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創校迄今已邁入

114 週年。為慶祝 114 週年校慶，

本校舉辦校慶園遊會暨校友歌唱比賽、

校慶慶祝大會暨全校運動會、校慶茶會

暨傑出校友表揚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共邀師生同仁、校友與民眾一同參與。

98年11月28日（星期六），「Young

童趣」校慶園遊會及「芳蘭藝蕾．傳

承創新」校友唱歌比賽揭開校慶序

幕。

校慶園遊會共有八大主題區，九十

幾個攤位，宛如嘉年華會（詳見第 3

版）。校友歌唱比賽意味著本校校友

除了教育專業長才之外，更具音樂、

美術涵養，希冀藉由校友歌唱比賽，創

新多元思維，提供校友專業與生活的交流

機會。參賽校友約 30 位，部分為國小校

長，返校共襄盛舉的校友則約 400

位，可謂盛況空前（詳見第

4板）。

98年12月2日

（星期三），校慶慶

祝大會暨全校運動會正

式登場。上午 8時 10 分於本校

操場，典禮開始奏樂，開啟大會序

幕。林校長新發首先致詞感謝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歷任校長、師長、校友、同仁和

同學的支持和協助，亦報告學校近況、目標、任

務和未來發展方向。

今年校慶蒞臨的貴賓有教育部吳財順常務次長、體育司

王俊權司長、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林天祐校長、中華民國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總會趙昌平理事長與李建興名譽會長、本校歐

用生前校長、長青會郭明郎會長、屠炳春教授、林國樑教授、吳萬

福名譽教授、蔡義雄名譽教授，及傑出校友、榮退師長等。貴賓們

除了讚揚同學入場式的創意與活力，嘉勉同學繼續秉持本校優良傳

統，勤奮向學、精益求精之外，並預祝本校校運昌隆、蒸蒸日上。

接著，在運動員宣誓及「優人神鼓」以擂鼓展現運動會氣勢之

後，司令台上方迸射出五彩繽紛的彩帶，慶祝學校生日快樂。

隨後本校同學舞出青春活力的創意體操帶動跳，本校附小

帶來原住民健康操，學系啦啦隊優勝隊伍的熱力演

出，及體育表演會的扯鈴和旗舞節目預演，

均贏得師生熱烈迴響。禮成後，運動

會各項比賽正式開始。

10時整，嘉賓陸續移駕本

校大禮堂參加校慶茶會。校

長首先簡短介紹本校歷史及未

來願景（即：發展以藝文、數

位、教育為特色的優質、創新、

具競爭力的大學），並說明本校現

階段的定位與 2009 年改造工程，以利

提升貴賓及師生校友對本校發展的支持。

接著，師長與來賓致詞後，頒發第 14屆傑出

校友獎（計有學術類：周台傑校友；行政類：紀清

珍校友、蔡正龍校友、潘慶輝校友、謝素月校友、羅

榮森校友；其他類：洪宗魁校友等七位），並由彰化

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兼教務長周台傑教授代表

校友致詞。其後頒發「芳蘭藝蕾傳承創新」校友美

展參展感謝講座、捐贈校務基金感謝狀、周餘

龍教授獎學金，及蔡炳南公益教育基金會

獎學金；多位校友參與其中的中醫

皮膚科協會亦致贈本校感謝

牌，感謝母校的培育。

除 上 述 主

軸慶典外，還有系

列校慶活動橫跨 11、

12 月，包括學術活動：

人文藝術論壇及各項講

座、研討會；藝文活動：校

慶音樂會、人文藝術季及各種

電影欣賞、戲劇表演；校友團

聚：畢業 50 年、30 年同學會及

各系系友回娘家；以及體育表演

會、校慶童歡會、趣味科學活動

……等等，整體呈現出「芳蘭藝

蕾傳承創新」的氣氛，全校師生

同仁及校友來賓熱烈參與，讓

整個校園顯得喜氣洋洋，

也為與會者留下深

刻美好又難忘

的回憶。

由本校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及

我國科學教育學會共同主

辦、國科會科教處資助的

「2009年東亞科學教育國際研

討會，2009 EASE」，於 98 年

10月 21至 24日在本校及福華

國際文教會館舉行。本次會議

吸引包括：英、美、日、韓、

澳洲、芬蘭、中、港、泰、印

尼、印度、菲律賓、馬來西亞

等近 20 個國家

的 100 多名外

賓，加計我國與

會者共約500人

參加。與會者

之身份有幼稚園、國小、國

中、高中教師和大學教授，其

中還包括國科會胡志偉處長、

歐洲科學教育研究協會主席

Dillon 教授、東亞科學教育學

會主席Ogawa教授、美國國家

科學教育協會前主席 Osborne

教授、我國科學教育學會主席

邱美虹教授、前主席周進洋教

授與多位 SSCI 國際期刊的主

編及國際名校的學者，也都參

與盛會。研討會在 6場主題演

講之外，還進行超過 250 篇的

論文發表，堪稱東亞科學教育

發展歷程中重要的一頁。

台灣的科學教育近年來在國

際間大放異彩，東亞各主要地

區的科學教育在世界成就測驗

的主要評比，如國際評量計畫

（PISA）、數學與科學教育成

就趨勢調查（TIMMS），也都

有相當優異的成績。故本次會

議以東亞科學教育實務與研究

為主軸進行激盪，探查合於東

亞文化脈絡的科學教育風貌，

研擬繼續領先世界的科學人才

培育制度與作為。

研討會中，本校林校長新發

特別向與會貴賓致歡迎之意，

並簡介本校悠遠歷史與辦學成

就，讓國內外與會者對本校有

了深入的瞭解與認識。此外，

除本校自然系師生發表具相當

水準的論文外，由全系師生及

兒英系同學負責會務，在全英

文的研討會環境中，以熱心與

專業贏得來賓高度讚賞。本校

芝山大使更在開幕典禮等以親

切的笑容及優雅的儀態、談

吐，為本校增添另一種美的意

象。研討會晚宴也是活動的高

潮，大會在本校美輪美奐的大

禮堂中進行資深貢獻獎、傑出

論文獎的頒獎，也聆賞音樂系

學生、陶笛社同學和明道國小

小朋友精湛的演出，在精緻的

台灣美食和精彩有序的過程

中，與會貴賓見證國北教大的

精緻與細膩。透過 4天的研討

會，國內外貴賓對本校學生的

國際化能力，還有單位、同仁、

師生無間的合作和展現的成

果，以及台灣的熱情與學術專

業，均留下無比深刻的印象。

本次會議中，國內外學者並

以「攜手共創東亞地區的璀璨

未來」提出三項訴求：

維持東亞區域的一流科學教

育水準。

維持區域內科學師資新血的

穩定注入，確保師資活力。

建構區域內最緊密的合作，

以交流分享科學教育的知

識、想法與經驗，共促東亞

區域為世界上最興盛的區域

之一。

期望在此目標下共同努力，

以優質的科學教育為台灣以及

東亞地區形塑更美好的未來。



99學年度本校赴國外姐妹校大

學交換學生甄選作業，預計於

99年 1月中旬辦理；99年度學

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及學海惜

珠選送清寒學生出國研修計

畫，申請作業自即日起至 99年
3月 8日（星期一）截止，有興

趣的同學，請密切注意相關公

告訊息，踴躍提出申請。

本校合作與交流網頁

http://cme.ntue.edu.tw/

98年 11 月 30 日（星期

一）美國楊百瀚大學

夏威夷分校（The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Hawaii

USA）的 Dr. John L. Bailey

（Dean, College of Human

Development）和 Dr. Barry

Mitchell（Chair, School of

Education）兩位教授蒞校

訪問，同時也與本校簽訂

「學 術 交 流 合 作 備 忘

錄」。期望兩校建立姐妹

校關係後，能夠搭建彼此

交換學生及學術合作交流

的橋樑。

■ 國際學生學伴見面會

為了讓遠道而來的國際學生

及早適應校內環境及在台生

活，並享有一個快樂且充實的

留學生活，本校特別在 9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二）舉辦國

際學生學伴見面會，希望藉此

增加本校同學與國際學生間的

交流互動，同時也期望學伴制

度有助於提升彼此在語言能力

的學習。本次的學伴甄選活

動，報名人數相當踴躍，相信

有這麼一群熱心的同學，國際

學生在台的留學生活將會更多

采而難忘。

本校與麋研齋合辦之全國硬
筆書法比賽已邁入第 8

屆。本屆比賽共收到四千餘件
作品，經評審以一天的時間細
心評比，最後選出 178 件得獎
作品，並於98年 11月 28日假
本校活動中心四樓演講廳舉辦
頒獎典禮。

典禮由本校連副校長、翁學
務長、林院長及顏主任擔任頒
獎嘉賓，計有一百多位得獎同
學及家長出席，整個會場熱鬧
非凡。由於得獎同學較往年
多，特別感謝語三甲王上嘉同

學協助事前規劃及準
備，典禮當日流程十分順
暢，由小學中年級A組開
始頒獎，最後頒發大專
組（楷書），每位同學皆
備感榮耀。因為當日本校
同時舉辦校慶園遊會，
所有獲獎嘉賓隨後亦參
與盛會，一同遊樂。
此外，配合本校校慶及

人文藝術季活動，語文與創作
學系自 98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25日，在活動中心二樓麋研
齋門口舉辦了「語創熹平－全
國硬筆書法比賽歷屆得獎作品
展」，開幕當日並邀請陳財發
老師現場揮毫，贈送吉祥字及
春聯給現場來賓。99年1月28
日將循例辦理第12屆硬筆書法
教師研習，並規劃舉辦第 9 屆
的全國硬筆書法比賽及第 1 屆
全國書法（毛筆）比賽，敬邀
各界人士大展身手。

「第 11 屆兩岸三地課程理
論研討會」在大陸重慶

的西南大學隆重舉行，主題
為「課程與教學的關係」，
用意在期許落實課程革新之
前，先行探討課程與教學關
係，更將課程實踐提升到更
高的水準。98年10月29日至
11月2日為期5天的研討會，
總計發表學術論文 56 篇，本

校師生一行10人共發表10篇
論文，並參與該研討會的內
部會議與主持等工作，議程
豐富而緊湊，在大足石刻的
參觀行程後圓滿落幕。明年
「第 12 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
研討會」將在本校召開，由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主辦，歡
迎相關系所共襄盛舉。

人文藝術論壇自 2006 年以
來，即為人文藝術學院

之年度大事，每年皆展現不
同風貌之文學對話與學術成
果，今年主題為「文化創意
產業與法律政策」，於 98 年
11月 21 日，假本校至善樓國
際會議廳舉行。
本次研討會分上下午兩

場，上午場邀請林新發校長、
林炎旦院長與十三行博物館高
麗真館長開幕致詞，校長並致
贈禮品予蒞會進行專題演講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英國區主席
Dr. Colin Brock。
Dr. Colin Brock 首先主講

「英格蘭的小學教育：過去
的傳承與當今的關懷」，其
精采的演講，讓與會者對於
英格蘭的小學教育有更深入
的了解。
接著為論文發表與評論，分

別由楊國明同學發表「演講活
動中他人著作之使用」；許戎

豪同學發表「公共藝術之著作
權」；廖凰玎同學發表「博物
館典藏品數位化圖像授權法律
關係」等三篇論文。三位評論
人蕭雄淋律師、林昱梅教授、
楊智傑教授的評論意見，給予
學生和與會者更多深思的空間。
最後綜合座談的部份，座談

主題為「著作權與文化產
業」。張瓏參事、蕭雄淋律
師、林昱梅教授與楊智傑教授
之精闢討論與對話，激發了燦
爛的火花，也讓上午場的議
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下午的兩位演講者分別是表

演藝術聯盟于國華秘書長和墨
色國際李雨珊總經理。對於台
灣表演藝術推動不遺餘力的于
國華老師先為我們細說了台灣
文化政策中的產業軌跡；李雨
珊老師則帶來這十年來幾米作
品的經營策略與創意，讓我們
見識到文化創意在台灣活躍的
現況。

本校華語文中心協辦扶輪社

之國際青少年交換學生

「國際成年禮」活動，98年12

月 6 日（星期日）下午在台北

市孔廟舉行，來自17個國家的

82名外籍青年在古樂伴奏及佾

舞演出中，首度體驗「戴

冠」、「及笄」等傳 統儀

式。

這些國際青少年學生交

換來台期間，由本中心為

他們安排 155 小時的華語

課，包括各式各樣如中國

武術、書法等文化課程，希望

協助他們儘快融入台灣生活。

此次「成年禮」活動，對外

籍學員而言是新鮮又充滿中國

文化神祕色彩的民間重要習

俗。當日接受成年禮的「禮

生」進場時先以金盆洗手，象

徵洗滌過去的壞習慣；為了讓

青年感受到成年後的責任，男

生會被戴上帽子，稱為「戴

冠」，女生則是在頭髮上別髮

簪，稱為「及笄」。儀式中，

有雙語工作人員協助解說，希

望讓外籍朋友更加瞭解我國文

化習俗及「長大成人」的家族

傳承意涵。儀式後，還有22名

外籍青年表演來台習得的詠春

拳，頌揚中華文化之美，最後

全體外籍青年更以華語獻上一

首感恩詩，來表達對父母養育

之恩的感謝，象徵成年需擔負

更大的責任。整個活動內容

動、靜兼俱，在莊嚴中不失活

潑，深具意義。

林曜聖老師指導教經二謝筑亦、林以

涵、陳紀穎，參加 98 年度經濟部商

業司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的商業

服務業創意提案競賽，榮獲第一名。

課程所博士生林曉薇通過行政院國科

會 98 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文教法所碩士生石鎮嘉榮登高考二級

戶政兩岸組榜首；洪士茗通過律師考

試；王郁萱通過執達員考試；許戎豪

通過書記官考試。

台文所 98 級史學組陳韋豪榮獲全運

會男子組空手道第一量級第三名。

台文所 95 級邱湘惠碩士論文榮獲

「2009 年南瀛研究蘇添水先生博碩

士論文獎助」，及 2009 年阿（A-

khioh）賞（台語文學研究類）。

台文所 96 級文學組葉衽榤榮獲馬祖

文學獎散文組二獎、新詩組佳作，及

第五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入選。

台文所 96 級史學組戴誌良榮獲《文

化快遞》徵文佳作。

教傳所 92 級王淑韻參加TAECT2009

傑出媒體競賽，榮獲學生組第1名；

92 級吳章鳳榮獲教師組第 3 名。

教傳所96級賴冠蓉、在職97級許莉

芬參加「臺北市 98 年度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及幼稚園多媒體單元教材甄選

活動」皆榮獲媒體單元教材類佳作。

教傳所在職 97 級許思琪、廖書霈參

加賀 2009 客家電視臺第 3 屆「1394

打戲路」紀錄片徵案活動榮獲入選。

教傳所 92 級林作逸參加臺北縣政府

教育局舉辦「『北縣映象拍拍走~透

過鏡頭說故事』臺北縣生態與環保影

音創作徵選計畫」初選入圍。

數位系巴白山老師指導玩遊碩二高全

慶獲 2009 ICT 創意科技玩具設計競

賽銀牌獎；指導玩遊碩二陳順典獲台

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2009 文化創

意商品競賽生活用品組第 3 名。

數位系玩遊碩三廖堉博入圍 2009 經

濟部工業局 4C 數位創作競賽 PC 遊

戲創作組；數位四甲黃筱崴、楊琇

雯、黃怡瑄、呂晨嫚、柯藹玲及池昭

瑩入圍遊戲提案組。

數位系盧姝如老師指導數位三甲戴聖

哲、劉文賓、高錫研、莊喬涵參加第

19 屆時報金犢獎廣播廣告類獲得入

圍。

來自印度的學員吉美慈仁，98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代表本校華語文

中心參加由國父紀念館主辦之第 37

屆外籍生演講比賽，在 90 幾位來自

世界各國代表全國各個華語文中心參

賽的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獲頒評審

獎！吉美慈仁是一位學佛的藏傳佛教

格西，他演講「八八水災給我的啟

示」，從大自然無情的肆虐，反思

人類的因果循環，臺風穩健、口語

表達清晰，且自行撰寫的講稿，內

容深具啟發性，榮獲評審一致好

評。

本校同學參加 98 年全國語文競賽

榮獲佳績：

國語演說 第一名語二乙鄧詩靜

閩南語演說第一名語四乙鄭伊君

閩南語朗讀第三名語四乙謝雨珊

閩南語演說第五名特教四李家兆

寫字 第六名 文產四周振瑜

客家語演說第六名語二乙湛意金

本校社團表現優異、屢獲捷報。榮

獲佳績之社團名單包括：

1.康樂研習社參加 98 學年度全國

大專校院服務學習研討暨觀摩

會，並以資料檔參加優秀學生社

團選拔，從全國共103所參加的

大專院校中，獲選為服務性優秀

學生社團。

2.合氣道社參加 98 年中正盃合氣

道錦標賽，自然四黃會婷及陳詩

佳獲大專組有段乙組亞軍。

3.國術社參加 98 年全國菁英盃國

術暨舞獅錦標賽，藝術二甲楊士

萱獲個人長兵社會女子組（大專

青組）第一名，及短兵社會女子

組（大專青組）第二名。

◎課程所凃張儷



本校華語文中

心的外籍生今年

首次在校慶園遊會擺攤，美籍學

員蓋柏親手製作美式手工餅乾；莉

雅製作法式捲餅；墨西哥來的卡拉拿

出看家本領，製作道地的墨西哥捲餅；

巴西學員漢南則是用西瓜、雪碧及少許

的白酒調製出美味的雞尾酒，學員大方

的秀出各國特色，並用華語介紹美

食。攤位前，人潮絡繹不絕，這

些異國風味的美食在短短兩

個半小時內銷售一空。

本校南海藝廊輔導文產系學生協辦

之第九屆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

於98年11月28、29日在台北市牯嶺街

熱鬧登場！

牯嶺街，一個曾是文人與知識青年聚

集的書街，異議分子獲得禁書及意見交

流的寶庫，而今在時間洪流中，其特殊

的文化已逐漸褪色而被淡忘。

由中正區公所封街主持的牯嶺街書香

創意市集，經本校南海藝廊協助龍福里

社區策劃，至今已邁入第五年。南海藝

廊輔導文產系學生進行節慶實習企劃，

結合地方文史薪傳與藝文空間，讓老舊

社區活化，找回居民對社區的認同及民

眾對此區域過往的認識，且推動臺灣創

意市集，攜手打造台北市南區藝文文化

新地景。

為使市集的策劃與執行更形全面與完

整，首次以大三擔任總召及副總召，大

二執行市集主體的策劃，並一起帶領大

一新生從活動中直接學習。

在內容企劃上，更著重於牯

嶺街在地意涵的宣揚與社區

居民認同的連結，希望本活動

不只停留於創意市集的印象，

而應讓參與的民眾了解「書香」

二字所富含的歷史背景與內涵。

本市集以「書」為主題策展，集

結六十一組創作者共同設計《書的

日用品》，例如書籤、書套…等，

以「日常生活」打開「書」的創意極

限。此外，並首次與知名出版公司合

作，邀請三十多年歷史的漢聲出版社

透過文學跨領域合作，走進牯嶺街道與

人群互動，讓民眾於兩日市集中置身童

話情境。另外還匯集了 16 間獨立書

店、出版社推出「刊物概念推廣展」，

讓民眾一次飽覽多元的閱讀文化，迴響

熱烈。

牯嶺街創意市集，以牯嶺街歷史及書

香為發想起點，成功地結合創意與生

活，受到各方關注。市集開幕，臺北市

郝龍斌市長、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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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天下來，創新多元的活動亦吸

引了自由時報、聯合報 、中國時報、

蘋果日報等各家媒體特別報導。未來期

望再集合臨近的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之

力，協助龍福里社區營造，開創更廣大

的藝文地誌。

98年 11 月 28

日 是 校慶

園遊會的日子。雖

然當天天氣冷颼颼，

一早又飄著細雨，但

或許是因為大家對園

遊會活動的期待與

努力，校園內熱鬧

的喧囂聲、熱情的

加油聲，加上活力

動感的音樂，竟趕

走了陰霾，讓太陽

露出溫暖的燦笑。

今年園遊會與去年

最大的不同在於，主要活動場

地從籃、排球場擴大到操場，

由全校社團、

系學會及鄰近社區設攤組成，

規模很大，攤位總數高達 90

幾！整個園遊會結合現在最流

行的元素－「開心農場」，開

闢為歡樂、新穎的八大主題

區：開心餐城─美食區、開心

DIY─藝文互動體驗區、開心

市集─創意市集區、開心

SHOW TIME─表演區、開心

體適能─體適能區、開心童

樂─幼兒區、開心卡拉 OK─

校友卡拉OK區，及開心運動

王─籃排球爭霸賽。

還記得去年的投籃機只能投

短短的幾分鐘，不夠過癮。今

年，開心運動王讓大家組成三

對三籃球賽及六人排球賽，互

相切磋球技，一起奪得最高獎

金。球場上，每一場比賽都驚

險刺激，加油聲、歡呼聲此起

彼落，特別是籃、排球冠亞爭

霸賽，更是盛況空前。

看完比賽若覺得還不夠刺

激，體育館二樓

有戲劇社精心設

置的鬼屋。結合恐懼與

創意元素：恐怖的醫

生、凌亂陰暗的房間、

躺在地上的孕婦、血淋

淋的護士、追著你跑的

貞子…..戲劇社人員的搏

命演出，讓觀眾一路尖叫連

連、恐怖又刺激。

歷經驚心動魄的鬼屋，來到操

場，周圍有熱騰騰、剛出爐的美

食，讓你飽嚐由同學們手工製作

的料理以及貼心的服務；喜愛手工

藝品的大朋友小朋友，也可以在

開心市集區裡找到意想不到的有

趣商品，甚至在開心 DIY 區，創

造專屬自己獨一無二的手工創作。

逛完了攤位，信步走到設有高

級貴賓椅的開心SHOWTIME區，

還能看到各社團帶來的精彩表演

以及活潑俏麗的主持人──彼得

潘、白雪公主、馬力歐。明道國

小的扯鈴表演、魔術社的 Magic

Show、國樂社古箏社的古典音

樂、吉他社僑生社的流行樂曲、

康研社熱舞社的魅力舞蹈、口琴

社陶笛社的快樂樂章、民族與運

動舞蹈社的性感舞孃、國術社合

氣道社的拳腳功夫、兒英系熱

音團體的嘹喨歌喉，以及聖

經真理研究社感動人心的

大合唱，場場演出精采絕

倫，帶給觀眾許多的歡笑

與驚奇。

Young．童趣－憶起

童年，享受樂趣。因熱

情的師生一起揮灑青春、

發揮創意，以及大小朋友

共同參與親子互動，讓寒風

中的操場充滿溫暖與生命力。

本系為

慶祝

114週年校

慶，特舉辦

一 系 列「趣

味科學活動」。

首先為激勵本校師生從事科學

活動之設計與創作，於 98 年 11

月 2 日至 23 日舉辦「科學變變

變之科學創意活動設計競賽」，

以創意為取向，徵選出能啟發兒

童科學知能及培養學童創意的教

學活動設計。參賽者以送交教案

設計單及實驗操作教學影片參加

競賽，並由本系聘請科學、教育

等學科教授評選之。本次競賽

共有6名學生獲獎，優等為自然

三王亭雅、蔡家丞，佳作為自

然三陳建宇、陳家琦、郭羿

楟、李宗翰。

另外，為提昇教職員工之科

學知能，特於 98 年 11 月 25 日

（星期三）下午舉辦「洋蔥皮

手染布製作親子研習活動」，

本活動計有 20多位本校教職員

工與子女一同參加。其間教職

員工表現出對植物系染布的高

度興趣，不斷提問，欲更深入

了解染劑的提煉和各種染布的

製作方法；各個小朋友亦使出

混身解數，意欲提高染布的創

作度，做出最特別且具個人特

色的成品！

最後一個活動是 98 年 11 月

28日（星期六）校慶園遊會當

日進行的「趣味科學活動」，

對象為國小一至六年級的學

生，不過仍有許多家長帶著幼

稚園的孩童來參加，總人數約

60名。闖關活動分三關進行，

每四十分鐘換一關，關卡內容

有神秘信件、鼻涕蟲及膨糖。

神秘信件是讓小朋友用小水彩

筆沾檸檬汁作畫，寫下想說的

話或畫出喜歡的東西，然後再

用蠟燭烘烤使圖案及文字出

現。鼻涕蟲則是讓小朋友用膠

水、飽和硼砂水和食用色素，

做出屬於自己獨特的鼻涕蟲玩

具，雖然文具店也能買得到，

但是親手製作，由自己控制軟

硬程度、選擇喜歡的顏色，小

朋友顯得興致高昂。膨糖是一

種古早味的零食，來到這關的

小朋友很興奮，不少家長更是

懷念，在這裡做好的成品不論

失敗或成功，都是甜甜的好滋

味，對小朋友而言也是一個新

奇的經驗。

在籌辦活動的過程當中，本

系學生從事前的準備工作、如

何策畫，到在台上說明、控制

場面，都是難得的學習經驗，

是增進他們專業成長、精

進的絕佳機會。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自 2005 年成立至

今，人文藝術活動更趨成熟，今

年在114週年校慶期間特舉辦「2009人

文藝術季」活動，期望藉由整體行銷，

提升人文藝術學院及各系所之專業與活

動能量。

2009人文藝術季開幕式於98年 11月

27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假本校創

意館雨賢廳舉行，開場在兩廳院爵士營

樂團演奏輕鬆的爵士經典名曲後，由教

育部陳益興常務次長及林新發校長致詞

揭開序幕。接下來邀請到滿溢熱情的台

大佛朗明哥舞蹈社帶來「西班牙之

吻」、「我心狂跳」、「Garrotin 帽子

舞」，以及台師大表演藝術研究所同學

演 出「Mama Mia!音 樂 劇 組 曲」、

「Seasons of Love (from Rent)」經典歌舞

劇碼，他們超水準的表現，令人激賞！

節目尾聲，知名表演團體－「御鼓坊」

在中國傳統鼓術中融合日本太鼓、非洲

鼓、西洋樂器之菁華及中國傳統樂器笛

子等音樂元素，結合現代與傳統的精

隨，配合豐富的肢體與技巧變化，膽大

心細的創新演出，令全場觀眾驚艷！

最後，在連啟瑞副校長及林炎

旦院長共同主持開鑼儀式下，宣告啟

動本次「2009 人文藝術季」一連串精

彩的活動。

「2009 人文藝術季」主題活動為

「大手拉小手－敦親睦鄰系列」，其

中「大手拉小手~賞戲去Ⅰ、Ⅱ」分別

於 98 年 12 月 2 日及 23 日晚上邀請

【如果兒童劇團】及【紙風車劇團】

蒞校演出；本校音樂學系並於12月12

日下午，結合本校周圍六個鄰里，於

成功社區中庭廣場推出「大手拉小手~

同樂去」－社區音樂會。此外，人文

藝術學院各系所及校內各行政單位等

攜手合作，以「人文采風」、「涵養

專業」、「藝想新視界」、「音悅饗

宴」四大主軸，分別安排一系列的工

作坊、創意市集、電影欣賞、展覽、

演講、研討會及音樂會等活動，帶給

大家在視覺、聽覺、心靈與知識上全

方位的饗宴。

期待由校園出發，將豐富的人文色

彩、迷人的藝術饗宴擴及社區，增進

學生與社區居民之互動，推廣國北教

大藝文風氣。



「從弱冠到古稀，褪紅
顏增白髮。五十年滄

桑歲月，在時光隧道中飛
馳消逝。」這是北師 48 級
校友返校舉辦畢業 50 年同
學會邀請函中的字句，著實
把人世的變化形容得非常透
徹。當年操場上矯捷的體育
健兒、課堂上勤奮的莘莘學
子，轉眼間多已承歡膝下、
含飴弄孫。今年特地選在

校慶日返校舉辦畢業 50 週年
同學會，由趙昌平校友擔任召
集人，他的同班同學王朝宗校
友擔任總幹事，負責與各班代
表及母校連絡。光是會面商談
細節，年近七旬的王總幹事就
六度親自到校友中心，且六度
與召集人及工作小組討論相關
事宜，其用心可見一斑。
98 年 12 月 5 日當天，由於

縣市長選舉，學校提前舉辦了
校慶活動，校園顯得非常寧
靜；但是禮堂這頭，並沒有因
此而感到冷清，因為 48 級畢
業 50 週年同學會正在這裡舉
行。召集人、總幹事及各班連
絡人，一早就到學校與校友中

心同仁一起打點會場，而陸續
返校的校友則紛紛地聚集在會
場內外，彼此問候、交談，氣
氛非常熱絡。有畢業 50 年首
次回到母校的興奮與雀躍，有
不見故人返校的惆悵與感傷，
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老友相見彼
此分享人生經驗的痛快！複雜
的情緒交織而成的這場聚會，
讓人感到意義非凡！
48級的校友，在北師多元的

學習環境及紮實的訓練之下，
畢業後個個頭角崢嶸，在各自
的領域中闖出一片天，為本校
創造了不少的榮耀，也擦亮了
本校的招牌。當天出席的有連
續受到三位總統青睞的監察委

員趙昌平校友、曾任教育部常
務次長及臺北大學校長的李建
興校友、當選過兩屆臺北市議
員的邱錦添校友、畫家及詩人
席慕蓉校友，及文學家蔡信發
校友等，可謂人才濟濟，不勝
枚舉。更有多位校友特別從美
國、加拿大、中國大陸等地專
程回來參加這次難得的聚會；
而向來對於校友事務非常支
持，校友聚會只要時間不與重
大會議衝突，幾乎每會必到的
林新發校長及連啟瑞副校長，
此次更是全程與會。

校友們也特地邀請了當年教
導他們的老師蒞臨指導。當天
蒞會的有屠炳春老師、林國樑
老師、吳萬福老師和廖幼芽老
師等 4 位。校友們仔細地聆聽
老師的教學感言及養身之道，
宛如當年上課的情形。在一旁
擔任紀錄的我，忽然間彷彿看
到五十年前，同樣的老師在同
一地點對著同樣的學生上課的
場景，兩相比照真給人一種光
陰似箭、歲月不饒人的感覺，
不禁興歎應該珍惜每一次與好
友相聚的美好時光。

在校友自由發言、唱完北師
校歌之後，大家就一起在母校
禮堂前合影留念，最後在歡樂
的餐敘之後，結束了這場難得

的畢業50週年同
學會。校友們依依
不捨地互道珍重，屠炳春老
師更豪氣干雲地與校友們相
約「畢業一甲子同學會」再
見！

附註：
1. 北師48級畢業校友，普通

師範科 4 班 167 人，藝術

師範科 1班 44 人，體育師

範科 1 班 43 人，音樂師範

科 1 班 25 人，合計 4 科 7

班279人。其中40人往生，

10 人無通訊資料，這次同學

會寄出邀請函及說明書 229

份，當日與會者 93 人，出

席率 40.61%。

2. 近年來，在校友中心的努

力與服務之下，校友們陸

續返校舉辦同學會。今年

校慶前後，有 68 級約 80

位校友於 11 月 28 日返校

舉辦畢業30年同學會；12

月 6 日有 51 級丙班 20 餘

位；12 月 12 日有 97 級體

育系近 40 位校友返校舉辦

同學會。今後，本中心除了

積極與畢業 20、30、40週年

的校友連絡之外，更歡迎有

意返校團聚的校友與本中

心連絡。

繼4 年前的「北師藝蕾百年
風華」校友美展，到翌年

的「芳蘭樂舞話紅樓」校友音
樂舞蹈聯合公演，以及去年的
校友運動會等大型校友活動之
後，本年度校友總會與本校又
推出了全新型態、讓更多校友
可以一起參與的活動。今年舉
辦的是具有傳承意義的校友卡
拉OK 歌唱比賽與校友美展。
之所以舉辦卡拉 OK 歌唱比

賽，乃因與校友互動的過程中
發現，無論什麼年紀、不管專
業與否，唱歌都是讓人放鬆身
心一項很棒的休閒娛樂，也是
很多校友平常就在從事的活
動，爰邀請基隆市港西國小校
長蕭宏宇校友協助負責籌畫，
希望不只是退休人員參加，目

前仍在職的，不管是校
長、主任、教師或從事
其他行業的校友，都
能夠一起以歌會友，
同慶母校生日。
原先的規劃分成初賽與決

賽，但為了讓大家能夠一同參
與，故改為同一場，且日期特
地安排在98年11月28日校慶
園遊會當天，讓返校校友除了
當主角高歌一曲，或當觀眾欣
賞歌唱比賽之外，更可持校友
中心所提供的一百元園遊券，
攜家帶眷的到各個攤位去品嚐
美食或體驗童趣。整場比賽雖
說是以歌會友，但真的較量起
來仍是精彩萬分，有挾著縣市
校長或教師盃冠軍的中生代校
友，也有征戰許多大小歌唱比

賽的年輕校友，更有老當益
壯、聲如洪鐘的退休校友，各
擅勝場，展現難得的歌喉 PK
賽，也讓台下的校友、聽眾們
聽得如癡如醉。
結果，薑還是老的辣，最後

由臺北縣校友會所推薦的新店
新和國小校長池勝和校友勇奪
第一名，基隆市安樂高中校長
鄭裕成校友獲得第二名，第三
名則是年輕的林志展校友。這
次活動也成功的牽線讓更多校
友跨出參與校友活動的第一
步。

今年的校友美展展期自 98
年 12 月 28 日至 99 年 1 月 28
日（週一到週五每日 9：00 至

17：00）。有感於
一般辦在專業
畫廊或展覽廳
的美展，不管
是距離或是氣
氛，往往讓許

多人卻步，因此
特地選在最常舉辦

活動的大禮堂展出，且佈置在
禮堂內部週邊，不影響場地的
繼續使用，讓許多來承辦或參
加活動的師生、校友及校外來
賓，能夠在活動之餘就近欣賞
來自北師優秀校友的精彩作
品，進而提升整體的藝術氣息

與涵養，也大大的提高校友在
師生間的曝光率。
今年的校友美展計有 51 位

參展，可見校友對校慶活動的
支持。展覽的內容，除了現今
藝術界公認的幾位泰斗：何肇
衢、吳隆榮、吳王承和吳長鵬
校友的畫作之外，還有來自本
校師範、師專、師院、甚至是
教育大學時期畢業校友的作
品。有的是個人工作之餘，畫
畫陶冶性情；而征戰無數大小
比賽、在藝壇名聲響亮的也不
在少數，作品多元，呈現出本
校濃厚之藝術氣息、傳承的脈
絡、創新的視野，更因此輝映
本校在台灣藝術領域上卓越領
導的地位。

1 周台傑校友—學術類：39年普師科畢業，現任彰師大特教系教

授兼教務長，共有論文、專書及專論百餘篇，學術研究無數，

當為北師校友學術研究之表率。

2 紀清珍校友—行政類：64年普師科畢業，目前為臺北市百齡國

小校長，服務教育工作 31 年，擔任校長 16 年，以生活教育、

品格教育為核心的目標，任內建立了每個學校不同的特色。

3 蔡正龍校友—行政類：82 年初教系畢業，目前為雲林縣成功國

小校長，榮獲2009 年教育部全國十大經典特色學校，《親子天

下》更推薦該校為全國四所最具特色的公立小學之一。

4 潘慶輝校友—行政類：67 年美勞科畢業，目前為台北縣秀朗國

小校長，92 年獲得臺北縣師鐸獎，更曾獲得校長領導卓越獎，

有許多專著，亦曾在報刊雜誌撰寫許多專欄。

5 謝素月校友—行政類：94 年教政所博士班畢業，現任臺北市明

道國小校長，96 學年度榮獲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師鐸

獎，推動青少年民俗體育、體育教育活動不遺餘力。

6 羅榮森校友—行政類：71 年普師科夜間部畢業，現為臺北縣榮

富國小校長，服務教育工作滿 41 年，資歷豐富，表現優異，曾

於臺北縣教師會校長問卷調查結果獲評為最適任校長第一名。

7 洪宗魁校友—其他類：63 年國校師資科畢業，畢業後分發國小

服務，68年因家族企業需要，轉往輪胎業發展，以誠信、創新、

品質奮鬥經營，目前其公司之內胎及墊帶產量均居世界第一。

本校 114週年校慶園遊會是
個特別的日子，因為這一

天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系友會
正式成立。距離民國 76 年社
會科教育學系成立、今年 8月
正式更名，本系已經歷了22年
的歲月；為了強化並凝聚系友
間的聯繫，這天上午，我們在
創意館雨賢廳辦理了「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
系第一屆系友會暨系友回娘

家」活動，除
了邀請本系歷屆系友與會，更
請到許多退休與在職教師前來
同歡。
活動一開始，由郭明郎教授

介紹並邀請與會的師長致詞，
包括創系元老－史學大師屠炳
春教授、趙瑩教授、耿志華教
授、陳 彰教授、吳福蓮教
授、王大修教授、丘立崗教
授、賈立人教授、陳逢申教
授、陳慶和教授、沈立教授及
蔡元芳系主任等。之後，播放

由社三甲陳奕廷同學協助製
作，集合各級系友畢業合照與
諸多活動紀錄的影片檔，與會
師長及系友們一起回憶往事，
發思古之幽情。
緊接著，創系第一屆系友－

現職桃園福源國小教務主任－
80級的張守仁系友演講「國北
的五次方」，分享其自社教系
畢業後，先後經歷五次在國北
（現在正進行第五階段－就讀
博士班）的求學生涯。其與這
塊校土感情深厚，也期勉學弟
妹未來都能重回母校進修。
最後，更名後正式成立的系

友會進行系友會章程的修改與
確立。茶會時間，師長與系友
及系友與系友間熱烈的互動，
從中我們體會到系友會成立的
真諦，也宣告未來系友回娘家
的活動將源遠流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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