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於101年校慶茶會時隆重表

揚第 17 屆傑出校友。以下簡
述傑出校友之成就：

■教學類陳哲輝校友
73 級師專時期音樂科畢業，目

前為國家交響樂團擊樂首席，除了

精彩演出以及優秀的創作之外，更
指導多位學生考上歐洲知名的里

昂、日內瓦及巴黎高等音樂院，且

屢獲國際大獎，教學認真，成果卓

著。

■教學類洪晴瀠校友
88 級師院時期音樂教育系畢

業，目前為新北市秀峰國小教師，

長期深耕音樂教育、提振合唱音樂

教育，善於運用外部資源展現創新
教學方法，更透過音樂讓孩子找回

自信。

■行政類李永霑校友
60 級師專時期國校師資科畢

業，服務於淡水地區長達 41 年之

久，本年甫自新北市鄧公國小校長

退休，是位愛家愛鄉本土派優質教

育工作人員。

■行政類廖美玲校友
99 年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

系 EMBA 班畢業，目前為客家委

員會綜合規畫處副處長。致力於推

動客家文化，整合學術、產業、官

方資源，並結合各界領袖，帶動具
客家特色的地方經濟。

■行政類彭煥章校友
77級師專時期普通科畢業，目前

為新竹縣北埔國小校長，服務期間

有效結合社區資源，推展基層體育
績效卓著。99年起承擔新竹縣校友

會總幹事一職，積極辦理各項活絡

校友情誼活動。

■行政類蕭美智校友
67 級師專時期國小師資科啟智
組畢業，目前為新北市板橋區後埔

國小校長，擔任校長工作 15 年，

本年更榮獲教育部師鐸獎及新北市

特殊優良教師獎。

■行政類劉錦生校友
73 年師專時期普通科畢業，目

前為南投縣竹山鎮雲林國小校長，

擔任校長期間熱心地方事務，擔任
國教輔導團相關工作，並推動新移

民及特教相關工作不遺餘力。

■學術類葉連祺校友
74 級師專時期普通科畢業，目

前為嘉義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學系
系主任，84 年迄今已發表期刊論

文 139篇，其中 18 篇為TSSCI期刊

論文，專書、會議論文合計近百篇、

參與教育部、國科會等專案計畫19
個，在教育行政領域研究貢獻良

多。

■服務類林作逸校友
96 年本校教育傳播與科技研究

所畢業，目前為新北市中和國小教
師，長期投入救生服務、救生教育

工作及育幼院童之輔導教育服務，

對於人權教育工作與家庭教育輔導

服務工作的推廣也不遺餘力。

■服務類許淑華校友
99 年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EMBA畢業，目前為臺北市議員，

致力於推動教育及文化創意產業事

務，為文化機關單位、學術機構尋
求政府資源，為弱勢文化單位發

聲，廣獲市民好評。

■服務類王政結校友
75 年師專時期普通科畢業，目

前為清華中醫診所醫師，擔任新北
市中醫師公會理事期間負責規劃學

術活動，促進中西醫學術交流，更

籌辦小神醫華陀營，推廣中醫教育

往下扎根，也長期捐助慈濟、創
世、世界展望、心路、家扶等基金

會，認養幫助弱勢兒童。

■其他類：楊怡萍校友
87 年師院音樂教育學系畢業，

目前任職於國際里昂交響樂團，在

盧森堡、法國里昂、荷蘭愛多芬三

大國際比賽獲得首獎、觀眾獎及最

佳詮釋獎等多項大獎。

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北小）

於今年10月24日至28日赴寧

波進行國際交流，並祝賀寧波市實

小90週年校慶。北小準備了新式健
康操，由11位四、五年級小朋友在

台上賣力演出，並喊出精神飽滿的

口號，於重複段落還穿插個人跳

繩、扯鈴和足球盤運的變化，展現

北小多元的運動風氣，最後再合唱

一首伍思凱的「祝你生日快樂」，

表達對寧波市實驗小學的祝福。節
目雖然不華麗但心意十足，台下的

小觀眾雙手高舉太陽花相和呼應，

場面十分熱絡。北小師生也見識到

寧波實小學生表演的工夫，整齊劃

一，毫不扭捏；課堂的學習上也個

個精神抖擻，可見其用心及專注。
這次前往大陸兩所學校參訪，深

刻體會到從校長、教師到學生，都

有非常清晰且夠水準的語文表達能

力，此外基礎教育、品德教育的紮
實，值得我們學習，在未來的競爭

市場，我們的孩子需要有優異的表

達能力，才能在就業市場上與人一

爭長短。在交流中，發現了彼此的
教育目標、學校願景、校本課程發

展、家長會與社區的運作、硬體設

備已逐漸接近；而身為一個教育工

作者，有機會出去交流，從中了解
他人世界的優缺點，定位自己的方

向，必能對我們的下一代有更好的

教育。

華語文中心赴泰國參加 TCIS教育展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林佩陵

本校華語文中心周美慧主任於11月 3日至10

日，偕同語文與創作學系盧欣宜老師前往泰國

參與2012年泰國臺灣高等教育展，並於TCIS泰

國中華國際學校進行招生宣傳，訪泰期間亦前
往拜會當地知名大學－國立朱拉隆功大學及私

立易三倉大學。此次泰國教育展約有近20所國

內公私立大學參加，活動當天人潮眾多，本國

駐泰國代表處及當地多所學校師生亦前往了解
臺灣教育特色與制度。TCIS 教育展活動中，本

校向該校學生推薦、介紹本校特色，幫助學生

認識臺灣教育制度及本校教學優勢。期間並與

當地著名大學教授及國際事務處處長進行會面
交流，提高本校在當地之能見度及知名度，提

升雙方學校於將來合作交流之可能性。

華語秋季班外籍生前往宜蘭文化參訪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楊淑羽

本校華語文中心在華語秋季班結束後，11 月

16日帶領約 20 位外籍生前往宜蘭文化參訪。上

午的活動，學生們先前往白米木屐村，認識白
米社區為了重振當地的木屐產業，號召社區居

民加入一同推動，賦予木屐新生命，讓木屐不

僅有實穿功能，也能拿來彩繪作裝飾用的事蹟。

在參觀木屐館、體驗木屐健身操之後，每個人
還製作一雙屬於自己的小木屐。中午品嘗完道

地的海鮮熱炒後，前往宜蘭傳統藝術中心觀賞

傳統戲曲表演、參觀民藝街坊之各式傳統工藝

精品、體驗古早童玩，並走進三合院的宅門，
瞭解以前傳統建築之美。學員們認識傳統的藝

術文化及欣賞蘭陽平原之美，深覺不虛此行。

日本姐妹校大阪教育大學蒞校參訪

101 年 10 月 25 日本校日本姐妹校大

阪教育大學教員養成課程部石田雅人教
授一行9人拜訪我校，並且針對台日兩

地小學教師養成訓練、如何塑造國際化

教學環境、以及建立兩校交換教授機制

等議題與我校師長舉行座談會。會談中
石田教授提及大阪教大為吸引更多外國

學生赴該校就讀而逐年增加英語授課科

目，請教我校是否也有類似措施。學合

組組長陳嘉煥老師指出，從今年度開
始，本校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多位教師已

為不諳中文之交換學生採取全英文授

課，不僅大幅提升本校交換生之選課意

願，也同時提供本國學生一個全英語學

習的課堂環境。

越南外貿大學蒞校訪問

101 年 10 月 31日，越南外貿大學校

長黃文周教授與該校語文與國際合作

中心主任范家志教授率領該校三位不
同領域之教授蒞校訪問，由本校曾端

真副校長、顏國明院長以及呂金燮研

發長接待。會談中兩校主管針對推廣

越南當地華語文教育，邀請本校師長
赴該校開設境外專班，及促成兩校結

成姐妹校以推動實質學術交流一事，

廣泛交換意見。

英國姐妹校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
國際課程部教授蒞校訪問

101 年 11 月 6日與 13日英國姐妹校
牛津大學哈特福學院國際課程部 Mr

Andrew Hemingway 與 Ms Caroline Rice

兩度聯袂拜訪本校。哈特福學院目前

在台灣只有國立台灣大學及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兩所姐妹校，每年暑假該學

院針對世界各地姐妹校學生所提供的

英國語言或英國文化課程，均吸引許

多短期進修的學生。會談中MrAndrew

Hemingway特別提及該學院目前也提供

短期師培課程，讓外國師培生有機會

認識英國整體教育體系及各種師培課
程的教學目標及課程規劃，經本校表

達意願，其允諾將協助爭取名額。

學術交流與交換生洽談

◎101年 11 月 20日下午英國姐妹校諾
丁漢特倫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Ms Vicky Chadderton 與

Professor Wei-li Teng 蒞臨本校舉辦該

校 2013 年課程說明會。
◎101年 11 月 22日下午英國姐妹校伯

明翰城市大學設計學院院長Professor

Christopher O Neil 拜訪本校藝設系，

並且在藝術館國際會議廳舉辦該校
2013 年課程說明會。

◎101年 11 月 20 日上午鹿兒島大學教

育學部 Professor Akihiko Higuchi、

Professor Makihara Katsushi、鹿兒島
大學附小副校長Mr Sudaki Yuji、Mr

Takami Jun 等 4 人先行拜訪我校附

小，洽談該校附小與我校附小簽訂

姐妹校事宜及後續互訪機制，下午4
人再轉往我校參訪，並與學合組陳

嘉煥組長針對明年二月該校交換生

赴台研習一事進行意見交換。

◎101年 11 月 23 日下午日本兵庫教育
大學副校長福田光完教授蒞臨本校

簽訂學術交流協議與交換生同意

書，本校張新仁校長親自出席該場

簽約儀式，感謝該校大方提供交換
生名額，讓我校學生多了一個頂尖

的日本教育大學進修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