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慶祝 116 週年校慶，本校盛大

舉辦校慶茶會（包含篤行樓揭

牌儀式、校史文物暨檔案特展、第

16 屆傑出校友表揚）。

校慶茶會於 100 年 12 月 3日（星

期六）上午 9 時假篤行樓 1 樓廣場

舉行。首先由音樂系學生管樂演

奏，體育系學生表演祥獅獻瑞，為

學校慶賀暖場。接著林新發校長介

紹篤行樓興建緣起與意義，邀請教

育部前政務次長范巽綠及校友總會

名譽會長趙昌平致辭，並與現場嘉

賓師長們一同剪綵、揭牌，禮成後

與會貴賓及師長共同巡禮篤行樓並

參觀校史文物暨檔案特展。

10 時繼續茶會活動，校長致詞感

謝教育部對學校的大力支持，亦對

學校師生同仁在硬體設施與圖儀設

備、教學研究、學生表現、社團與

服務學習等之努力成果，表達肯定。

校長說明學校的定位為發展以藝

文、數位、教育為特色的優質、創

新、具競爭力的大學，並勉勵全校

師生共同為學校的發展而努力。最

後林校長以「國北教大校慶詩頌」

祝福師長健康如意、校運昌隆。

蒞臨的貴賓與師長亦齊聲讚許本

校軟硬體設施的充實、學術及教學

的進展、學務社團活動的活絡、師

生傑出的表現，及同學的創意與活

力，並嘉勉學子精益求精，祝福本

校校運昌隆。

在來賓與師長的勉勵與祝福後，

頒發本校第16屆傑出校友獎（名單

請見第三版），並由66年本校普師

科畢業，現任宜蘭縣教育處處長吳

清鏞校友上台代表致詞。

接著林校長頒發捐贈校務基金、

校史文物之感謝獎牌與獎狀，以感

謝熱心人士（名單請見第三版）的

奉獻。其次由李瓊董事長頒發「財

團法人臺北市周餘龍教授教育基金

會獎學金」，鼓勵本校優秀清寒學

生努力向學；由石奉周醫師頒發

「李毓進教授獎助學金」，以鼓勵

本校學生熱情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團

隊及全國性資訊科學等比賽活動；

及由張前校長玉成頒發「人才培育

福智獎學金」，以鼓勵本校學生參

與國家考試，從事公務行政或專門

技術工作，在未來能奉獻心力，服

務社會。

最後邀請所有貴賓、師長一同舉

行切蛋糕儀式，歡慶學校116歲生日

「百年樹人，彌高益堅」。隨後來

賓一起進入篤行樓一樓川堂茶敘並

同遊校慶園遊會，留下深刻美好的

回憶。

中華民國建國邁入普天同慶

的第一百年，而100年12

月 3 日，本校所舉辦的 116 週

年園遊會更是與眾不同。

本校一直以培養「教育」人

才為首要任務，如今許多在教

育第一線的國家棟梁就是本校

畢業的傑出校友。除了已經畢

業的校友們致力於教育，大多

數的國北教大學生也都秉持著

「國北心、服務情」的理念，利

用課餘時間到小學為學習落後

的學生做輔導，甚至在寒暑假

都到經濟弱勢、需要幫助的小

學做服務，足跡遍及全臺。

為了喚醒更多民眾一齊關心

偏遠學童的議題，課指組與第

十七屆學生會協商後，決定與

發起「寶貝我們的希望」為偏

鄉經濟弱勢學童公益募款的

TVBS 關懷臺灣文教基金會合

作，藉由 116 週年校慶把我們

的理念及願景發揚光大，並且

也邀請該基金會所認養的學童

一起到國北教大同樂。

今年園遊會以公益形式為主，

各攤都捐出所得的百分之十。

學生們熱烈響應，報名攤位甚

至突破到一百攤，創下歷屆園

遊會的紀錄。因為學生們的大力相助，讓當天

的美滋城（美食區）、金華城（市集區）和玩具翻

斗城（遊戲區）熱鬧非凡，從素到葷的、美國

到印尼的、衣服到手作的，或是從考驗記憶到

簡單有趣的攤位，應有盡有，增添了多元化的

色彩。此外，新增的動動寶貝城（動態體驗

區）和藝在今城（藝文體驗區），也讓認養學

童及前來參與的家長、孩童有更多的選擇，並

且感受到本校學生服務時的耐心與愛心。

園遊會每年的鬼屋都能吸引大批人潮，今年

在第十七屆學生會的協調下，罕見的由戲劇社

及藝設系兩大鬼屋聯手出擊，讓當天的明德樓

排隊人潮絡繹不絕！

由於與TVBS關懷臺灣文教基金會合作，此

次園遊會不僅請來蕭亞軒做公益大使，甚至拍

攝宣傳影片，讓國北教大的名號穿插在 TVBS

台的廣告和跑馬燈；當天的舞台陣容也非常龐

大，有：2MORE、BYE2、袁詠琳、SIGMA、

熱舞社熱力接唱，也邀請歌唱獲獎無數的校友

鄭伊君回母校一同參與。最後，資深媒體人李

濤、公益大使蕭亞軒及林校長一起切蛋糕，在

管樂社的演奏下，齊唱生日快樂歌！而園遊會

就在偏遠學童分享蛋糕的愉悅氣氛中落幕。

當日拍攝的影片，100年12月10首次在TVBS

娛樂台以特別節目方式播出，大大提升學校的曝

光度。

今（100）年12月3日本校116週

年校慶系列活動之「校史文物

暨檔案特展」，在篤行樓銜接北師

美術館最醒目的一樓入口、未來將

完整訴說北師故事的校史室正式開

展了。

為了如何將 116 年的北師歷史裝

載入僅僅35坪的校史室空間，經歷

了一年來在經費與裝修的波折，校

友中心發想出這次的行動：先以策

展的方式來凝聚曾經在這片土地

成長的每一個人，共同投入與參

與，讓有限的空間更精緻，無限

的情感與聯結能持續擴展。

本次特展，除了富本土與國際

性的北師校史軸、學校任務轉

變、校區演變等許多特色的內容

外，還有本校改制的各時期公

函、日治時期學籍簿、玻璃底片、

桌毯、鉋刀組、自然科學器材等文

物，以及向校友募集而來的日治時

期教科書、畢業證書、成績單、名

牌、照片⋯⋯等珍貴史料，可以讓

您一探北師的源遠流長。展出內容

除了校史中心與文書組所保存的文

物資料，及總務處、自然系與藝設

系珍藏的學校二師時期教學與學習

的器材設備之外，更有許多校友共

同響應母校文物募集活動（名單請見

第三版），提供富歷史意義的文物，

使館藏的深度與廣度又更邁進了一

大步！

開展這天，除了蒞校貴賓外，我

們也邀請捐贈校友一同參觀，校友

們皆表示能夠豐富母校文物，成為

校史永久的典藏，感到與有榮焉，

而對於母校以如此重視的方式呈現

他們的文物，更覺得欣慰，甚至原

本只是借展的也慨然捐贈。

了解自己的歷史，我們才能從過

去的經驗與歷程中，萃取出未來成

長前進的養分，也更能了解自己未

來的方向。一個月的展期中，學生

們給予了很多正向的回饋，我們蒐

集全校師生的鼓勵與建議，希望建

構北師人共同的校史室。



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近期舉辦

多項活動，以落實「校園保護

智慧財產權行動」。

首先，依硬體及系統軟體之使用

與維護作業規範及ISO27001標準調

查單，請各單位同仁檢查個人電腦

並移除未經授權之軟體。

其次，為宣導同仁使用正版光碟

及合法授權之軟體，於7月20日偕

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辦理

「100 年度智慧財產權系列宣導說

明會」講座，邀請務實法律事務所

藍弘仁律師蒞校，向同仁解說網路

著作權及安裝未經授權軟體之法律

問題，藍律師舉例並呼籲落實執行

保護智慧財產權，不要為貪一時方

便而觸法。

針對學生寫作業或參與競賽，經

常會引用網路圖文資料，計網中心

結合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與遊

戲設計碩士班，共同舉辦「引用數

位內容應注意之法律問題」講座，

邀請高明法律事務所所長陳淑貞律

師蒞校演講。陳律師引用時下熱門

新聞為素材，立刻吸引同學一窺究

竟，舉凡一般生活實例、具有爭議

的特殊案例，一問一答，內容豐

富，獲得廣大迴響。同學表示，希

望可以有時間更深入的討論更多

Software 保護與 Software 比賽的案

例，陳律師也允諾可安排進階課

程，希望對同學有所助益。

歷經計網中心與教育部電算中

心多次協商，及網路組同仁

的努力，本校於 100 年 10 月 7 日

完成線路介接與測試，從此本校

對外線路將有雙備援光纖纜線，

分別接到中研院及教育部電算中

心，提供更穩定的網路服務。

本校原有對外主要線路是連到

中央研究院，近幾年多次因捷運

施工不慎挖斷光纖纜線，致全校

網路服務中斷，造成師生極大的

不便。因此本中心積極協商，最

後教育部電算中心同意介接一條

備援線路，讓本校擁有雙備援的

對外線路，未來將不再因唯一的

對外線路異常，就產生全校無法

上網的窘境。

此條備援線路於 10 月 7 日安裝

及測試完成，10月25日晚上11時

即發生台北市政府道路施工不慎

挖斷主線路之情事，所幸本備援

線路在不到 3 秒的切換時間，即

自動啟動發揮功效，所有的網路

服務均絲毫未受影響。

本校台文所舉辦「文史台灣學術

講座」，每學期邀請台灣文化

各領域具有卓越表現之傑出人士演

講，主題涵蓋大眾文化、文學、歷

史等領域，希望能達到展現台灣文

化內涵，提供專家與民眾交流平台

的目的。

100年10月6日(四)展開本學期第

一場講座，由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

史與地理學系張弘毅教授主講《大

眾史學與在地文化》；10月18日(二)

第二場由台灣大學台文所黃美娥教

授主講《臺灣小說史新論—發現日

治時代的台灣漢文通俗小說》；10月

24 日(一)第三場由明道大學中文系

蕭水順副教授主講《臺灣新詩的後

現代癥狀與後殖民現象》；10月 31

日(一)第四場由中研院海洋史研究中

心湯熙勇副研究員主講《17-19世紀

東亞海域海難救助機制之形成及意

義》；11月 9日(三)第五場由台灣師

範大學台文所莊佳穎助理教授主講

《當代台灣政治消費文化》，最後一

場於11月16日(三)由德州柯林大學

KettyW.Chen副教授主講《談台灣的

民主化與民主文化》。

場場精彩爆滿，例如第三場蕭老

師就從文學的角度切入，探討後殖

民與後現代二者，對台灣的社會、

歷史、政治、文化各個面向的影

響，並思考在這樣的情境下，台灣

文學可能的發展面貌。第四場湯老

師則從一本漂流回憶錄的出版開始

談起，此書記錄日本商船與船長、

船員等人，於1803年因船隻失事，

從現今的北海道一路自海上漂流到

臺灣花蓮秀姑巒溪口，並由當時的

臺人協助返回日本，在返日的旅途

中記錄下當時漂流的見聞並繪製成

圖。第五場莊老師則是以2000年時

陳水扁當選總統時的扁娃，到馬英

九的公仔娃娃以及現在熱門話題的

小英同學會為例，由國族認同的另

類觀點來探討臺灣的政治現象。

本校邀請美國密蘇里傑出數學教

育學者Dr. Reys於 100 年 11 月

11日蒞校，假至善樓國際會議廳演

講「美國數學課程與實踐」，並由

課程所蔡欣玶老師同步翻譯，現場

計約 150 位師生參加。

美國各州有獨自的州規，聯邦政

府無法干預各地的教育政策，但有

鑑於各州數學教科書厚重動輒超過

800 頁，對學生而言，上學攜帶負

荷甚重，同時課程內容涵蓋甚廣不

易深入，所以一些學者制定一套新

的數學課程標準，各州亦一起合作

欲開發適性之線上評量系統及 e-

book，期盼書商提供線上甚至進一

步可供iPad使用的教材，以節省買

書成本。

Dr. Reys 說有時書商開發出的教

材不見得符合數學需求，例如高年

級課本曾有一範例，要求學生去探

求用紙張摺成一個「與鋼杯杯口大

小一樣為底，同時頂點落在杯底中

心之圓錐體」之表面積公式，書商

卻直接寫出公式，並不符合數學活

動真正需求。

針對此，場中就有同學提出數個

問題： 在台灣，多年前早有書商

提供相關數位教材給老師做為數學

教學輔助，且欲推廣e-book於全國

各校，最後受到種種限制均無疾而

終，美國e-book政策進行之成效如

何？ 目前此一數學新課程標準，

老師如何接受培育？又如何推廣？

在e-book下呈現幾何立體物教材

有其困難性，美國如何處置？

Dr. Reys 一一回應表示，針對數

學新課程標準，美國各州做法各

異，有的已在進行，有的還在研

擬；有的透過研習，有的透過網路

宣傳，課程演變至今，用課本呈現

幾何立體物亦有其問題，尚須配合

實物操作。

可見，資訊科技融入數學教學是

必然趨勢，但並非萬能，任何教學

活動設計、教具使用，必須配合學

生的認知、學材內容的特性、教學

的環境、學校的資源，做適當地調

整、融合，方能讓學生做有意義的

學習。

沖繩縣與那國町立與那國中學校長因去年參訪本校留

下良好印象，今（100）年於 10月訪台時，再度帶領該
校師生前來，由本中心負責接待半日的參訪活動。當日

下午，中心安排日籍學員小底彩乃向中學師生介紹本校

的歷史發展、各學院的科系特色及本中心的華語課程，

希望他們有機會也像現在於本校就讀的日籍學生一樣，

先來研習華語，再申請就讀大學。

為了讓遠道而來的師生能認識簡單的中文，中心的華

語老師還現場示範教學，從簡單的問候語、數字到身體

器官，粗淺地介紹中文字，並以帶動遊戲來練習中文詞

彙及發音。學生們按照老師簡單的中文指令分組搶答，

動手點出投影幕上的身體器官名詞，整個參訪行程在歡

樂的氣氛下結束。

該校校長於返日後，特別致函本校林校長及本中心，

感謝此行之招待及讓中學生體驗華語課程之安排。

本校華語文中心規劃於每季華語季班結束後，舉辦外

籍生校外教學活動。100年 11月 18日這天，中心同仁
帶領約 40位來自肯亞、愛沙尼亞、法國、越南及印尼的
季班外籍生前往九份、金瓜石進行文化參訪。由於外籍

生概皆未曾到過東北角，因此途經美麗的海岸時皆驚呼

海天一線之美。陰陽海不同於蔚藍海岸所形成的黃褐色

獨特景觀、沿途曲折蔓延而上的金水公路，以及金瓜石

礦區日積月累形成的黃金瀑布，更讓他們見識到台灣特

有的地質景觀。

抵達黃金博物館後，自由參觀園區內的太子賓館、黃

金神社以及過去淘金時期所留下來的遺址及文物。另

外，本中心安排外籍生體驗淘金，在流動的水裡以過濾

的方式挑起金砂，裝進玻璃瓶裡，就能將閃閃發光的黃

金帶回家。由此過程，外籍生們個個睜大眼睛仔細篩

選，親自體驗過去金礦開發所進行的活動。

下午前往充滿濃厚懷舊氣息的九份，體驗山城老街之

美並品嘗在地的美食。老街上琳瑯滿目的商品及珍奇古

玩，讓外籍生們流連不已。在眾多在地美食中，最受青

睞的是香甜可口的芋圓。

短短一天到台北近郊的校外參訪，外籍生們見識了在

地文化的特色，同時也呼應了課堂上的學習。

本校華語文中心協辦扶輪社國際交換生的成年禮活

動，於 100年 11月 20日在台北市孔廟舉行。孔廟主殿
的庭院前，司儀以中、英文解說各儀式的意義。國樂響

起後，成年禮生們穿過黌門、禮門，並以金盆水泉洗

手，此儀式，象徵禮生們洗滌過去不好的習慣。主祭官

帶領禮生們以點燭、燃香、獻花、獻果的方式祭拜孔

子，藉此讓來自世界各國的外籍生，了解到尊師重道之

傳統倫理。

儀式中，接待家庭的父母勗勉外籍生，希望他們循規

蹈矩、做正當的事，真正的長大成人。兩位外籍禮生代表

上台領讀中文感恩詞，表達對於父母養育之恩的感謝。

在儀式的尾聲，學生特別獻上於本校大禮堂苦練多時

的扇子舞、舞龍舞獅及電音三太子的表演。在這些融和

傳統及現代的舞蹈裡，看得出外籍生們的努力。整個成

年禮活動就在莊重且活潑的氣氛中圓滿落幕。



27

3 2

1

1. 2. 3.

2.1.

1

2

2

3

1 116週年校慶音樂會 ◎音樂系

為慶祝校慶，100年 12月 1日晚上7時 30分，本校假
創意館雨賢廳舉辦 116 週年校慶音樂會。

此次音樂會由音樂系專兼任教授、管樂團、弦樂團、

室內樂團、管弦樂團及協奏曲比賽優異之同學擔綱演

出，曲目包括鋼琴五重奏、紐澳良爵士室內樂、弦樂合
奏、管樂合奏、管弦樂合奏、女高音獨唱、小提琴協奏

曲、大提琴協奏曲、鋼琴協奏曲等，精彩豐富。全系師

生無不卯足全力，期望給觀眾一次超水準的演出及難忘

的聆賞經驗。
音樂為一種表演藝術，以音樂會方式呈現對演出者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經驗，藉由音樂會可增加學生演出經

驗，學習團體演出搭配之默契，並汲取他人的表演技巧

及臺風。一場美好的音樂會，除了演出者的共襄盛舉、
合作無間外，場務工作人員事前的辛苦規畫，在演奏中

的努力協助也是功不可沒。

本次校慶音樂會參與之盛況空前，座無虛席，約有250

人到場聆聽，是場相當成功的音樂會。

2011人文藝術季開幕式
十鼓擊樂團震撼演出◎人文藝術學院陳君倫

本校人文藝術季至今已經是第三年舉辦。前兩年精彩
的演出陣容在校內掀起一陣旋風，今年亦不惶多讓，開

幕式邀請到近十年活躍於台灣及國際各大活動慶典之擊

樂團體－十鼓擊樂團演出，為整個人文藝術季震撼開幕。

100年11月16日中午，開幕式於藝術館中庭舉行。十
鼓擊樂團以其開場曲─雷霆交鋒，撼動了每一位觀眾，

瞬間將場內氣氛提至最高。接著，校長與人文藝術學院

林院長一齊開羅，宣佈人文藝術季正式展開。整場表演

中，十鼓擊樂團為大家帶來了：醒獅鑼鼓、大破連環、
鳳邑埤塘、十八羅漢鼓、乘風破浪、風馳雷掣、雷霆再

現及山之喚等 8 首曲目，每曲皆富含台灣本土特色，展

現十鼓創辦人所秉持的精神，讓在場每位觀眾感受到完

全不同的體驗。

緊接著在12月 9日晚上7點，於本校排球場，由史艷

文第三代傳人─黃立綱先生傳承其父所帶領的「黃俊雄
布袋戲」，演出曾經風靡全台灣的史艷文大俠之新作─

「史艷文之決戰時刻」。全校師生再次感受今年人文藝

術季全新的體驗。

地鐵歌劇院—哪來那麼多女高音？
答案就在國北教大！ ◎文產系郭心嵐

由本校人文藝術學院所主辦、音樂學系及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學系共同籌劃的「地鐵歌劇院－哪來那麼多女高

音」，於10月21、22日假本校創意館雨賢廳上演兩場，
場場爆滿，後來甚至專為附小師生，於 10 月 25 日再上

演加演場，深受好評！

「地鐵歌劇院」是文創系自己編導出來的行動劇，由

文創系主任黃海鳴老師指導，構想來自國北教大前的捷
運。一群看似不相干的人，因為搭了同一班列車而有了

交集，捷運人員、孕婦、老人、學生和 OL 上班女郎等

人大戰特務，看似荒謬的劇情，其實每天發生在通勤族

裡！巧妙的利用「地鐵捷運」的背景拼貼了市井小民的
生活。

這是本校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歌劇演出。有別於行動劇

裡的小人物，本劇改編自美國喜歌劇《哪來那麼多女高

音（Too Many Sopranos）》，錯置著古典與未來、天堂
與地獄的時空背景！由師培暨就輔中心主任裘尚芬老師

指導，所有角色都由學生擔綱演出，加上輕鬆詼諧的劇

情，相較於兩廳院歌劇的正式，更能貼近觀眾，讓不熟

悉歌劇的人也可以輕鬆的欣賞，並從中得到樂趣。原來
歌劇也能夠非常平易近人而幽默！

整齣戲適時的結合了時事元素，例如hold住姐、周杰

倫等，讓觀眾會心一笑！這次演出串連許多不同校系的

學生，讓各自不同專業背景的學生嘗試合作，儼然是微
型社會下的異業合作。這場學生主導的大型綜合表演，

實為難能可貴，為整場演出注入活力與熱情！

第 16屆傑出校友：
■教學類－邱祺霈、林家羽、劉振中校友；

■行政類－蘇偉馨、王添泉、彭麗琦、邱承宗、徐建國

鍾明盛、劉書誌校友；

■學術類－陳正昌校友；

■服務類－楊天放、吳清鏞、粘舜權校友；

■其他類－簡志雄、蕭錦聰、蔡松棋校友。

熱心捐贈人士：
■捐款者包括：李毓進教授（家屬石奉周醫師）、本校

兒英系嚴立婷校友、財團法人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本校特教系林貴美教授、本校語創系張春榮教授、

王美代女士、蔡雪泥總裁、本校藝設系林曼麗教授、

本校語創系廖玉蕙教授、教經系澎湖班同學、朱敏賢

律師、小魯出版社、生活家事業有限公司、財團法人

華緣教育基金會、川瑪有限公司、臺灣東方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本校體育系胡天玫教授、高鳳珠女士、

財團法人昭華教育基金會、本校藝設系郭博州教授、

楊綏生先生、Dr. Lloyd M. Dunn & Leota M. Dunn、
本校特教系陸莉教授、黎明文化教育基金會、吳尊賢

文教公益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臺北市周餘龍教授教

育基金會、陳安美校友、張鈞泰先生、李萍子教授、

財團法人永齡教育基金會、100 年畢業生聯合會、及
榮華先生、林逸青校友、桔禾創意整合有限公司、本

校自然系陳順其老師、本校教育系黃嘉雄教授、潘進隆

先生、本校語創系顏國明教授。

■捐贈校史文物者：28級廖圳校友、33級謝慶宗校友、
35級蘇錦添校友、40級丁占鰲校友、40級林建業校友、
35級王世慶校友（由家屬代表）、35級劉振源校友、
33級鍾惠孚校友（由家屬代表）、35級許子義校友、
39級曾玉藻校友、52級陳忠照校友。

■另感謝本校傑出校友薛平南書法家為篤行樓題字，本

校藝設系謝宏達教授協助設計篤行樓視覺標示系統。

國北點燈 璀璨臺灣 ◎語創四乙徐珮琳

2011暑假服務梯隊成果展
本校推行服務學習多年，在鼓勵學生至偏鄉地區進行

教育服務方面，成效卓著。100 年暑假服務梯隊更超越

以往，達 26 梯之多，參與服務學習人次比例亦居於全

國大專院校之冠。
為展示本次服務梯隊的豐碩成果，100 年 10 月 17~21

日特舉辦「國北點燈璀璨臺灣」服務梯隊成果展。成果

展期間分為動靜態展出，靜態成果展在新落成的篤行樓

一樓中庭展示，動態成果展則於 18 日假大禮堂舉辦，
由各梯隊展示成果與動態帶動唱表演，及分享服務心

得，邀請全校師生一同觀賞。

動態展現場有集章活動，讓同學可以更加認識服務梯

隊；另外亦舉辦「金梯獎─優質服務梯隊選拔」票選，
讓參與師生一人一票，用行動支持梯隊同學的認真，最

後票選出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迴聲管樂社、康樂研習

社及國北小泰陽，分別獲頒獎金，以資鼓勵。

一年一度的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校友

盃排球賽，今（100）年已邁入第
27 屆，於 10 月 22 日起進行為期兩天

的比賽。參賽隊伍共計 41 隊，包括五

年級男童組 14 隊、女童組 9 隊，六年

級男童組 11 隊、女童組 7隊。
校友盃排球賽是由北師排球隊 68 級

邱承宗、吳佳俊、紀清珍等優秀畢業

校友於民國 68 年創辦，原本是專屬於

畢業校友之比賽，隨著校友於國小服
務後投入排球隊組訓工作，故於民國

73 年起開始第一屆國小組比賽。

排球校友會之組織架構為：會長 1

名、副會長3名。每年由會長召集校友
籌劃比賽，邀請具有裁判證的校友來擔

任裁判，並於比賽期間請母校排球隊學

生擔任現場工作人員，藉以建立校友與

在校生的橋樑，具有傳承的意義。
近年來每年參賽隊伍均在40隊左右，

都是由北師排球隊畢業校友所訓練，

水準相當高，不乏全國比賽前三名的

常勝軍。這些隊伍每年在北師校慶的
前後相聚在北師體育館切磋球技，也

展示大家一年來訓練的成果。

今年的會長由87級校友陳科佑擔任，

他特地結合目前最夯的facebook當作比
賽資訊的平台，及時公佈報名資訊、

競賽規程及比賽時間。

經過二天的激戰，五年級男童組前

四名分別是：新北市鶯歌國小、新北
市文林國小、新北市積穗國小及北市

明湖國小。六年級女童組前三名為：

桃園縣中山國小、北市福興國小及新

北市積穗國小。
五年級女童組前四名：新北市大觀

國小、新北市積穗國小、北市明湖國

小及北市五常國小。六年級男童組戰

況更是精采，不乏敗部復活之例，最
後獲得前四名的是：新北市文林國小、

北市福德國小、新北市重慶國小及北

市長春國小。

師生的熱情參與和熱烈掌聲，鼓舞了服務梯隊的成

員。活動最後以溫馨的慶生畫下完美句點，溫馨慶生象
徵著不同的服務隊因著服務的本質而凝聚成一家人。未

來希望國北教大可以將服務學習的觸角拓展至每個偏遠

角落，同時讓學生在大學期間養成關懷社會的情操，以

及優秀人才所需的氣度與包容心，進一步實踐全人教育
的理想。

教育志工研習營 拉近你我的距離
◎教育四陳柔毓、幼家四郭佳怡

100 年 11 月 13 日，本校於學生活動中心 405 室舉辦

一場教育志工研習營，學生報名踴躍，計有超過 80 人

參加。

本活動邀請辦過營隊、經驗豐富的大四學長姐（幼家
四柳喬馨、語創四甲許合君、語創四乙徐珮琳和教育四

陳韋志）分享寶貴的經驗，並以過去在辦梯隊時所實際

面對的問題為例，指導解決方法。

另外還特別邀請康樂研習社的畢業校友黃淑慧、蘇冠
回來，以生動活潑的活動方式進行演講，分享如何建

立與維持團體氣氛，並鼓勵同學在幫助他人之時，也能

多關心身邊的夥伴。下午場則邀請到傅木龍博士擔任講

師，老師分享的知識和人生哲理，讓人明白志工服務的
重要性，因為知識是需要透過實際的落實，才能令人感

動。

經歷一整天充實的研習，相信對於即將在寒假服務的

大學生一定有所啟發，也期待加入服務行列的夥伴在全
台每個角落繼續發光、發熱，將這份熱忱傳給每個孩子。



中華民國百年國慶圓滿落

幕。就讀本校兒童英語教育

學系二年級的陳意涵同學，

獲選擔任「中華民國中樞暨

各界慶祝 100年國慶大會典

禮」英文司儀，成為國慶有

史以來第一位英文司儀。以

下為陳意涵同學分享擔任國

慶大典英文司儀的感想。

◎兒英二陳意涵

擔任國慶英文司儀讓我深刻

體悟到：生命中的每個決

定與努力都是一塊拼圖。在圖

案完成前，也許不會明白每件
做過的事有什麼意義。現在回

想起來，幾位恩師總是勉勵我

要緊緊抓住每一個機會，的確，

如果沒有一直以來近乎貪心地
參加各種活動，不斷挑戰自己，

我今天不會得到這個機會。

今年暑假從學校課外活動組

得知國慶司儀暨播報人員首次
開放學生甄選時，我立刻連絡

國慶典禮組專員並索取報名簡

章。這樣的機會學習實在太難

得了，不管自己有沒有機會獲
選，都想抱著「見見世面」的

心態參加甄選。初選時，我拿

著現場發下的英文司儀稿練

習，努力用百貨公司廣播般溫
柔的聲音朗誦。當聽到其他同

學及教官們宏亮的唸法時，才

發現原來司儀需要的是全然不

同的語調。還好在及時修正之
下，我通過了初選。而後來也

幸運地在決選後成為司儀播報

團隊。

經過每週至少兩天的集訓及
兩次的預演後，全體播報員及

司儀在國慶典禮上都有亮眼的

表現。至於大會司儀在播報技
巧上跟平常講英文最大的不同

是：語調起伏必須誇大。語速

除了要放慢才不會因為回音而

糊掉之外，也必須控制讓一切
都落在精準的時間點上。節奏

則要與中文司儀、樂隊指揮及

各個團體有默契，並且密切配

合總統、大會主席等長官的致
詞。相較於播報員的聲音要有

歡愉之情，司儀必須多一分氣

勢與威嚴。我的音色較低沉厚

實，無法像其他播報員如此甜
美，但在擔任司儀時卻成為我

的優勢。

這次的經驗讓我開了眼界，

認識了優秀的工作團隊，更得
到許多鼓勵。要感謝的人實在

太多，而我想分享的是，若當

時因為「國慶大會典禮英文司

儀」這個看似遙不可及的名
稱，而放棄報名的話，等於是

連嘗試的機會都不給自己。我

相信每個人都有無限潛能和適

合的位置，當機會來臨時，就
毫不猶豫地踏出第一步吧！

本校空手道隊於 100 年全民運動會（10.22-27）

及100年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11.27）中

頻傳捷報，戰果輝煌。

首先，體碩班嚴子堯在全運會獲男子空手道個人
型金牌三連霸、第4級對打金牌二連霸，及中正盃

空手道錦標賽個人型銀牌、個人對打 84 公斤以下

金牌等殊榮。體二陳佳妤榮獲全運會女子空手道對

打第五級金牌，及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個人對打68
公斤以上金牌。體二方勝彥獲全運會男子空手道第

6級對打銀牌，及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個人對打 84

公斤以上銀牌。體一新生簡誠寬則以初生之犢，奪

下全運會對打第 2級金牌。
以上是繼第 16屆廣州亞運會（99.11.12-28 大陸廣

州）嚴子堯榮獲空手道男子84公斤以下銅牌，及第

10屆亞洲空手道錦標賽（100.07.16~25大陸泉州）陳

佳妤榮獲女子組68公斤以上銅牌、簡誠寬男子組60
公斤以下銅牌之後，本校再傳之佳績。

嚴子堯自95年以來，連續6年維持成績不墜。據

嚴子堯表示：賽前練習遇到困難時，常以 no pain,

no gain 來自我勉勵，也勉勵學弟妹。
本校空手道隊於 98 學年度始成立，成員雖少但

個個都是奪牌高手，現任隊長體三蔡國偉表示：為

推廣空手道運動，希望將來有機會成立空手道社

團，由空手道隊隊員擔任輔導小老師，讓更多人了
解空手道的技巧及精神。

本校自然科學教育系學生自

主發起之海外志工教育服

務團隊－國北小泰陽，參加

「100 年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
團隊全國競賽」，在「海外僑

校志工服務類」10所入圍學校

中脫穎而出，榮獲第 1 名，並

於12月4日在臺中市亞洲大學
接受行政院吳院長頒發獎座。

國北小泰陽自民國97年成立

至今已邁入第 4 年，主要活動

為在國內募集教育物資後，於
暑假期間前往泰國北部清萊府

之華文學校－光復中學，捐助

教育物資並從事為期 1 個月的

教育服務。
多年來，承蒙「教育部國際

文化教育事業處」、「行政院
青年輔導委員會」之經費補

助，以及「國際扶輪2480地區

第五分區」的贊助與支持、校

內外善心人士的教育物資捐助
及捐款，讓國北小泰陽的海外

志工教育服務團隊每年都能順

利成行。

國北小泰陽除了到泰北地區
從事志工服務外，每年暑假結

束返國後，會整理志工服務的

相關資訊及成果辦理成果展，

一方面讓更多人了解泰北地區
華文學校的現況及需求，持續

進行教育物資的募集與捐助；

另一方面也持續招募有志從事

志工服務的學生加入，讓志工

我國合球代表隊參加 100 年

10月 25 日至 11月 5日在

中國浙江省紹興市舉行的第九
屆世界合球錦標賽，榮獲季

軍。本校體育學系黃英哲教授

擔任技術顧問，且本次參賽的

16 名球員中有 11 名為本校學
生及校友，目前在校生多達 7

名。

賽後由大會甄選最佳男、女

射手及最佳陣容球員（男女各
四名），我國選手林思宇（本

校體三）當選最佳女射手及最

佳陣容女球員，黃麟帆（本校

體四）當選最佳陣容男球員，

這對此支年輕的隊伍產生不小
的鼓舞，也為我國推廣合球運

動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近年我國體育界致力推廣合

球，本校是合球的推廣大本
營，雖然球員的年紀仍輕，但

由於戰前對各隊實力早有模

擬，且在教練團強化球員心理

素質雙管策略奏效下，球員的
臨場表現極為優異。

本屆共有16國參賽，我國選

手在最後一役將士用命擊敗西

班牙代表隊，榮獲季軍，追平
1991年我國合球代表隊的最佳

表現。最後一役獲勝之際，技

術顧問黃英哲、教練謝芳怡與

全體球員高舉我國奧會會旗跑
步環繞全場，全體球員留下感

動的眼淚。巧合的是，黃英哲

與謝芳怡兩人同為1991年我國

獲得季軍的國家合球代表隊選
手。

世界合球錦標賽每四年舉辦

一次，上一屆在捷克伯努市

（Brno）舉行，我國僅獲第五
名；黃英哲教授表示，本屆參

賽隊伍的實力與球隊數都是以

往之最，賽前對於各隊的實力

評估與情報蒐集極為謹慎，最
後選手能夠挺進決賽並獲得季

軍，表現超乎教練團的預期，

得獎更顯可貴。

數位系玩遊碩士生參加

經濟部工業局所主辦，

總獎金高達 140 萬的
2011 APP STAR高手爭
霸戰，勇奪學生組第一

名（王漢偉、邱奕撰，

作品「Constant C」，
范丙林老師指導）與第

三名（陳宜均、蔡佳穎、黃筱崴，作品「玩具實驗室」，王學武

老師指導）；王學武教授並獲得大會最佳指導老師獎。

數位系玩遊碩士生參加 2011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C
組－輪型機器人創新、創意造型設計，榮獲佳績。第一名：廖婉

詞、林世偉、吳柏馨，「多功人機介面之智慧型機器人設計」，

巴白山老師、楊孟哲老師指導；第二名：張威彥、孫齊蔚、黎俞

均，「趴趴走--數位智慧型拐杖」，巴白山老師、盧姝如老師指
導；第三名：陳廷鈺、黃勝元、楊貫禹，「智慧型機器人手臂車

設計」，巴白山老師、楊孟哲老師指導。

數位系蕭瑛東主任、俞齊山老師、范丙林老師指導玩遊碩士生韓

秉軒、周湘寧、鄭依琳及資科系碩士生吳昱霆、林廷達，參加

2011年 4C數位創作競賽行動內容應用組，榮獲智冠贊助獎。

數位系蕭瑛東主任、俞齊山老師及資科系許佳興老師指導玩遊碩

士生周湘寧、韓秉軒及資科系碩士生吳昱霆、林廷達，參加教育

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計畫行動終端應用資源中心舉辦之期末教學

研討會暨實務專題觀摩競賽，以作品「BottleNet」榮獲佳作。

數位系玩遊碩士班巴白山老師指導學生廖婉詞、黃聖元，參加中

華產業創新競爭力協會舉辦之 100年度「奈米科技創意產品設計
競賽」，以作品「無設線」、「Color umbrella」、「Spore。
Light」榮獲優勝。

數位系蕭瑛東主任及俞齊山老師指導數位系（含玩遊碩士班）及

資科系（含碩士班）學生吳昱霆、周湘寧、林廷達、韓秉軒、施

登文、王韻涵，參加 2011 臺北數位創作競賽，以作品「台北憶
世界」榮獲佳作。

數位系巴白山老師、楊孟哲老師指導玩遊碩士生張威彥、孫齊

蔚、羅雅宣、鄭偉志，參加 100學年度台灣區電腦化運動競技大
賽－機器人專題競賽，以作品「TOY智慧型手杖」榮獲佳作。

台文所 96級文學組劉敏貞以碩士論文「臺灣客家女性諺語中的文
化意涵研究」獲客委會100年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補助。

團隊能持續運作，泰北教育服

務能繼續傳承。

國北小泰陽自民國98年起持

續參加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區域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全

國競賽」，活動成果屢獲肯

定。98年度入圍「海外僑校志

工服務類」評選；99年度榮獲
「海外僑校志工服務類」第 2

名；今年更進一步獲得第 1 名

的高度肯定。

國北小泰陽的教育物資仍在
持續募集中，歡迎本校教職員

工生與各界人士能繼續給予志

工學生支持與鼓勵，讓這個對

本校志工學生的成長、泰北學
生教育資源的改善都很有幫助

與意義的活動，能持續的傳

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