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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16日下午6時，在教育

部長官的見證下，國立臺灣大

學李嗣涔校長與本校莊淇銘校長，

於教育部5樓大禮堂簽署兩校「互

為策略聯盟協力機構意願書」，重

新啟動兩校合作機制，並為日後之

高等教育資源整合塑立新典範。

 近來國內高等教育快速擴張，教

育資源日漸短缺，教育部鼓勵各校

資源整合，發揮互補功能，以追求

卓越。臺大與本校地理位置接近、

雙方系所互補性強，有利於整合。

為了資源整合及國北教大結構性

改造，兩校間之正式對話始於1995

年，至今已逾10年。

 2002年9月27日，兩校在呂次長

木琳見證下簽署互為策略聯盟協力

機構意願書。2005年8月1日，本校

改制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新任校

長莊淇銘於2006年1月26日與臺大

陳泰然副校長，連袂赴教育部高教
本校與澳門大學師生互訪
交流活動
為強化本校與澳門大學之間的合作與

交流，本校籌辦「語言與文化之旅」

兩校互訪活動。豐富多元的課程，師

生收獲滿滿。相關新聞請見第四版。

國際首都盃合球賽
本校與中華民國合球協會聯合主辦第

一屆國際首都盃合球賽，開幕式中，

國際奧會委員吳經國先生蒞臨致詞。

相關新聞請見第三版。

▲

頒發畢業生學

位證書及表揚

各班智育成績

前三名

年6月10日是本校改制

大學後的第一屆「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畢業生的大

喜之日。在社會普遍認為「畢

業即失業」下，今年本校的畢業

典禮取名為「畢業暨『創業』典

禮」，就是希望畢業生能發揮所

長，在茫茫的教職或其他就業大

海中覓得棲身之島，創造「畢業

即創業」的榮景；這同時也代表

了學校對畢業生的期許及信心。

 上午9時整，典禮在優美的管

絃樂曲中準時開始，幼教系四年

級吳怡慧同學首先演唱國歌，高

亢的嗓音加上強勁的爆發力，讓

全場師生、家長為之震撼，莊校

長更稱讚其歌聲可媲美台灣天后

歌手張惠妹。緊接著校長致詞，

校長以兩個例子勉勵畢業生：

 第一，現任美國加州州長阿諾

史瓦辛格的成功之路，就是因為

他在一開始的健美領域及好萊塢

演藝事業中追求傑出，贏得民眾

的信任，才能夠成功轉戰政治領

域；

 第二，本校由一開始的師範

學校、師範專科學校、師範學

院，一直到升格改制為國立台北

教育大學，亦是長久以來所有師

生共同努力爭取第一的成果。

校長期許所有畢業生也能夠在

人生的每個階段「追求傑出，

爭取第一」。

 接著，貴賓代表--全國校友

總會趙理事長致詞，期勉大家

向傑出校友看齊，對國家、社

會提供更大貢獻，榮耀母校。

師長代表則由社教系蔡元芳老

師擔任，他提醒大家「畢業是

樂業和敬業的開始」，未來務

必找到一份真正想要的工作，

全心全力的付出，發揮熱忱

及專業，擺脫七年級生「草莓

族」的稱號，焠鍊成堅硬無比

的「芭樂族」。蔡老師獨特、

幽默的比喻獲得了很大的迴

響，也讓典禮充滿了掌聲

與歡笑聲。

 緊接著頒發畢業生學位

證書及表揚各班智育成績

前三名、德育成績第一名

及藝能科成績優良獎的得

獎同學，他們優異的表現

值得喝采及效法。

 頒獎儀式結束後，典禮

走入溫馨的氣氛。畢聯會

會長代表全體畢業生致贈

母校圖書館圖書一套，感

本群馬大學為本校締

結合作與交流備忘錄

的姊妹校之一。近年來，

兩校間師生合作與交流活

動日趨頻繁，該校且每年固

定提供5名交換學生給本校

學生申請。為強化兩校間之

合作與交流，並就國際學生

事宜交換意見，日前（7月

31日），該校國際學生交流

中心牧原功教授、教育學院

所澤潤教授及下田智專員蒞

臨訪問，由本校王富祥副校

長主持會議，曾教務長端真

教授、台文所翁聖峰所長、

生命所黃雅文所長、社教

系王大修主任、幼教系翁麗

芳教授及教務處學研組許炳

煌組長與會。王副校長首先

表達本校對群馬大學及來訪

的三位代表的感激之意，並

邁開步伐 增添高教生機
整併會議簡報，重申兩校執行「策

略聯盟協力機構」案之誠意與決

心，獲杜部長明確之支持。

 兩校基於關懷社會、追求卓越之

一貫精神，在學校制度朝臺大現況

調整、人事法規借鑑臺大、教學研

究單位往互補性與卓越性方向改變

之原則下，重新啟動「策略聯盟協

力機構」計畫，未來兩校將透過學

術合作、教師交流與學生交流的方

式，達成資源整合、共享以及相互

提昇教學及研究水準的目的。

 兩校互為策略聯盟協力機構意

願書其內容分成準備期、調適期及

融合期等階段，分就各級學制之教

學、學術研究、總務及學生事務行

政、網路與圖書、人事及校務規劃

等事項進行兩校交流及合作，未來

並可採取進一步之措施，如整併、

聯盟或組織系統等，以達成兩校互

為策略聯盟協力機構之最終理想。

▲在教育部呂木琳次長的見證下，國立臺灣大學李嗣涔

校長與本校莊淇銘校長簽署兩校「互為策略聯盟協力

機構意願書」

日本群馬大學訪本校

樂見兩校未來的合作與交流

更加熱絡。會議中，兩校師

長就本校交換學生在日本就

學期間之生活、課業與文化

差異，進行充分的溝通；並

達成兩校共同進行未來交換

生行前講習、當地文化課程

及交換期滿後之學習評鑑等

事宜之共識。最後，安排三

位來訪代表與本校今年9月

即將赴日之交換學生舉行座

談，座談會由幼教系翁麗芳

教授主持，除了介紹日本群

馬大學外，並就在日本交換

期間應注意事項提出說明及

建議。藉由此次的訪問，日

本群馬大學與本校建立了密

切的關係，相信在現有的基

礎上，兩校未來的合作與交

流將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文/學研組許炳煌組長)

▲日本群馬大學一行蒞校訪問，就國際學生事宜交換意見

謝母校的栽培之恩，也希望學弟

妹能在書香薰陶中，繼續帶著國

北教大的驕傲，勇敢踏上未來的

旅程。而今年的在校生致詞形式

不同以往，由幼教系魔鏡魔境兒

童劇團以舞台劇方式演出，隨著

台上人物對大學四年生活景況的

說、唱、逗、笑，台下的畢業生

們也心有戚戚焉地報以熱烈的掌

聲。感性致詞的尾聲，精心安排

從天而降的一架架紙飛機，祝賀

畢業學長姐載著從學校發芽的夢

想起飛成功。

 典禮最後，莊校長別出心裁地

吹奏一段薩克斯風，和著學校教

職員工與音教系合唱團的歌聲，

是送給今年畢業生最特別的禮

物。在各班導師幫畢業生們「移

穗」之後，典禮進入尾聲，畢業

生們還捨不得離開會場，或擁抱

互道珍重，或爭相拍照留念，相

約一起加油、努力！(文/語四黃

冠翔)

▲典禮最後，莊校長別出心裁地吹奏一段薩克

斯風，送給畢業生

95

日

臺灣大學與本校簽署「互為策略聯盟協力機構意願書」

並舉行交換學生赴日行前座談

2006
歡喜迎接未來 永遠追求傑出，爭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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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本校與澳門大學之

間的合作與交流，莊校

長及曾前教務長責成教務處

學研組許炳煌組長，籌劃能使

兩校師生更深入認識兩地語言

與文化的交流活動，以提升國

際視野，兩校師生互訪交流活

動－「語言與文化之旅」應運

而生。此項活動在教務處學研

組的努力下，並獲得教育部的

經費補助。經過了三個月的籌

備，澳門大學師生訪問團一行

22人終於在7月9日抵達台北，

揭開了兩校交流活動的序幕。

 為期九天的活動中，除了王

副校長、曾前教務長及教育學

院林院長主持的始業式外，本

校安排了普通話語言課程，包

括：「當文字從舌尖滑過：從

說唱藝術的角度淺談漢語表達

的趣味」、「東方福爾摩莎：

認識台灣的歷史與文化」、

「大家來學注音囉」、「中國

繪畫欣賞」，及「後設認知在

寫作上的策略」等。

 課餘，則由本校將參與回訪

澳門的同學陪同，遊覽台北知

名景點，如：西門町商圈、龍

山寺、國立歷史博物館、總統

府、淡水老街、紅毛城、漁人

碼頭、忠烈祠、故宮博物院、

士林官邸、士林夜市、台北探

索館、信義商圈、101大樓、

國父紀念館。週末一行人浩浩

蕩蕩前往馳名海內外的鶯歌，

賞析陶瓷及體驗手拉胚活動，

並遊覽三峽祖師廟及大溪慈

湖等景點；週日則是北海岸風

光之旅，親近野柳風景區、萬

為

里、金山及陽明山國家公園。

 就在澳大師生意猶未盡之

時，在台訪問及交流行程已接

近尾聲。17日北教大校門口，

閃光燈此起彼落，兩地學生

爭相留影，相約下週澳門見。

最後，澳門大學師生在教育學

院林院長及學研組的同仁歡送

下，依依不捨地搭車離開，前

往桃園中正機場。

 一週後，本校師生訪問團

由楊學務長率藝產所林所長、

語文系林主任、教務處出版組

高小姐及學生30人，於7月24

日中午抵達澳門。經過安頓、

休憩片刻後，便由澳門大學安

排參觀了海事博物館、媽祖廟

及漁人碼頭。次日，由澳大單

文經院長及裴先慧小姐以「澳

門文化二三事」為題，為本校

師生解說澳門及澳門大學的沿

革。午餐後，造訪葡萄牙文化

氣息濃厚的路　歷史館、龍環

葡韻住宅式博物館、官也街、

壁上釘著從澳門寄回來

的明信片，桌上還殘留

著咀香園的餅屑，電腦保護程

式不斷播放澳門五天的點點滴

滴，微笑的燦爛，友情的蘊釀

……。風情萬種的澳門，白天

金碧輝煌，夜晚霓紅燈閃爍，

吸引著每個人的眼睛。

 三堂課程的教學，從語言

到文化、從思想到生活方式，

薰陶我們對澳門的認識。單

文經教授與裴先慧小姐的〈澳

門文化二三事〉、鄭振瑋博士

的〈粵語的聲韻〉到老志鈞博

士的〈漫談廣東話〉，由淺至

深，輕鬆有趣的教學，讓我貼

近這小島文化，融入其中。

 三步一古蹟、五步一驚奇，

年暑假，學校與澳門大學

文化交流的學習之旅，我

有幸獲選代表教育政策與管理

研究所參加，是一個難得的機

會，也是一個難忘的經驗。

 在澳門的活動過程中，澳

門大學安排了生動活潑的課程

來介紹澳門特有的文化特色與

歷史背景，這包括了單文經院

長的澳門文化介紹課程、鄭振

偉教授的粵語發音、與老志鈞

教授生動的一般粵語會話學習

等。雖然只是短短的幾節課，

卻讓我能更了解澳門。

 一連串澳門當地文化景點的

參觀，讓我體會到中國故有文

初聽到這個交流計畫：

「大部分的花費由學校

支出，我們只要負擔辦護照及

個人零用金的部分」時，覺得

機會難得，但每系只有一個名

額。國教系是每班推派一名，

再由系辦抽籤決定，我真的很

幸運，就這樣抽中了！

 7月9日，從到桃園中正機

場接待遠從澳門大學而來的嘉

賓開始，揭開了兩校交流的序

幕。可能因為班上有兩位澳門

僑生的關係，一年下來，雖然

我仍聽不懂也不會說廣東話，

但從平日的相處，間接地對澳

門有了基本的認識，因此在接

待時還算有蠻多話題可以聊。

令我訝異的是，他們好像在

兩 地 師 生 互 訪 交 流 活 動

路環媽祖像、路環市

區及黑沙海灘。接下來

安排兩天的廣東話課程

（粵語的聲韻、漫談廣

東話），本校師生如嬰兒牙牙

學語練習發音、惹得大家互相

調侃。課後，大夥遊覽許多著

名景點，包括：澳門博物館、

大炮台、大三巴、天主教藝術

博物館與墓室、大廟頂、仁慈

堂博物館、民政總署前地、南

灣湖、政府總部主教山、大賽

車博物館、葡萄酒博物館、金

蓮花廣場、回歸賀禮陳列館、

藝術博物館，及澳門觀光塔

等，親身見證了澳門的歷史。

 28日早上，相識不久卻已建

立感情的兩校學生，把握最後

時光紛紛相邀合影留念，相約

他日再見。五天旋風般的緊湊

行程，本校師生收穫滿滿，拓

展了國際視野，不虛此行。

◎國教一 陳怡寧

來台之前就先打聽好台灣的一

切，計算好要買些什麼回去做

紀念，讓我覺得我在去澳門之

前，也應該先熟悉澳門。我想

這就是交流的成效吧！使彼此

相互了解。

 一開始，兩校同學彼此不

熟，但隨著接觸，大家漸漸

熟悉，還相約屆時我們回訪

澳門時，由他們招待！後來聽

說將由另外一批同學接待我們

時，不免失落，但也更珍惜剩

下的時光，大家一起合照、互

留MSN、手機。送機時，還有

人哭了呢！但我們互相打氣：

「下星期見！」

 終於，7月24日到了！輪到

我們去澳門參訪，而他們也

沒有失約，有人5天陪

我們到底，白天要打

工的，就在晚上帶我們

出去逛逛，看看不一樣

的澳門。至於白天的

課程，真的讓我不得

不說：「廣東話太難

了！」卻也激起了我要

把廣東話學好的決心，

希望到時可以單槍匹馬

去澳門找他們玩！

 我的暑假過得美滿又充實，

因為交到了一群澳門大學的同

學，上了三堂廣東話課程，吃

了道地的葡式蛋塔，欣賞了至

今還保存良好的古老葡式建築

……。

 這是一個難忘的經驗，我不

會忘記在這一段時間裡所認識

的同學，不管是同校的還是澳

大的，我想，我們會是一輩子

的朋友！

▲中西合璧的大三巴牌坊是聖保祿教堂正面前壁的遺址

◎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陳文家

化與葡萄牙文化間的融合，例

如觀音菩薩如何與西方的藝術

文化產生一種微妙的結合；更

在信仰上，看到一個小小的澳

門如何在--媽祖、觀音菩薩、

聖母瑪莉亞──三種主要信仰

之間融洽的共存，在在開闊了

我的見識。

 澳門給一般台灣人的印象

是東亞賭博天堂，但經過這

次學校與澳門大學安排的兩校

文化交流之旅，我破除了這樣

的刻板印象，重新認識「澳門

---一個小熔爐---匯流東西文

化」。

◎語四乙 黃俐娟

滿日的博物館之旅，文化點滴

在心頭。媽祖閣的信仰，讓我

聯想台灣的道教信仰；龍環葡

韻住宅式博物館，帶我穿越時

空來到了歐洲庭園；大三巴、

天主教藝術博物館、主教山，

預言著新人的浪漫誓言；大賽

車與葡萄酒博物館，充滿異國

文化的體驗；澳門觀光塔讓我

俯瞰從黃昏到夜晚的澳門，一

邊進行高空晚餐，一邊與澳大

同學深入交流。

 豐富多元的五天行程，填滿

心靈與知識。msn來自遠方澳

大的同學問候，舌間不斷的回

味澳門當地美食，透過百張的

照片紀錄旅程，我一次又一次

的重遊澳門。

▲澳門大學師生訪問團 7月 9日抵達台北，揭開了兩校交流活動的序幕

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與澳

門大學安排這次文化交流活

動，讓我們兩地的學生可以建

立友誼，並且互相學習對方的文

化。

 在踏出機場的那一刻，就感受

◎澳門大學 Sandy

到台灣同學的友善，這真是讓我

鬆了口氣。台灣文化之旅的九天

裡，國北教大校方給我們安排了

很好的老師，讓我學到了不少台

灣的文化。澳門文化跟台灣文化

比較起來，雖然有相同的地方，

但不同的地方更多，至少我們用

的方言就不同。我們上向陽老師

的課時，每個人還賺了三萬塊美

金，想知道為什麼嗎?可以去問

問林于弘老師。

 此行，上課固然開心，課後

的活動更開心，因為可以去看
看台北，並且跟台灣的同學「交
流」。剛開始的第一天，大家都
好像很拘謹，到了第二天，就都
聊開了。由下午的參觀活動到晚
上的逛夜市，兩地的學生一直在
談兩地的不同，大家都覺得很有
意思。謝謝台灣同學為我們講解
了那麼多。
 那麼多天來，很感謝你們的
照顧，也很開心你們可以到澳門
來，希望你們喜歡澳門，下次再
來找我們玩喔！

▲由淺至深，輕鬆有趣的教學，讓我貼近這

小島文化

我的台灣之旅

當

今

牆

感

我的澳門之旅

▲本校安排的普通話語言課程

▲單文經院長的澳門文化介紹課程

◎學研組 許炳煌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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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中華民國合球協會聯合

主辦的第一屆國際首都盃合球賽

（1st International Capital Cup, Korfball 

Tournament）經過6月30日及7月1日兩

天激烈的競賽，於本校體育館綜合球

場圓滿落幕。這項活動可能是本校有

史以來首次主辦的國際運動競賽，計有

澳洲、紐西蘭、日本、韓國及地主中華

隊，共五個國家約90名亞洲暨大洋洲頂

尖球員齊聚一堂，相較高下。

 此外，國際合球總會會長荷蘭籍的

揚法蘭索教授（Prof. Jan Fransoo）、

秘書長英國籍葛蘭姆奎夫特先生（Mr. 

Graham Crafter）、六次世界冠軍教練

荷蘭籍賓克蘭姆先生（Mr. Ben Crum）

也應邀觀賞與指導賽事；來自葡萄牙、

澳洲、紐西蘭和香港四位外籍國際裁判

亦來台執法，盛況空前。最後，我國合

球健兒不負眾望以5戰全勝的戰績，風

光地留住冠軍獎盃。

球協會祕書長也是本校體育

系副教授黃英哲表示，國內

競技運動的推動，必須和大

學體育發展相配合，廣納校園愛

好體育人才參與，才能夠達到國

際一流水準。因此，合球協會和

本校體育系、國教系、語教系、

藝教系及政大、世新新聞系學

生共同成立一個跨協會、學校及

學系，充滿活力與創意的工作團

隊：「合樂融融」，核心成員人

數約30人。

 「合樂融融」自三月成軍以

來，每隔1至2週召開工作協調

會掌握工作進度，也經常安排

課後聚餐以及充電課程如「Team 

校合球隊自民國84年成立至

今，已培育出28名成人或青

年國手，中華合球隊能在近12年

來榮獲3次亞洲暨大洋洲錦標賽

冠軍，2次亞洲暨大洋洲青年錦

標賽冠軍、2次世運會季軍、2次

世界盃大學賽亞軍等顯赫成績，

名列世界一流勁旅，本校學生可

是貢獻良多。

 此次奪得國際首都盃合球賽

冠軍的中華隊8女8男球員，皆

為國內一時精英之選，本校學生

或校友佔了近二分之ㄧ，共有5

女2男球員，他們是陳雁揚(體94

級)、周湘茹(體95級)、梁可欣

(體98級)、陳映君、范靜宜、黃

麟帆及吳俊賢（最後4名為體99

級），其中陳雁揚榮獲最有價值

女球員及最佳助攻女球員兩項個

人獎，周湘茹榮獲最多籃下球女

后獎、吳俊賢榮膺得分王。他們

都將繼續努力達成2009世運會合

球賽奪冠目標，讓本校培養的優

秀學生運動員，站上國際運動競

賽頒獎台的最高位置。

球是我國極少數能夠在世界

性大賽中奪牌的團隊球類運

動。我國合球代表隊奪得第五屆

芬蘭拉赫提(1997年)及第六屆日

本秋田(2001年)世界運動會合球

賽銅牌。2009年的第八屆世運會

將由我高雄市主辦，其中合球是

28項正式比賽運動之一，目前被

體委會列為奪金重點培訓運動。

 此次本校學務處、體育室、理

中華紐澳日韓 五強齊聚國北教大

▲第一屆國際首都盃合球賽

五國球隊合影

▲

創意園區 M50

▲國際合球總會會長揚法蘭索教授頒發

冠軍獎盃予我國球隊

本校合球隊精英
為國爭光

志在
高雄世運會奪標

學生籌辦國際賽事

充滿創意活力

Magic，1+1>2的團隊魔法」等，

以達到團隊最高的工作效益。

「合樂融融」的成員異質性高，

擁有多面才華和創意基礎，透

過良好的互動合作，成功完成

使命，深獲好評。例如：代表中

央體育主管機關出席賽前記者會

的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秘書張

芬芬女士，即大力稱許記者會活

潑有趣；國際合球總會會長揚法

蘭索教授除感謝本校支持合球運

動推展外，也在閉幕典禮中公開

讚嘆本校學生籌辦國際賽事的才

華；奧汀整合行銷傳播公司的專

案經理凌偉倫先生，舉辦過無數

知名企劃，包括五月天、王立宏

等知名藝人的演唱會，在欣賞過

此次賽事後，也對於活動的設計

與製作物大加讚賞。賓克蘭姆先

生非常賞識由藝術系三年級連寬

益同學所設計的Logo，已經將該

圖形檔攜帶回國，希望成功遊說

該會商品部購買版權，做為印製

合球相關產品之用。

 活動總召本校國教系三年級

李奕徵同學表示，「各界的支持

肯定，各家媒體 (緯來體育台、

台視新聞、中視新聞、TVBS、民

生報、自由時報等等) 的高曝光

度，最重要的是各國球員熱情的

表示喜歡這個活動，期待再次拜

訪台灣，就是我們舉辦這次比賽

最大的成功！」

 國 際 合 球 總 會 網 站 相 關

報導：h t t p : / / w w w. i k f . o r g /  

index.php?option=com content&ta

sk=view&id=818&Itemid=47

學院體育學系和合球協會共同合

作，主辦國際首都盃合球賽，除

了希望讓全校師生及鄰近社區市

民認識合球運動，並藉此吸引各

級學校合球代表隊選手觀摩學習

外，最終的目的是提供中華合球

代表隊員磨練球技的機會，汲取

國際比賽經驗，為達成高雄市世

運會奪金目標，進行長期培訓工

作。

本

合

合

由

合球的英文名稱為Kor fba l l，kor f
源自荷蘭文，意義相當於英文的

basket，所以合球可說是「荷蘭式

籃球」。一百多年以前(1902年)荷
蘭體育教師尼克‧布魯克豪森(Nico 
Broekheuysen)，為促成兩性之間的

互相尊重與彼此合作，而設計此一男

女混合組隊參加的運動。目前，合球

已發展成一項兼具競技性與休閒性，

風行於近五十個地區國家的運動。

男女共榮共存的團隊運動

▲李奕徵同學介紹 Logo

▲國際首都盃合球賽 Logo

▲ 國際首都盃合球賽
賽前記者會

國際首都盃合球賽
中華民國 年 月

中華紐澳日韓 五強齊聚國北教大

第一屆
KORFBALL
第一屆
KORFBALL國際首都盃合球賽

待已久的上海參訪行終於啟程了，此行主要在了

解上海的藝文創意產業發展現況，由藝文產業設

計與經營研究所林炎旦所長領隊，團員包括師生約10

人，於2006年7月9日到達上海，參訪行程為期7天。

 感謝上海方面各學校及受訪單位的協助，這七天

我們參訪了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

發展研究基地」、「上海創意職業培訓中心」、「華

東師範大學」、「上海創意文化產業中心」以及上海

現在正熱門的許多創意文化產業園區，包括了「八號

橋」、「泰康園區—田子坊」、「M50」等，不但開

拓了宏觀的國際視野，也深刻體認到上海市藝文產業

發展的迅速！

 「上海交通大學國家文化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究基

地」位於上海市交通大學內，負責國家文化產業發展

規劃及方針的設定。在基地主任胡惠林教授，及各領

域的學者專家的群策群力下，每年都有國家級重要的

刊物出版，是一個很有效率及行動力的單位。

 「上海創意職業培訓中心」由中國美術學院創設，

開設許多創意職業培訓課程，包括玩具設計師、城市

環境雕塑製作師、機構形象設計師等等，兼具長期及

短程進修，在人才培養及國際學術交流上卓有貢獻。

 接下來到了我們的姊妹校--「華東師範大學」，對

彼此師院體系的發展及課程的規劃做了交流，也對他

們美麗的校園風光、正在擴建的新校區、良好的招生

及研究發展情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海創意文化產業中心」，由上海市經濟委員

會、上海市社團局批准成立，由民間單位負責經營，

是一個政府與民間單位合作下的產物。他們整合上海

市相關資源優勢，積極配合國家發展策略及規劃，對

上海市創意文化產業的發展做了很多前瞻性的工作。

 除了以上行程，上海市數十個創意文化產業園區是

藝文產業發展的重要據點，也是我們參訪的重點。

 「八號橋」是上海汽車製造器廠15000平方米的舊

廠房，經過精心的改造，整個空間充滿了工業文明時

代的韻味。這裡匯集了與創意相關的各行各業，是文

化時尚聚集地，為不同創意產業提供一個交流平台。

 「泰康園區—田子坊」位於泰康路210弄，是上世

紀50年代典型的弄堂工廠，由上海食品工業機械廠、

上海鐘塑配件廠、麵粉廠等多家工廠組成。90年代由

於產業結構的調整，加上後來有陳逸飛、爾冬強等藝

術家的進駐，小街漸漸吹起了藝術風，後來越來越多

的小店家進駐，甚至居民自行發起創業，使得這個小

社區也展現了豐富的藝術風味。

 「M50」則是以當代藝術為主的超大型藝術園區。

位於莫干山路50號，引進了包括英國、法國、義大

利、瑞士、以色列、加拿大、挪威、香港在內的16個

國家和地區，以及來自國內10多個省市的130位藝術

家及畫廊、平面設計、建築師事務所、影視製作、環

境藝術設計、藝術品（首飾）設計等。其中由瑞士人

勞倫斯創辦的香格納畫廊和由義大利人樂大豆創辦的

比翼藝術中心是目前中國最好的畫廊。

 走一趟上海藝文產業發展的參訪行程，對上海發

展的國際化視野、發展的規模及速度感到印象深刻，

在這全球鎂光

燈都聚焦在上

海的時代，上

海的發展經驗

相信必有我們

可以學習的地

方。

創意文化產業創意文化產業

◎藝文產業設計

 與經營研究所

 專案助理 周思伶

期

▲八號橋

參 訪 紀
創意文化產業創意文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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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學年各系、所、中心
及行政單位主管名錄

校台灣文學研究所於

95年8月1日至4日假至

善樓國際會議廳舉辦「中

小學教師台灣文史教育研習

營」。

 近年來國中、小學的台

灣文學與歷史教材比重日

漸增加，然多數教師較少

接受台灣文史專業訓練。有

鑑於此，教育部特別委託本

校台文所承辦此次研習營，

研習營共招收80名來自台北

縣市、基隆、澎湖中小學之

教師。課程延請台灣文史、

語言方面學有專精的專家

講授，內容包含有福佬、客

家、原住民文學文化、台灣民主發展

史、荷治日治台灣史，亦包括中小學

教科書的作家現身說法。本次研習營

一大特色為學員每晚須分組討論，並

於第四日完成紙本教案及分組教學演

示，而每日下午的教學現況座談，也

增加了學員間教學經驗的分享與教學

創意的激發。

 8月1日的研習營開幕式由莊校長淇

銘親臨主持。特別感謝教育部杜部長

系 所 職  稱 姓 名 學  經  歷

資訊科學系

教  授 蕭瑛東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專任教授

副 教 授 黃聰亮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

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專任副教授

副 教 授 王鄭慈
美國西南路易斯安那大學電腦科學系博士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資訊學系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助理教授 游象甫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工學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程式設計師

數位內容設
計學系

助理教授 王學武
交通大學資訊科學系工學博士
銘傳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林仁智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工學博士
景文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專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

教  授 陳友倫
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工學博士
華夏技術學院電子工程系專任教授

台灣文學研
究所

副 教 授 林淇瀁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台文所專任副教授

兒童英語教
育學系

助理教授 陳湄涵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比較教育學系教育博士

東吳大學英語系專任講師

 職    稱 姓 名

校長 莊淇銘

副校長 王富祥

【學術單位】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院長 林新發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系主任

 【含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碩士班)】

鄭崇趁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碩士班)所長 周淑卿

 國民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吳麗君

 幼兒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蔡敏玲

 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早療碩士班)

  系主任

呂金燮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曹中瑋

 社會科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王大修

 生命教育與健康促進研究所(碩士班)所長 黃雅文

人文藝術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劉瓊淑

 語文與創作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林于弘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陳錦芬

 藝術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羅森豪

 音樂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吳博明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所長 翁聖峰

 玩具與遊戲設計研究所(碩士班)所長 張世宗

 造形設計學系系主任 張世宗

 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研究所(碩士班)所長 林炎旦

 文教法律研究所(碩士班)所長 周志宏

 文化產業學系主任 黃海鳴

理學院

理學院院長 王富祥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碩士班)所長 錢正之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數教所)系主任 譚寧君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賴慶三

 體育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翁梓林

 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陳友倫

 數位內容設計學系系主任 蕭瑛東

【行政單位】

秘書室

主任秘書 楊繼正

 組長（職員） 陳麗慧

教務處

教務長 吳偉賢

 招生(含學術服務)組組長（職員） 洪鶴芳

 教學業務組組長 盧姝如

 出版組組長（職員） 呂錦玲

 學術合作研發組組長 許炳煌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高士傑

 進修暨推廣中心主任 林仁智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楊忠祥

 心理輔導組組長 謝茉莉

 生活輔導組組長 羅聖峰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廖欣怡

 衛生保健組組長 陳錫琦

 軍訓室主任（代理） 劉先軍

 體育室主任 蔡葉榮

總務處

總務長 顏國明

 文書組組長（職員） 王鋒輝

 事務組組長（職員） 王祖胥

 出納組組長（職員） 張坡勇

 營繕組組長（職員） 吳仲展

 保管組組長（職員） 陳士賢

圖書館

館長 張炳陽

 採編組組長（職員） 吳麗麗

 期刊組組長（職員） 劉芬吟

代理

 閱覽組組長（職員） 盛美雲

 典藏組組長（職員） 陳美蓉

 系統資訊組組長 陳幸玫

 視聽教育組組長 趙貞怡

人事室

主任 林秀敏

會計室

主任 林美如

輔教單位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 陳永昇

　設備暨網路組組長 游象甫

　系統組組長 王鄭慈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楊志強

　課務組組長 鄭宏文

附設實驗國小

校長 陳碧祥

95學年度第一學期新聘教師名冊

北小服務滿33年的闕雪峰老師，

於95年8月1日正式退休，為其職

場歷程畫下完美的句點。闕老師服務

於輔導室期間，擔任「哈哈熊信箱」

來信代筆，多年下來為小朋友解答了

許多心理上的困擾；她活力十足、美

麗動人，所擔任的唱遊課深受學生愛

戴，現任本校的阿哲老師亦曾受教於

闕老師，在退休餐會當日還表演小學

時學到的造飛機一曲，讓與會人員笑

破肚皮；闕老師人緣佳、應對強，像

個大姐姐般的提攜後進，學校大型活

動的接待外賓工作，非她莫屬；同時她

更是個超級大媒婆，促成校內外佳偶一對

對，增添許多佳話。雖然闕老師的退休，

我們深感不捨，但誠摯的祝福她，在退休

後開拓人生的第二片天空。

▲退休會上，北小大家庭再團聚

本校附設實驗小學

校95學年度榮退暨95年3至6月

份教職員工慶生及迎新茶會，

於6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時假大

禮堂舉行。退休師長計有：本校前校

長國教系張玉成老師、國教系林慧瑜

老師、朱孝利老師、語教系方玫芬老

師、翁林茂花老師、心諮系項必蒂老

師、數資系李正雄老師及羅聖峰教官

等。

 茶會伊始，本校教職員合唱團獻

唱兩首歌曲：牽你的手、感恩的心，

接著相關同仁紛紛擁上台獻花致意。

心諮系曾端真教授、軍訓室劉先軍

教官、前副校長蔡義雄教授，及教育

學院院長林新發教授，依序致詞感念

榮退師長服務本校期間的卓越貢獻，

並獻上誠摯的祝福；榮退師長們則除

了一一抒發對學校的情感與不捨外，

亦異口同聲的表示將妥善規劃退休生

活，繼續充實身心靈，追求最有意義

的人生。

 接著進行慶生及迎新儀式。校長

介紹新進職員，並且在生日快樂歌聲

中，與壽星代表合切蛋糕，同仁們則

享用會場豐富的茶點飲料。茶會最後

就在摸彩中獎同仁的喧鬧聲中，圓滿

結束。

▲感謝榮退師長服務本校期間的卓越貢獻

合師資培育中心95年度地方教

育輔導工作，本校社會科教育

學系於95年7月26日與8月9日辦理

兩梯次「校本課程設計與教學研討

會」。第一梯次，邀請健康國小楊瑋

芬老師及永吉國小周秀卿老師，分享

他們在進行社會領域課程設計時，如

何引導學生去尋找研究問題，及善用

周邊社會資源來解決研究問題，也提

供教學現場的老師許多寶貴的教學省

思與意見。

 第二梯次是由本系王大修老師與

台北縣汐止北港國小教師團隊分別發

表，透過王大修老師介紹GIS如何運

用於國小社會科課程內容，及北港國

小吳玉芳前校長介紹該校教師團隊如

何進行「社區就是教室」、及教育部

「大手攜小手」計畫，將該校豐富的

課程設計及架構內容提供給與會者，

現場互動熱烈，與會者亦受益良多。

▲王大修老師與台北縣汐止北港國小教師團隊

校本課程設計與教學

▲杜部長於座談時間撥冗蒞臨指導

中小學教師台灣文史教育研習營

於8月2日座談時間蒞臨現場指導，透

過座談與第一線教師的熱烈互動，更

能深入了解中小學台灣文

史教學的現況，並經由學

員當日對於教科書的意見

反映，部長秘書代為轉陳

國立編譯館，於8月4日下

午邀請中小學教科書主任

楊專員到場，為學員做深

入的互動說明。研習活動

於4日下午圓滿落幕，各

縣市教師皆滿懷期待未來

能有更多機會參與這類台

灣文史教學研習活動。

▲中小學教師台灣文史教育研習營分組討論時

，學員進行教學演示

本

在

配

本

闕雪峰老師榮退

社會科教育學系

研 討 會

教職員工榮退、
 慶生暨迎新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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