率的

不斷循環。從荷蘭、臺北、敘

利亞、土耳其到蘇丹與黎巴

嫩，匆匆的旅途上留下的不會

只有遊人的喧鬧與散發異國風

味的影像，每一個停點都是在

地歷史與文化的縮影，所呈現

的速度感與關懷，既獨特又相

似。除去了陌生語言的屏障，

人與人之間應該藉著最真摯的

交流來觸發感動，不只是藝術

家，或是荷蘭人、臺灣人，而

是身為地球人，可以四處為家

的一種親切與愉悅。 

 「牯嶺街聲音與街道裝置

展」中提出了另一種解讀牯嶺

街的觀點，他們要激盪社區既

有之街道文史記憶與人事物，

呈現不同文化觀點解讀下之多

樣面貌，同時也將牯嶺街推向

國際藝術舞台，作為推動創意

城市的初步實踐，之後並預計

於2007年在荷蘭、蘇丹、土耳

其、敘利亞、黎巴嫩、台灣等

地六個城市巡迴展出。

月20至21日兩天，我們

來到位於南海路旁的牯嶺

街，驚艷原本冷調、快節奏的

灰色道路，出現桃紅色的大窗

戶、彩色坐椅和祈福百納被，

民眾在這裡或休息、或欣賞，

好不熱鬧，牯嶺街在這兩天化

身為二手書與創意產品的歡樂

天堂。

 本校南海藝廊執行小組今年

共設計了五個市集子題：「南

門口舊書文化精神」、「台

灣創意、表演好手匯聚」、

「國際藝術視野躍進」、「社

區共同體發想」及「公益活力

總動員」，打造出一個「初夏

書醒─2006第四屆牯嶺街書香

創意市集」。南海藝廊並聯合

本屆創作者，共同推出全台第

一本市集伴遊冊－「書，玩意

兒」，完整收錄本屆100組創

意好手精美圖文簡介與80張創

意市集友好禮券；民眾可以憑

手冊上的介紹和禮券遊遍每一

家創意小店，並斟酌將心目中

的人氣獎投給哪一家創作者！

 許多創作者都趁此時大顯身

手，自製外星拼布娃娃、塗鴉

的白色雨傘、恐龍彩色安全帽

等，每個創作者都有自己的想

法與理想，加上不時出現的街

頭表演藝人，有即時京劇、鐵

灰機器人、動感非洲鼓、阿哥

哥多彩復古風等，讓民眾眼花

撩亂、大呼精采。黃海鳴教授

表示：我們要連結各種藝術文

化社群來改變藝術文化生態，

甚至改變社會，於是我們想

不如就在牯嶺街這個充滿能量

的地方，進行一系列的藝術實

　　一連串的藝術實驗在國北教大上演了！本校首創夜間藝術節活動，名為2006臺北教育大學藝術

節「創藝夜店」，由人文藝術學院主辦，校內部份，從5月16日到19日的夜間舉辦：16日的開幕茶會

及音樂演奏在學校禮堂舉行；17、18、19日三天，則以環境劇場的方式依次在校園不同地點展開；

接著19至21日更轉移陣地至校外，在本校經營的城市藝術交流中心--南海藝廊，與當地社區舉辦《牯

嶺街書香創意市集》，同時本校藝教系學生與荷蘭藝術學院學生並合作展出《影像與聲音裝置》。

「臥龍27」獨立藝術空間的展

示與交流。

 各系所總動員，有動有靜，

像洗三溫暖一樣，學校變成一

個大劇院，一連幾個夜晚驚喜

不斷。藝術節期間歷經了颱風

掃尾、星期五回家症候群，但

這幾場音樂盛宴、幾齣戲劇、

一群消失的藝術家，都想藉各

單位串連的過程，使觀賞者能

夠主動參與，透過民眾移動而

表演者不動的型態，改變以往

觀眾被動看戲的習慣。

 本次策展人黃海鳴教授表

示，國立臺北師範學院升級為

教育大學，並成立了人文藝術

學院，這是一個大學轉型過程

的一部份。而新成立的人文藝

術學院應該以怎樣的理念及方

式來推展人文藝術的教育？又

如何證明它有能量來推展這樣

的人文藝術教育？我們於是提

出深入學校結構的計畫，也就

是校園的創藝夜店，整合學校

新成立的人文藝術學院各系所

及學校社團的能量，在校內具

有特色的夜間景點置入令人耳

目一新的藝術夜店形式。

 藝術節當然具有招生廣告

的功能，這個藝術節更是一種

持續的推動「創意城市」實驗

以及建構的過程，因此它的舉

辦方式，它的城市空間滲透方

式，特別是它與外面各種創意

能量的連結方式，都證明這個

機器已經啟動多時，並且會一

次一次地改善、擴張。 

驗，這條街會隨著時間累積能

量，提出越來越有創意的產品

以及聚落形式，在各個角落逐

漸改變城市。

 例如市集入口的意象裝置，

就是邀請群眾、社區居民一

起來改造牯嶺街，提出「回

收路權，在斑馬線上構築一

個家」，在「眾人的大床上」

一同縫製凝聚眾人情感的「市

集百納被」。每個進入市集的

人，一定都得「穿過門、繞過

窗、經過廚房與臥室」，有人

驚訝的發現「廁所」竟然在停

車格裡，而原本充滿隱私的臥

室，卻熱熱鬧鬧的像是大家共

享的客廳，不分男女老少，大

家把對社區的想法、參加活動

的心得寫在花布上，熱熱鬧鬧

DIY動手做，社區情感透過這

一件齊聚眾人心力的「市集百

納被」，有了最深的交流。

 本次活動票選出的觀眾人

氣獎為Loving Rabbit、陸海

空、貳拾陸巷工作室、玩設

計（One Design）、Eileen；

而最佳整體設計獎則為貳拾

陸巷工作室、爆炸毛頭與油炸

朱利、小人國手創布娃。其中

2006北教大藝術節
◎ 文化產業學系郭心嵐國立大學變夜店？

Loving Rabbit以日系龐克漫

畫拔得頭籌，貳拾陸巷工作室

則以白色失智樂團塗鴉為整體

賣點，為期兩天的書香創意市

集也在鬧烘烘下圓滿落幕。

 60年代的牯嶺街曾是愛書人

的尋寶天地，如今又因為書香

創意市集的形式甦（書）醒，

並注入社區夥伴和各地藝術人

等新血，不只重現昔日風華，

更提升了牯嶺街存在的內涵與

意義。 

▲市集入口的意象裝置 ▲一同縫製「市集百納被」

▲夜晚的市集  ▲音樂系安排演奏大型古典音樂會  ▲王副校長頭戴紅色牛頭，為「創藝夜店」揭幕 ▲環境劇場表演  

▲「Fan Club」提出不一樣的感官藝術

開

五

五

▲藝術系學生「實在容易嚼」台客大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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