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優質
創新

溫馨

◎秘書室黃秋鑾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創校迄今

已堂堂邁入113週年。為

了慶祝 113 週年校慶，本校舉

辦了一系列活動，邀請師生同

仁、校友與民眾一同參與。

校慶園遊會暨校友運動會

首先，97年 11月 29日（星

期六），本校以「童年同年」

八大主題園遊會及校友運動會

拉開 113 週年校慶序幕。當

天，回母校的校友約有八百

人，個個精神抖擻，彷彿回到

當年師範、師專或師院時期同

窗的情景。校友總會趙昌平理

事長首先致詞，感謝全台各地

校友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秉

持著國北教大「敦愛篤行」的

校訓，默默的為社會奉獻；接

著，全體師長、校友在柯美

寧、李春桃、郭美江和吳昌期

校友引領下，一起做國民健康

操及跳大會舞，20位國小校長

們更以精彩的大鼓隊歡祝母校

「校運昌隆」，盛情可感。開

幕式後，校友們扶老攜幼參與

各項趣味競賽，並品嚐園遊會

精美的小吃，整個校園縈繞著

歡樂的氣氛。（詳見第4版）

校慶慶祝大會暨全校運動會

97年12月5日（星期五），

本校創校 113 週年校慶慶祝大

會、第 13 屆傑出校友表揚活

動暨全校運動會正式登場。上

午8時10分在本校操場，三位

雄赳赳、氣昂昂的體育系學生

率先掌旗進場，接著，師生同

仁依行政單位及系所先後次序

通過司令台。各系所班級同學

可愛的動物、白雪公主及具創

意之班級風格造型，展現無限

的創意與巧思，贏得熱烈的掌

聲。

大會開幕式由林新發校長主

持，校長致詞時除感謝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歷任校長、師

長、校友、同仁和同學的支持

和協助外，亦報告學校近況、

目標、任務和未來發展方向。

校長指出，本校修習師資培育

學生參加教師檢定的通過率為

93 ％，參加全國各地區之小

學、幼稚園、特教教師甄試，

錄取之人數約佔全國錄取總人

數的30％以上，為全國之冠；

未來本校的願景是發展以藝

文、數位、教育為特色的優

質、創新、具競爭力的大學，

更積極的目標則是「台灣第

一、亞洲一流」，希望在全體

師生同仁及校友的共同努力

下，傳承創新、繼往開來，且

更上層樓。

今年校慶蒞校的貴賓有考選

部楊朝祥部長、教育部吳財順

常務次長、本校陳鏡潭前校

長、張玉成前校長、校友總會

李建興名譽會長、市北教大劉

春榮副校長、臺灣大學蔣丙煌

教務長、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劉

瓊淑藝術總監、本校耆宿屠炳

春教授、吳萬福名譽教授、蔡

義雄名譽教授、國師會黃則修

會長、本校傑出校友、榮退教

授及師長等。他們讚揚同學的

創意與活力，並且殷殷勗勉，

希望大家養成早睡早起、勤奮

不懈的學習態度，相信對同學

未來的努力方向，有很好的啟

發。

接下來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慶

生活動。9位與本校同為12月

5 日生日的同學受邀出列，還

有 2 位壽星的母親亦神秘現

身，一起與貴賓切蛋糕、許願

及唱生日快樂歌，壽星們感動

不已。此時司令台上方射出繽

紛的彩帶，伴著壯盛的奏樂，

帶出全體大一同學充滿青春活

力的創意體操帶動跳，讓人覺

得國北教大的未來真是充滿希

望。接著，本校附小帶來精彩

的舞龍表演、本校學系啦啦隊

優勝隊伍的熱力演出，及98級

體育表演會的重點節目預演，

亦均贏得師生熱烈迴響。禮成

後，運動會各項比賽正式開

始，除了學生競賽項目外，並

舉行教職員工的趣味競賽，以

提昇師生運動風氣，增進同仁

情誼。

校慶茶會暨傑出校友表揚

10時許，在大禮堂頒發捐贈

校務基金感謝牌（狀）及第13

屆傑出校友獎（計有教育類：

柯淑慧校友；行政類：吳順火

校友、廖經華校友、吳錦章校

友；學術類：林福仁校友；服

務類：彭金清校友，賴鎮源校

友、陳木城校友等八位）。並

由2008年得到校長領導卓越獎

的吳順火校長代表校友致詞，

吳校長在致詞中，特別感謝求

學期間師長們的教誨，他認為

「老師的教學方法會影響學生

的一生」。

接著，常依福智獎學金的發

起人王美代女士以一封感性的

信，恭賀及嘉勉榮獲高普特考

獎學金的同學；為求本獎學金

的源源後繼，亦請大家慷慨解

囊，齊力為人才樹的培育而奉

獻。繼之，胡為真和林惠英教

授賢伉儷代表頒發葉霞翟校長

獎學金；曹金平董事亦代表頒

發周餘龍教授獎學金，他談起

恩師周餘龍教授昔日教導學生

的點點滴滴，語帶哽咽道：

「雖然老師已走了，但是他的

愛仍存留人間。」令在場人士

動容不已；最後，蔡奇宏董事

長亦代表蔡炳南公益教育基金

會頒發獎學金給本校優秀同

學。

中午，學校以茶點、水果感

謝蒞校貴賓、師長、校友及同

仁。雖然今年校慶寒流來襲，

但在連啟瑞副校長、翁梓林學

務長、詹餘靜主任秘書、校友

總會鄭崇趁秘書長及相關單位

精心策劃，及全校教職員工生

全力的配合與投入下，整體活

動呈現「優質、創新、溫馨」

的氣氛，為參與者留下深刻、

美好又難忘的回憶。

親愛的北師人：大家好！

時序入冬，天氣轉涼，祈請大家珍攝保健為重。

常依福智獎學金成立以來，今年邁入第五年，欣見

每年獎勵名額迅速增長。93學年高考6名；94學年高

考14名，普考2名，合計16名；95學年高考17名，

普考3名，共計20名；96學年高考16名，普考9名，

合計 25 名；97 學年高考 24 名，普考 18 名，共有 42

名；5年來總數達 109 人獲獎。

當初設立獎學金的心願，是為激勵國北學生及校友

能立足北師，放眼天下，勤奮好學，努力精進以開拓

多元生涯發展路徑，服務公職以造福人群，成為國家

棟樑。歷年來的錄取人數破百，已彰顯出設立獎學金

的成果，這些爭氣的北師人，分散在社會的各層面角

落，貢獻所學為北師爭光。

然而，獎學金額度有限，而參加高普考錄取人數年有

增加，支出龐大，迄至今年發放獎金總數高達 187 萬

元，母金即將用盡，而有斷炊之虞，真叫人憂喜參半。

因此，發起人仍將勉力而為外，並祈願大家共襄盛舉，好

事大家做，慷慨解囊，發揮聚砂成塔之效能，以使此項

「人才樹」的栽培工作，能夠永續經營。

耑此 敬祝

福慧增長 所願順遂

● 9位同學與學校一起過生日、切蛋糕

●華語文中心 50位外籍生也帶著他們的國旗繞場

●頒發第 13屆傑出校友獎

●啦啦隊第一名語創系的熱力演出

●運動會的各項競賽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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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小教師的擇偶與婚姻
◎社教系碩班蔡傑

【本刊訊】97年 11月 14日（星期五）下午1時30

分至 5時，本校舉辦「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導

覽」參訪活動，教職員工計百餘人報名參加。本校

借調擔任兩廳院總監的前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劉瓊淑

老師，親自全程熱情接待，讓大家享受了一場溫馨

的藝文之旅。

劉總監特別提到，兩廳院規劃接受個人或團體申

請辦理導覽參觀的構想，其實來自本校林新發校長

的建議。當初在接受借調即將上任而與本校師生同

仁辭行時，時任本校教育學院院長的林校長即提

到，兩廳院宏偉的建築與設計，值得推廣讓民眾認

識並領略其美。這個建議促成了兩廳院開放導覽參

觀，亦間接成就了本次活動。

本次活動內容包括介紹兩廳院建築歷史、水晶宮

殿、劇場奧秘、舞台機關、總統包廂，及台灣最大

管風琴等，並欣賞了兩廳院導覽短片、音樂廳陳景

容老師濕壁畫作品、楊英風大師銅雕藝術品，及側

廳牆上兩堵美麗的垂直花園—綠色交響詩；更難得

的是，劉總監特別安排了國家國樂團現場演出，四

首優美的樂曲讓人如醉如痴。

最後，在參觀完兩廳院禮品店後，同仁們帶著滿

身的藝文氣息及滿滿的感動賦歸。

本校於11月29、30日假藝術館國際會議廳舉辦「2008

文化創意產業前瞻與革新國際論壇」，為正舉辦校

慶園遊會而人聲鼎沸的校園，再添知性氛圍。

文化產業學系暨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研究所秉持以往

辦理國際學術交流的熱情，邀請國際學者專家，規劃舉

辦此次研討會，積極促進臺灣研究生對全球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現況及相關新興議題的瞭解，並培養未來視野跨

及全球的胸襟。

本次邀請的外國學者有紐約市藝術資源聯盟執行長

Dr.Monroe Denton、歐洲藝術文化管理BEM波爾多管理

學院院長Dr. Anne Gombault、新加坡前資訊通訊及藝術

部藝術遺產發展司司長 Ms. Yvonne Tham、英國市場與

行銷顧問公司顧問 Ms. Selina Fellows、韓國龍仁大學藝

術學院電影系教授Dr. Wook Steven Heo、德國文化政策

與經濟辦事處主任Dr. Bernd Fesel、日本文化經濟學期刊

主編、琦玉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暨日本文化經濟學協會副

會長Dr. Kazuko Goto、昆士蘭科技大學創意產業與創新

重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暨澳大利亞國家研究委員會研

究員 Dr. Michael Keane，以及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顧

問Mr. Kin-WaiMok。並邀請行政院文建會黃碧端主任委

員、行政院交通部觀光局賴瑟珍局長、郭蘇燦洋副局

長、行政院文建會第一處方芷絮處長、國立故宮博物院

周功鑫院長、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黃明川董事長、臺北

市立美術館謝小韞館長，及藝術文化環境改造協會劉維

公理事長等多位專家共同參與盛會。

藉由國際學者來台的交流，本論壇以豐富而多元的學

術討論和活動參與，提供臺灣有志投入文化創意產業

者，與國際專家學者進行切磋與交流的機會，激盪出更

多的學術火花。

現今中小學教育中，社會學習領域課程與教學的核心

目標在於培養學生的公民素質，培育學生兼具國際

觀點、本土觀點，並建立觀點之間的連結。有鑑於此，

本校社會科教育學系於11月 19日舉辦了「第五屆（教

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相關系所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以

協助現場的社會學習領域教師與相關學術人員提升教育

品質，同時讓國內相關系所進行學術、研究之校際交

流，達到理論與實務之緊密扣連。

本會分成「社會科教育與發展」、「社會變遷與多元

文化」及「區域發展」三個主題，由本校社教系蔡元芳

教授、方真真教授、以及周鳳美教授擔任各場次主持

人，並邀集國北教大、北市教大、台中教大，以及東華

大學碩士班的研究生張榕紜、蕭淑均、林美、張宗文、

余俊賢、林欣怡、黃承泰、林雅惠、王麗君與張雅芳，

分別發表相關研究成果。邀請台中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

系薛雅惠教授、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王雅各教授、台灣師

範大學地理學系林聖欽教授，與中國文化大學地理系薛

益忠教授擔任各場次引言人，為與會的師生提綱挈領剖

析各主題下的論文主旨，並且給予研究生精闢的建議。

最後，與會師生與發表的研究生踴躍地提問與回應，為

這次論文發表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本校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為推展教學科技並促進學

術交流，每年均舉辦多場專題演講活動。97 年 10

月 29 日特別邀請北京清華大學程建鋼博士，於視聽館

408 室，與師生分享「數位校園建設的反思與數位化學

習環境研究進展」。本次演講參與人數踴躍，會場座無

虛席、一位難求。

程博士為清華大學教育技術研究所所長兼電教中心常

務副主任，長年致力於教育技術與教育軟體研究，負責

教育技術學科研究生培養與學科建設工作，獲國內外獎

20多項。其所主持開發之「清華教育線上」系列教育教

學軟體，在中國大陸地區有160多所著名大學在使用，

研究團隊有 45 名專職科研人員，研究範疇更橫跨數位

校園的研究、規劃與設計、網路教學理論、模式與系統

構建、數位化教育教學資源建設與應用，以及知識管理

在高等教育資訊化中的應用研究，為全球高校教育教學

資訊化研究的知名專業團隊。

10 月 29 日程教授蒞校，首先與本校林校長會面，就

兩岸教育經驗進行交流，相談甚歡，隨後與本所師生共

進晚餐，更進一步促進兩岸師生的了解，增進彼此情

誼。6時30分，程教授抵達演講會場，除介紹中國大陸

數位校園建設的反思與數位化學習環境研究進展，更大

方的分享其研究的心路歷程及寶貴經驗，針對實際案例

進行剖析，讓在場師生獲益良多，為兩岸教學科技領域

搭起良好的互動橋樑。

本活動之詳細資訊請見本所網頁http://ect.ntue.edu.tw。

本校國民教育學系承辦教育部「改寫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的文化故事」系列研討會，期程自 97年 10月 1

日至 12 月 10 日止，共舉辦 11 場，包含 5 場國內研討

會與 6場國際研討會。

本系列研討會議題為：1.從相關理論視角談台灣教師

專業發展評鑑；2.中小學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問題與展

望；3.從社會文化及活動理論等視角看英國的教師專業

發展及教師評鑑。其中，國內研討會部份除邀請專家學

者與試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之國小校長演講外，另邀請

專家學者進行圓桌論壇，與現場校長、主任與教師進行

分享；國際研討會則邀請英國HarryDaniels教授於 11月

10-16 日來台演講，由本校國教系與中山大學、台東大

學、高雄師範大學合作，演講場次橫跨台北、高雄、台

東，每場次皆引起廣大迴響，現場反應熱烈，活動圓滿

成功。研討會詳細時間與內容請見國教系網頁 http://s4.

ntue.edu.tw。

本校社會科教育學系於97年10月29日與11月

12日先後舉辦兩梯次「國中小教師的擇偶與

婚姻學術研討會」，由社教系張榮富教授主持，

邀集校內進行相關領域研究的老師與本校研究生

擔任主講人，從不同的研究領域，提出擇偶與婚

姻的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兩梯次的研討會，不同

的講員從不同的面向出發，經過量化與實證的研

究結果，帶給與會者許多有關於這個世代擇偶與

婚姻的新啟發與新視野，提供未來無論是質的或

量的研究上一個有利的研究基礎。

百年風華，文創革新

◎國民教育學系陳郁菁

改寫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 ◎台灣文學研究所

本校國民教育系黃永和副教授，榮獲97年師

資培育典範獎「教學設計與活動類」；校

友周姵伶及趙曉燕 2 位教師榮獲教育實習績優

獎之「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教育實習學生

胡瑋婷、吳姿瑩及施天霓等 3 位榮獲「教育實

習學生楷模獎」，12月 3日於「師資培育之大

學主管聯席會議」上，接受隆重頒獎表揚。黃

永和老師並於頒獎後分享得獎的方案－應用

「問題引導學習」發展教學專業知能行動方案。

97 年師資培育之大學主管聯席會議，12 月

3、4日在嘉義大學蘭潭校區的圖書館演講廳舉

行，與會人員包含教育部鄭瑞城部長、中教司

蘇德祥司長、各師資培育大學之校長、教務

長、師資培育中心主管，及受獎人員等約 150

人。會中除頒獎外，亦宣導師資培育工作重點

與重要法令，研討實習輔導教師認證及專業發

展學校制度，分析師資培育供需，探討少子女

化趨勢下師資培育機構之因應策略暨轉型機

制，及針對師資培育法修法作業進行討論。

鄭部長表示，教師是教育成敗的關鍵，實習

工作是師資培育教育的一環，實習工作做好，

師資培育體系就能串連；關於教師培育考試制

度的改善及過去師資體系培育、進用、退休等

問題，希望透過多方溝通交流，凝聚共識，以

為檢討精進。

◎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陳
麗
慧

97年 11 月 20 日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與韓國暻園大

學校亞細亞文化研究所簽定學術交流協議書，協

議未來兩所間之學術研究合作、教師交流、學生交流、

出版品與資訊交流，及其他經雙方同意進行之交流活

動。當日下午 2 時並邀請該所朴真秀教授假行政大樓

209室，以「朝鮮半島的皇民化政策」為題進行演講。

◎藝文產業設計與經營碩班許家瑋

中國大陸數位校園建設的反思
◎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所

●英國 Harry Daniels教授演講，台東大學汪履維博
士擔任現場翻譯

文化故事

●本校教職員工偷閒齊享難得的藝文之旅

●恭喜黃永和老師榮獲師資培育典範獎

▼
▼

▼
▼

●主持人、引言人及研究生，與台下師生熱烈互動

●藉由國際論壇豐富臺灣研究生的知識並培養國際觀

●演講後程建鋼博士與師生合影

教育大學社會科教育相關系所
◎社教系碩班蔡傑



在
校長的全力支持和教育部的補助下，本校國民

教育學系從校內遴選 5位學生，於 97 年 8月 26

日至 9 月 26 日到德國西柏林地區 Victor 小
學，進行

為期一個月的數學教學。此次的教學實習實為台灣

教育類科的創舉，事前的團員甄選，面試者需先以

德文作自我介紹，用德文教數學，最後接受面試老

師的德文詢答，以便甄選出同時具備德文能力與教

學能力之團員。

海外實習過程中，除了在Victor小
學進行為期一個

月的數學教學，期間並參與洪堡大學自然科教師研

習；到洪堡中學觀摩德文與英文教學；拜訪教育部

駐德國文化處處長，以進一步瞭解德國小學教育的

問題與普遍現象；並多方瞭解德國的博物館。

此行最大的收穫是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此外，

以德文教數學之實習經歷，更是千載難逢、永生難

忘的異國學習經驗。

配合教育部推動國際化，暨要求國小師資均應有一定的外語能力及國際視野之政策，本校師資
培育中心於97年 11月 19-21日，舉辦一年一度之卓
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受獎學生「海外參訪」活動。此
次活動由師培中心巴白山老師及陳淳迪老師率領 14 位學生，在香港

兆基創意書院葉建源校長的協助下，參訪香港教育學院、聖愛德華天

主教小學及兆基創意書院，並參觀香港太空館、香港科學館及香港歷

史博物館。3 天的行程下來，學生不僅在教育、文化方面獲益良多，

更對個人視野及未來規劃有深切的體認與啟發。音樂系陳薇羽表示：「此行除體驗香港的文化外，也瞭解香港教育

與我們的不同點，包括學制、教育體系等，更重要的是有機會與當地

學生直接對談討論，吸取對方的優點來彌補自己的不足，讓我對文化

以及教育都有更多元面向的思考。」文產系林家妤則直指：「香港兆

基創意書院的學校空間真是太 Bravo 了！這個學校讓人看到所謂藝術

與創意的結合與互動，在這裡，所有的創意都可以被認可，所有的突

破都可以有機會被支持及鼓勵。」小組長藝設系姚明志亦認為：「兆

基創意書院專設的展覽空間作品水準非常高，令人讚嘆，很難相信它

是所中學校。而且全程幾乎都由學生接待，向我們介紹學校、學習模

式，他們的思維靈活不僵化，最重要的是清楚明白自己未來的志向，

有熱情也能執著，多麼難能可貴！」同學們的收獲實在太豐富了，感謝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葉校長及香港

教育學院傳訊及拓展處劉淑娟小姐的協助，行程因此更充實有意義。

●難忘以德文教數學之異國實習經歷

●海外參訪出發前校長授旗並對學生諄諄叮嚀

1 文化產業學系新生實習

代表作—牯嶺街書香創

意市集 ◎南海藝廊陳姵潔

本
校南海藝廊自 2003 年創辦創

意市集，2005年受龍福里社區

書市活動邀請聯合策劃「牯嶺街書

香創意市集」，既輔導文產系新生

節慶實習，又成功推動臺灣創意市

集生態發展，至今已連辦八屆，成

為台北市中正區藝文季重點特色。

南海藝廊今年進一步促成牯嶺街

市集與台北詩歌節首度合作，將原

有的「書香」、「創意」再增添

「詩歌跨界演出」特色。活動特別

規劃《日用物件詩》創意市集主題

展，集結市集近百組設攤創作者共

同設計「詩的日用品」；並邀請九

組團隊參與《街邊‧行詩走路》臺

北詩歌節跨領域工作坊，聯手打造

牯嶺街頭成為街道「詩」劇場；南

海藝廊內則有詩展覽、電影、演

唱、座談等，11月 22-23 日短短二

天，參與人數破萬。其中，本校文

化產業學系新生除了籌備創意市集

之外，於跨領域工作坊中亦表現亮

眼。《詩控‧失控》由學生發想設

計「與詩相戀」的四個場景式街道

裝置－「主導．控制」、「喜歡．

詩」、「陷入．情感詩控」、「創

意．失控」，獲自由時報、聯合報

等各家媒體特別報導。

市集開幕，林新發校長與人文藝

術學院林炎旦院長特別到場勉勵，

並肯定文化產業學系師生及南海藝

廊的用心經營，未來期望再集合臨

近育成中心之力，協助龍福里社

區，結合地方文史薪傳與藝文空間

專長，攜手打造台北市南區文化新

地誌。

2「社交紅娘」

社團博覽會 ◎學生會

新學年到來，各社團都如火如

荼地展開招生活動。

為了讓新生、舊生們在短時間內

有效率地了解校內各社團，學生會

於 97年 10 月 7日星期二，在學生

餐廳前廣場舉辦名為「社交紅娘」

的社團博覽會。中午 12 點一到，

馬上由熱鬧的「套圈圈送餐廳折價

券」活動為接下來四個半鐘頭的動

靜態展覽拉開序幕。

廣場上除了形形色色的社團攤位

之外，現場更有各社團成員們使出

看家本領的精采動態表演，內容包

含音樂、舞蹈、武術、運動……

等，合計 40 個校內社團共襄盛

舉。整個下午的時間，同學們充分

欣賞到本校社團文武兼備、動靜皆

具的多元化特色。

本校的社團略分為音樂、學術、

藝能、服務、體育、聯誼等六大類

型，學生會希望藉由社團博覽會，

讓同學們瞭解各社團並選擇自己感

興趣的領域，也希望各社團能藉此

良機招攬新血。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整場活

動下來，各社團戰績可觀，未來一

年向前邁進的基礎戰力更堅強，道

路更寬闊。

3 三校聯合迎新演唱會

STAR BOX 新兵樂 ◎學生會

各
校每年為了迎接新生的到

來，都不免俗的會舉辦校園

迎新演唱會。今年本校的校園迎新

演唱會命名為「STAR BOX 新兵

樂」，是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及本校，三校學生

會聯合主辦，明報週刊為主要的贊

助單位。

「STAR BOX新兵樂」演唱會於

97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四）晚間 7

時開唱。這一場由陳漢典擔任主

持，歌手陣容包含易桀齊、戴佩

妮、阿鑌、丁噹、盧廣仲、潘瑋

柏、小宇、陳綺貞、南拳媽媽，和

梁靜茹的演唱會，龐大的卡司吸引

了三校的學生們早在各自的校內將

入場券搜括一空。

當天下午，在會場－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的體育館外，就已經排了長

長的人龍，6 點 20 分入場時間一

到，大家頗具秩序的跟著現場工作

人員的指引動線，魚貫爬上階梯抵

達4樓會場。為了感受大學生的活

力以及現場演出的魅力，包括本校

林新發校長、師大郭義雄校長，及

台科大陳希舜校長都親自出席，並

於表演開始前致詞，成功掀起三校

學生的熱情。

接下來的三個多鐘頭裡，演唱者

除了致力於本身的表演外，也積極

地與台下的觀眾進行互動，其中又

以歌手潘瑋柏的互動最為熱烈，幸

運被點中的三位歌迷有幸上台與潘

帥演出「不良笑花」中，他與楊丞

琳的精典對手戲，最後公認本校學

生會的公關部長演得最出神入化，

得到了與潘帥共吃巧克力棒的殊

榮。

閃光燈此起彼落，彷彿不曾停

歇，搖曳的螢光棒也隨著音樂的節

奏擺動，時而抒情、時而狂熱的表

演流程，令現場觀眾十分盡興。梁

靜茹的壓軸演唱，讓這一場三校聯

合迎新演唱會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4 2008 年

為偏遠小學的孩子演出：

戲劇活動—海底歷險記
◎魔鏡魔境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

林侑儒

11月 7 日及 10 日，本校幼兒與

家庭教育學系魔鏡魔境兒童

戲劇教育工作室團隊，先後前往台

北縣的十分國小和插角國小辦理

「海底歷險記─深海魔境」演出。

感謝師資培育中心提供經費補助，

成就這個 2008 年為偏遠小學的孩

子而演出的戲劇活動。

《深海魔境》是敘述兩個小孩為

了要贖回他們即將被賣掉的家，而

決定依照古老歌謠的傳說去海底尋

找寶藏的故事。一路上遇到螃蟹兄

妹、烏龜奶奶、鯊魚弟兄檔，誰是

好人、誰是壞人呢？這兩個小孩能

夠相信彼此的友誼，並肩合作，鼓

起勇氣找到寶藏嗎？

活動中，我們先以教育劇場的形

●

式帶領孩子們探討什麼是「勇

氣」，怎樣的行為算是有勇氣，最

後就請孩子利用照片定格的方式分

別展現出他們認為有勇氣的行為並

拍照。由於十分國小和插角國小都

屬偏遠山區小學，在資源取得的管

道上比起市區學校相對缺乏，因此

這次的觀賞戲劇演出對他們來說是

很新鮮的經驗，演出過程中，孩子

們和演員間的互動更見純真與熱

情，也讓我們有很不一樣的感動。

魔鏡魔境透過此次活動，將兒童

戲劇的種子散播到更遠的地方，期

望未來有更多的孩子能夠體驗到戲

劇的美，感染戲劇的神奇魔力。

5 幼！卡到音

卡拉 ok 大賽
◎幼二甲黃湘凌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年度卡拉

OK 大賽─「幼！卡到音」，

在 11月 18 日完美落幕了！

今年度卡拉 ok 大賽的主題是陰

森，表演的風格是俏皮的鬼魅，搭

配主持人的歌劇魅影風格，開場別

具匠心；而在場內支援的工作人

員，帥氣的面具白襯衫與美麗的旗

袍，也相當與眾不同。

這次活動預計開放 30 組報名，

在短短時間內就全報滿了！參賽者

個個深藏不露，台風和歌聲都讓人

驚艷！我們在每首歌曲和歌曲之

間，利用歌名穿插小串場，並現場

錄下所有參賽者原音，在頒獎時播

放得獎人的演唱當作頒獎樂，顛覆

傳統的音樂，帶給大家無限驚喜！

即將畢業的學長姊們玩得非常開

心！感謝大家的參與，可惜的是，

因為時間關係沒有全體合照，但是

相信美好回憶都在我們大家的心

裡。

1. 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一隅
2. 師長們特別前往關心社團招生狀況
3. 三校校長親自出席，掀起學生熱情
4. 以兒童戲劇宴饗偏遠山區小學童
5. 幼教系卡拉 OK 表演的風格是俏皮

的鬼魅

德國
海外實習
◎國民教育學系

香港
海外參訪◎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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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慶園遊會於11月29日

（星期六）登場，由學務

處及學生會共同主辦，結合校內

各系、社團、周邊學校與商家，

再加上難得一見，約八百人返校

的校友運動會，場面浩大且熱鬧

非凡，堪稱創校以來最盛大的一

次園遊會。

此次園遊會的主題是「童年同

年」，以本校身為培育國小教師

的搖籃為發想，目標是建立一個

有趣的環境，讓眾多的國小學童

一同參與。於是我們以親子為主

要的活動對象，希望讓參與的孩

子留下愉快的童年回憶，也讓帶

著孩子們前來的家長體驗回到與

孩子同年的樂趣。

活動共分為八大主題：美食、

藝文互動、創意市集、表演、投

籃機大賽、體適能檢驗、遊戲體

驗，及校友運動會。美食區邀請

校內各系、社團以及廠商出招，

讓參與的民眾品嚐各種古早味以

及多元化的美味；藝文互動區為

校內各社團所組成，於攤位上免

費提供各式各樣的互動遊戲，邀

請小朋友與家長共同參與，藉以

促進親子互動；創意市集區以藝

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為主要擺攤單

位，提供許多陶藝品、手工製品

現場販售，加以校內許多社團共

襄盛舉，蘆葦西畫社更是熱心做

公益，將當天手工製品販賣所得

樂捐柬埔寨。

表演區由林新發校長與校友總

會趙昌平理事長鳴槍揭開序幕。

首先上場的是清水國小的舞獅，

小朋友舞獅的功力完全不輸大

人，隨著鼓聲舞動配合得恰到好

處。此外還邀請到國北教大附小

的戲劇表演、明道國小的精采扯

鈴，和由校友組成的和聲團體

「公共澡堂」，公共澡堂在純人

聲無樂器的伴奏下，演唱多首曲

目，讓台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

最後在安可聲不斷下又加唱一

曲。接下來校內各社團派出的每

段表演也不遑多讓，令人拍手叫

好，表演區最後在口琴社的「小

手拉大手」輕快悠揚的旋律中落

幕。

投籃機比賽區吸引了各方投籃

好手報名參加，在一番激烈的競

爭下，除體驗汗流浹背的快感，

男女生組前三名更獲好禮相送。

體適能檢驗區和遊戲體驗區是

人潮眾多的兩區。許多家長在體

適能區做測驗，孩子們則在一旁

的幼兒體驗區溜滑梯、玩遊戲。

父母們可以透過簡單的體適能檢

測了解自身的體能狀況，並透過

專業的諮詢從事更適合的體能活

動；孩子們則可以從高爾夫推

桿、飛盤擲遠、棒球九宮格、足

球小子、踢毽子、打陀螺……等

活動體驗童趣。

為了加強今年校慶的可看性及

熱鬧程度，校友運動會特別選在

週末校慶園遊會這一天舉辦。老

老少少的歷屆校友，一起回娘家

參與盛會，不僅聯絡彼此的感

情，也見到了母校一年比一年更

有活力與朝氣。校慶園遊會於當

日下午3時劃下完美的句點。散

場時每個人臉上都帶著滿足的笑

容，今年的校慶活動確實讓大家

感受到更甚往年的歡樂氣氛！

繼94 年校友美展及95年音樂

舞蹈聯合公演之後，本校

校友總會於今年再推出百年來第

一次的「校友運動會」，由亦為

本校校友的吳萬福教授、余季佈

校長及許多校友志工們組成籌備

小組，歷經近一年的規劃，終於

敲定在 97 年 11 月 29 日校慶園

遊會當日隆重舉辦。

原本陰雨潮濕的天氣，當天早

晨卻露出難得的燦陽，校園裡也

透露著一股不同於平常假日的氣

息，許多校友志工一早就返校準

備相關工作，不管是報到處或是

禮堂、司令台，處處充滿緊張但

又歡喜的氣氛。八點報到時間一

到，各地校友陸續抵達，多年不

見的同學忙不迭地敘舊話當年，

當然也聊聊彼此的近況。

運動會開始，各個縣市校友會

所帶領的團隊，舉著由劉興欽校

友所設計之 12 生肖圖案單位牌

進場。為了在賽前吸引大家的目

光，基隆校友隊穿上同樣顏色的

T恤、彰化校友隊更是由校友會

旗領隊，展現團結氣勢，而臺北

縣則挾著人數優勢，派出了超過

兩百位以上的運動員來參與這場

難得的盛會。

在校友總會趙昌平理事長及林

新發校長簡單的致詞之後，吳萬

福教授以其自身經驗勉勵全體校

友要活得健康就要持續運動，不

只身體要動，頭腦也要無時無刻

的動，才能保持身心全面的健

康！接著，由在學時曾是運動健

將的李漢敦校友代表全體運動員

宣誓；蔡麗華校友挖出塵封多年

的記憶領唱校歌；全體師長及校

友則在柯美寧與李春桃校友帶領

下，齊跳第一國民健康操，重溫

年少時在北師求學的時光。還有

郭美江校友帶領的大會舞、吳昌

期校友的團體土風舞，以及「芳

蘭舞集」校友舞蹈團 20 位校長

主任的「歡欣鼓舞震北師」等精

彩活動，都讓大會增色不少。校

友們在陽光下暖起身子，接下來

正式展開校友運動會激烈的各項

競賽及趣味遊戲。

母校為歡迎校友返校，並鼓勵

校友們參與學校活動，建立與在

校學弟妹間的橋樑，提供每人一

百元當天校慶園遊會的禮券，讓

校友們在比賽之餘，參與學務處

精心規劃的各大主題活動。許多

校友紛紛表示，很高興參加這樣

的活動，也感受到母校的熱情，

藉此不僅探望母校，也可與上、

下屆的校友們聯誼敘舊，非常值

得。

校友中心與校友總會在此感謝

所有校友熱情的參與，更感謝籌

備小組辛苦的事前規劃、全體校

友志工不計代價的付出、相關同

仁的協助，與全體教職員的祝福。

台文所 95 級吳建樑榮獲第 10 屆磺溪文學獎。

台文所 94 級丁明蘭榮獲第六屆海洋文學獎散文類優勝；

96 級葉衽榤第六屆海洋文學獎散文類佳作。

台文所 95 級黃冠翔論文錄取「文學獎三十」研討會。

音樂系曾毓忠教授作品【形而上風景】榮獲比利時國際雙年

數位幻聽音樂大賽優選，成為 170 件國際參賽作品中獲優選

之六首作品之一。

音樂系碩二羅唯尹榮獲北京「亞洲電子音樂作曲比賽

〝Musicacoustica-Beijing〞第 5屆電子音樂作曲比賽」

第 3名。（曾毓忠教授指導）

音四黃惠君榮獲廈門鋼琴比賽第 1名。（張欽全教授指導）

音樂系學生參加全國數位音樂創作大賽榮獲佳績。

佳作：碩一周欣諭、碩二羅唯尹、音四楊昕

入圍：碩二曾韻心、音三蔡雨含。（曾毓忠教授指導）

音樂系學生參加台北市音樂比賽南區大專組比賽榮獲佳績：

音三翁燕婷法國號獨奏優等第 1名。（江悅君教授指導）

音碩一陳建安直笛獨奏優等第 1名。（張珊卿教授指導）

音一郭宇瑄長笛獨奏優等第 1名。（黃貞瑛教授指導）

音碩二王靖玟箏獨奏優等第 1名。（黃俊錫教授指導）

音一黎奕伶琵琶獨奏優等第 2名。（鍾佩玲教授指導）

◎校友中心許嘉峻

●校友運動會陣容壯盛

●20位國小校長以精彩的大鼓隊歡祝母校校慶

●1.鳴槍揭開園遊會表演序幕
2.清水國小帶來熱鬧的舞獅表演
3.校長與趙理事長也抽空逛市集1 2

3

◎學生會

今年校慶，很高興能夠邀請

到 10 位本校校友共同舉辦

「芳蘭風華」校友美展，展期自

11月 28日至12月6日。此次邀

請到的參展校友有：丁占鰲、吳

王承、呂義濱、張淑美、張錦

樹、陳秀芬、黃照芳、黃義永、

劉同仁及潘朝森，他們都是眾所

矚目的藝術家，畫作顯現不同的

特色，也都各有獨特韻味，能夠

邀請到他們，除了增添校慶風

華，也使得在校生與校友再度搭

起接觸的橋樑，有了跨時空對話

的機會。

11 月 29 日的開幕茶會，來自

各方的校友聚集談天分享，就像

一場小型的同學會，大家彷彿回

到求學時光。下午的校友座談

會，大家聊到舊時生活的艱困，

物資十分缺乏，丁占鰲校長分享

道：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毛筆練

習用紙，以前他們可是用一塊木

板寫過後再重新粉刷，再繼續重

複利用，可見當時學習是多麼的

難得了。另外，讓我們意想不到

的是，如今的藝術館現址，以前

可是學生宿舍，看來歲月的確改

變了許多學校的事物。能夠透過

校友們的述說分享，了解學校以

前的風貌以及前輩們學習的態

度，可說相當難得的經驗，相信

校友美展帶給大家的不只是畫作

的欣賞，還有更多不一樣的回憶

與啟發。

◎藝設四乙楊馥榕 ●展出作品之校友藝術家

配合本校113週年校慶，文化

產業學系於11月29日在臥

龍創意廣場舉辦開幕活動「臥龍

大學」，11月29日至12月5日

期間並以「5堂課」作為策劃方

向，舉辦一連串的活動，分別

是：邀請樂團至廣場演出的「音

樂課」；互動性趣味競賽的「體

育課」；與動物保護協會合作的

狗狗貓貓認養活動－「倫理與道

德課」；以貓為發想，製作各式

室內外裝置藝術的「美術課」；

以及常設性播放自製皮影戲創意

短片的「鄉土教育課」，為校慶

月的本校校園更添繽紛。

臥龍創意廣場指的是本校旁邊

臥龍街區的舊校舍，位處學校邊

陲地帶，人煙稀少。為聚集人

氣，文化產業學系因此在此區進

行改造計畫，以臥龍 29 文產系

工作室為中心向外拓展，結合藝

造系工作室與台灣文學講堂，設

立「臥龍創意廣場」，以促進與

社區和周邊商家的互動與交流，

讓校園一隅不再被冷落。

本學期文產系規畫兩項動態性

活動，分別是配合校慶的開幕活

動「臥龍大學」，及聖誕節活動

「臥龍 TONIGHT」。工作團隊

分為活動企劃組、展覽組、空間

設計組、多媒體器材組及宣傳

組，透過團隊合作，希望以臺北

教育大學周邊環境改造及和平東

路臥龍街轉角商圈創意活化研究

計畫為執行基礎，改造本校周邊

環境，整合和平東路臥龍街轉角

空間，加入動態活動與展演，以

達成地區的活化與再造。

◎文產二郭乃禎

●「臥龍創意廣場」的設立，

讓校園一隅不再被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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