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學年度校園活動第一場盛宴－「新生始業

輔導」於 9 月 6 日開跑，2 天

的活動，對於甫踏入大學殿堂

的大一新生而言，無疑是既新

鮮又期待。

清早，校園內瀰漫著一股大

自然植栽萌芽的清新，在「導

生」學長姐與「芝山大使」殷

勤的領導與服務下，這群大學

生深深地大口吸氣，呼喊：

「國北教大，我來了！」

活動在本校第二屆星光歌唱

比賽得主的動感頻率下揭開序

幕，校長並以一席「立足學

校、放眼社會、胸懷世界」勖

勉新生要盡情展開雙臂、迎接

開創美好的未來。

「源遠流長話北教大」是學

務處精心策劃的校園導覽短

片，藉由實地拍攝與導引達到

認識環境的目的；緊鑼密鼓的

校歌教唱活動與「青春不留

白」身心教育活動，提供了新

生細細品味校訓「敦、愛、

篤、行」精髓的機會。

晚間，別開生面的「團康競

技」晚會由各系大一新生上場

參與，有展現團隊默契的隊呼

競賽，也有戲劇、舞蹈的創意

表演，最後，體育、藝術與心

諮系得到一致肯定，榮獲「精

神總錦標獎」與「最佳團隊默

契獎」！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晚會特別增設個別獎，經評審

人員一致通過，由藝術系新生

王又瑄同學榮膺殊榮，獨得 I-

pad 平板電腦乙台。

7 日上午，「法式料理」宣

教活動，透過最具台灣意象表

徵的「布袋戲」演出，活靈活

現地為同學烹煮出一道最實用

又容易吸收的「法治教育」饗

宴。諮商中心的「與天使相

遇」義工表演，更令人省思身

為一位大學生，除了課業與社

團活動外，應透過參與服務學

習的體驗，走入人群，肩負起

回饋鄉里的使命！

下午，「UNIVERSE 由你玩

社」在體育館內進行沸沸揚揚

的社團馬拉松接力表演，會場

外亦有五花八門的博覽會向新

生伸手招攬，蘇文貞同學的一

曲「開門見山」，讓人見識到

彷如阿密特的現場搖滾演唱功

力。「有品人生」節目，有請

前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亦是目前知名的親職專欄作家

李偉文老師，透過旁徵博引的

方式，點出大學生應掌握的生

活態度與方向，並學習傾聽自

己成長的聲音；一位僑生說：

「這是我最喜愛的始業活動之

一，在僑居地就很仰慕李老

師，現在終於看到他本人！」

此次新生始業輔導活動不僅

多元，亦深具教育意義，期待

所有的新鮮人能盡情釋放熱

情，一步一腳印、踏實地學習

與成長，迎接屬於自己燦爛的

e世代！

本校100年度在職碩士班畢

業典禮於 8 月 13 日上午

9 時假大禮堂舉行。典禮由林

新發校長主持，夜間暨週末假

日碩士學位班及暑期碩士學位

班等12班，共202名畢業學員

生參加。

林校長致詞時，首先感謝畢

業生選擇本校就讀，感謝遠道

而來觀禮的寶眷對畢業生的支

持與體諒，及感謝本校師長在

教學上及指導學位論文上的全

力付出與熱誠。接著林校長提

出「五個期勉」與畢業生共

勉。期勉畢業生要終身學習、

時時追求新知；要稟持「敦愛

篤行」的校訓，在工作場合上

誠心誠意愛人，並全心全意的

實踐；要保持熱情，在社會各

領域上克盡職責與創新；要磨

練自己成為社會棟樑，為母校

爭光；最後要時常保持樂觀愉

悅的心情，樂在工作。

接著，趙昌平監察委員對畢

業生願意利用公職之餘到校進

修，充實提升個人教育能量，

並回饋予國家社會的學習精神

表示敬意。他也期許畢業生於

步出校門後能以「誠信為先」，

實踐「敦愛篤行」之校訓精

神，在職場上有更好的成就。

校友總會劉奕權理事長則期

勉畢業生要多加培養個人專

業，厚植實力。他以 100 年大

學指考的作文題目「寬度與深

度」為例，期許畢業生多「惜

福、付出、時刻自我反省與實

踐」，在優勢的領域更深入的

涉獵，樹立專業領域無可取代

的價值；並期勉畢業生能認真

負責、勤勉向上，強化個人人

生的寬度與深度，成就一生。

會後學員們與師長攝影留

念，整個典禮在溫馨和不捨交

織的氣氛中，劃下圓滿的句點。

9月 17 日，本校台灣文化研究所與文化公益信託葉俊麟

台灣歌謠推展基金共同主辦

「客家歌謠作詞家與台灣歌謠

發展研討會」。

本研討會探討客家音樂描繪

客家精神、傳播客家歷史、發

揚客家歌謠藝術，並呈顯台灣

斯土歌謠文化各階段演變的多

元與豐富。

開場演講人由客家文化大師

李喬先生擔任，發表人則有

「本土母語客語新詩金典獎」

得主劉慧真小姐、臺灣閩客文

學獎客家語教師組新詩類得主

林櫻蕙教師，及對客家歌謠有

深厚研究之學者魏貽君老師。

評論人則邀請客家貢獻獎文學

類得主黃子堯老

師及客家歌謠研

究學者古國順老

師及林淇瀁老師

擔任。

研討會當天，

李喬先生分析客

家歌謠與河洛歌謠的異同，闡

述兩者間文化背景的不同，加

深了與會者對客家歌謠的認

識。劉慧真小姐發表客家創作

歌謠中的女性意象，探討九○

年代以降，隨本土化、民主化

過程而發展出來的客語歌曲創

作中，呈現何種女性意象。林

櫻蕙老師分析了客家詩中的音

樂節奏與特色，從現代客語詩

的「修 辭 技 巧」、「自 然 音

韻」、「句式變化」、「意象跳

躍」等四個面向，探究現代客

語詩中特有的內在音樂性與節

奏性。而魏貽君老師則是以客

家後生組成的「交工樂團」所

發行的歌曲作為討論主軸，針

對水文、地文及人文關係作探

討。

活動最後，在戴寶村教授主

持下，與會人員熱烈交流與討

論，研討會畫下圓滿句點。

中生代詩人─兩岸四地第四

屆當代詩學論壇於 9 月

24、25日假本校至善樓國際會

議廳舉行。本次活動由本校語

創系顏國明主任、林于弘教授

及陳俊榮教授共同策劃，各大

專院校教師、學生、詩學領域

專業人士及來自兩岸四地的貴

賓熱情參與。

2007 年 3 月，在珠海由謝

冕、屠岸作為召集人，正式設

立了當代詩學論壇這一學術機

制。2008年 5月，在澳門舉辦

了第二屆當代詩學論壇。2009

年 6月，由北京大學新詩研究

所與首都師範大學中國詩歌研

究中心聯合主辦第三屆當代詩

學論壇，此項推動兩岸四地新

詩創作與理論深入發掘探究的

重大工程，持續熱烈進行。

如今，新詩在新世紀即將走

完十年的路程，不同世代的演

出也更為璀璨。為了拓展學術

空間，尋找嶄新的創作能量，

兩岸四地第四屆當代詩學論壇

聚 焦 於 中 生 代 詩 人（以

1945~1970 年出生者為限），

探討中生代詩人五項子題：個

別創作剖析、詩歌理論研究、

創作比較分析、理論比較分析

及其他相關議題。

會議進行順利，並於每場會

後的綜合討論及座談時間熱烈

進行學術交流，提供大家實質

交流並學習的好機會。會後老

師們的熱情參與討論，亦可見

互動所產生的成效，活動就在

大家的掌聲及歡笑聲中圓滿落

幕。

配合教育部智慧

財產權保護

行動方案，鼓勵

校內建立二手書

機制，以協助弱

勢學生無償取得教

科、參考書籍，本

校學務處課指組及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教育訓練組合

作，每學期期末均在宿舍設置

書籍回收箱，辦理回收作業。

本學期新大樓落成，趁著許

多師長要搬遷研究室，更舉辦

「關愛教育－好書給需要的同

學」活動。教師有不需要的教

科書或參考書籍，只要撥打分

機3557，計網中心3樓值班工

讀生立即登記安排去研究室收

書，既兼顧學生需求又順應環

保趨勢。共有十多位老師響

應，募得之二手書包含教科

書、雜誌、優良之課外讀

物，共1055冊、光碟

173 片。

本學期 9 月 17 日

至 25 日，「智慧財

產權宣導二手書交流

週」於視聽館5樓計網

中心走廊，共展示書籍

1463本、光碟 173片。頭兩天

為二手書交換，之後為二手書

拾穗（每人每天限 3本），估

計交流書籍達半數以上。

本活動旨在讓曾經珍藏的書

充分利用，是一有意義的永續

志業。我們發全校信、設回收

書籍服務台，每學期開學的第

一、二週辦理二手書交流，敬

請師生同仁記住這個時間，您

可以分享愛書、獲得新書，讓

本活動 5年前首次舉辦所投下

的種子，歲歲年年開花結果。

配合教育部100年推動大學

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

育服務計畫，本校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心經規劃徵詢，與

新北市瓜山、中角、雙溪、牡

丹、貢寮國小及宜蘭縣蓬萊國

小等六校合作辦理暑期課業輔

導服務。

活動期程自 7 月 4 日起至 8

月26日止，本校服務隊隊員，

含括教育系、語創系、特教

系、心諮系、自然系、音樂

系、幼家系、兒英系等八學系

1至 3年級同學共 90人參加，

服務學童總計 294 人。

由於合作學校多位處偏

遠山區及海岸邊，且學童

中頗有隔代教養、新住民

之子，甚至雙親俱歿者，

服務隊同學除需克服陌生

及不方便的環境外，對學

童的弱勢身家背景，更是發揮

學習與服務的精神全力以赴，

優異的表現獲合作學校校長、

主任之肯定，亦博得學童家長

與社區居民之讚賞，甚有熱心

商家對穿著團服之服務隊同

學，提供購物優惠與致贈水

果、飲料等溫馨回饋。

活動期間林新發校長、劉瓊

淑副校長特別帶領師培暨就輔

中心同仁，前往合作學校訪

視、慰勉服務隊同學，並致贈

紀念牌，感謝合作學校所提供

之服務平台與照顧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