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本校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主

辦的「第 28 屆科學教育

國際研討會、國科會科教學門

成果研討會、科學園遊會

（2013 ASET Inter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Conference）」於 101

年 12 月 13 日在本校盛大開

幕，張新仁校長、曾端真副校

長、理學院何小曼院長、科學

教育學會張俊彥理事長、國科

會科學教育處代表與學門召集

人吳心楷教授等校內外師長蒞

臨致詞、指導。

本活動由行政院國科會科教

處科教學門、中華民國科學教

育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

教所與頂尖大學計畫、及各相

關大學分別給予資助、指導與

協助。國科會副主委牟中原教

授蒞臨開幕式致詞，勉勵科學

教育研究與工作者，在研討會

「多元、創新、永續」的主題

下，建構永續發展的科學教育

地圖，為培育具科學素養與競

爭力的未來公民作準備。

研討會活動除廣泛性的科學

教育論文發表外，亦研討我國

參與國際科學學生能力國際評

量（PISA）、科學人才培育與

科學課程教學等重要議題。為

期三天的活動，吸引英、美、

義、日、韓、泰、菲、中國、

香港、澳洲等地區與我國學者

約 400 名參加；「科學園遊

會」則由20個科學展攤組成，

吸引千名高國中小學生熱烈參

與。本研討會橫向串接臺灣與

國際的科學教育交流合作；縱

向則是匯集小學生到大學教授

在科學與科學教育學術的探索

之中，有效促進學術交流與人

才培育。

研討會大會在兩位榮獲國科

會年度傑出研究獎的得主－林

煥祥教授和許瑛玿教授－專題

演講中展開，兩位教授在報告

中闡述研究的歷程與發展的關

鍵，內容並對探究教學與錯誤

概念引導提供有效實施策略，

對年輕科學教育研究者提供重

要啟迪。除此之外，本次研討

會活動亦邀請四位國際知名教

授擔任主題講者，包括美國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 Marcia C.

Linn教授、英國的MikeSharples

教授、韓國首爾大學 Jinwoong

Song教授、大陸北京師範大學

劉恩山教授。此外，更有國內

學者發表論文兩百餘篇，學術

內容豐碩，討論熱烈。

本研討會每年定期舉辦，是

全臺灣地區最重大且最有歷史

的科學教育學術活動，迄今已

經第 27 年。本校自然科學教

育學系體認主辦本活動，不僅

是學術責任的承擔，也是提升

本校與我國學術能見度的重要

工作，因此主動向全國科學教

育學會爭取主辦權，並積極向

外爭取經費辦理。獲主辦權

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並首度

將全國的學會研討會擴大以國

際研討會的形式辦理。本次研

討會系列活動，在校內、外單

位與師長的多方協助和努力

下，於 15 日圓滿閉幕，各發

表者、與會者共構了一場學術

饗宴，也為本校辦理學術活動

開啟了新頁。

2013年1月 19至 20日，第五屆世界華語文

教學研究生論壇於華僑大學廈

門校區舉行。本校張新仁校長

獲邀發表專題講演，人文藝術

學院顏國明院長以及華語文中

心周美慧主任隨行參加，本校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亦有五位研

究生參與此次論文發表。

張新仁校長在 19 日開幕式

後發表專題講演，主題為「臺

灣教師專業發展的規劃與推動

策略」。講演中有關臺灣教師

專業發展的系列介紹，引起熱

烈的迴響，與會學者十分讚賞

臺灣在這領域中前瞻性的創

新，會中熱烈的討論，展現臺

灣地區在教師專業發展領域上

是有創新領先的格局。

本校五位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所發表的論文也一致獲

得好評。本次論壇，除了兩岸

學生的交流外，本校研究生也

展現研究潛力與擴充國際視

野，是一次相當難得的交流機

會。

張新仁校長於 19 日下午並

參加第二屆兩岸華文教育協同

創新研討會。會中邀請兩岸多

位重量級的學者專家參與，由

臺灣世界華語文學會董鵬程秘

書長與華僑大學賈益民校長主

持，針對兩岸華語文教育交流

溝通。本屆的主題定為「協

同、創新」，多達 18 位來自

海內外的專家學者踴躍發言，

會後提出華語文是跨學科、跨

文化、跨語言的新興學科，希

望集結兩岸學者專家的智慧，

以宏觀的角度多方實行會議所

提出的意見與建言，才能落實

此次會議的主題「協同、創

新」，共創兩岸協同、攜手創

新的格局。

本校進修推廣處首次受國家文官學院委託辦理

「101-2年度各項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

及升官等訓練業務」，承辦高考班及普考班各一

班之錄取人員基礎訓練。開訓典禮於 102 年 1 月

2 日上午 9 時在本校至善樓國際會議廳舉行，保

訓會陶紀貞簡任秘書及張新仁校長親臨主持、與

會。公務人員為公務機關組織之管理核心，也是

各項施政建設的重要推手，影響政策品質至鉅。

新進公務人員經由公開競爭考試錄取之後，藉由

基礎訓練以充實初任公職所需具備之基本觀念、

品德操守、服務態度及行政程序與技術。訓練內

容包括初任人員應具備之共通能力、薦任人員與

委任人員之執行力以及薦任人員之管理力，並於

訓練最後一週舉行統一命題測驗，成績不合格人

員須自費重訓，如重訓再不合格者將廢止原考試

錄取資格。

本項訓練課程之安排豐富多元，希望透過講座

知識的啟迪，培育具卓越管理、前瞻領導及政策

研擬之公務人員，並瞭解國家重要政策與未來發

展願景，讓參訓學員於完成訓練後回到工作崗

位，能為國家發展貢獻所學。本校進修推廣處得

以承辦此業務，正是結合本校特點及優勢，提供

多元化跨領域整合人才之培訓服務，普考班、高

考班之訓練課程已分別於 1月 22 日、2 月 1日結

束，圓滿達成任務。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2012芝山博學術研討會

101年 12月 8日芝山博學會與本校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於科學館辦理

「2012芝山博學術研討會」，邀請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許添明教授

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失落的一

角：由教育財政角度看教育政策」，

透過本次演講，與會人員瞭解到財政

實務上，教育政策的施行與困難。本

研討會舉行四場共 13 篇論文發表，

由林新發教授、鄭崇趁教授、曾錦達

教授與林曜聖教授進行評論與指教。

最後在本系孫志麟主任主持下，發表

人與師長們熱烈交流與討論，為研討

會劃下圓滿句點。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管理學

院中小學校長團蒞校參訪
101 年 12 月 13 至 15 日北京師範大

學教育管理學院中小學校長團蒞校參

訪，由張新仁校長與教育經營與管理

學系全體教授接待。13日安排兩場培

訓講座，分別邀請林文律教授演講：

「校長專業與臺灣校長的作為與難

為」；林曜聖教授演講：「學校創新

經營—校長故事領導的觀點」。14日

於本校附小與烏來國民中小學進行學

術參訪。15日則於本校進行國際學術

交流講座：「學校經營的對話與分

享」，安排臺灣中小學校長與北京參

訪團進行學術交流與對話。

「教育管理與消費者保護

法制」學術研討會
101 年 12 月 22 日教育經營與管理

學系文教法律碩士班於至善國際會議

廳辦理「教育管理與消費者保護法制

學術研討會」，邀請考選部董保城部

長進行專題演講：「國家考試改革後

對法學教育之影響、因應與再造」，

透過生動的演講，與會者更加了解法

學教育未來之發展與趨勢。本次研討

會針對教育管理與消費者保護法制議

題進行 12 篇論文發表，邀請天主教

輔仁大學黃宏全副教授、天主教輔仁

大學李志峰助理教授、國立臺北藝術

大學林劭仁副教授與本系多位教授進

行評論。眾多學者進行各項理論與實

務之交流與研討，成果豐碩。

「邁向幼托整合成功之道—

幼兒園師資的整合與蛻變」

研討會

101 年 12 月 22 日中國幼稚教育學

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與吉的堡教

育機構合作辦理「邁向幼托整合成功

之道－幼兒園師資的整合與蛻變」研

討會，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

展學系鍾志從教授與本校幼兒與家庭

教育學系翁麗芳教授蒞臨演講，並安

排本系洪福財教授（中國幼稚教育學

會會長）針對幼兒園師資的整合問題

與展望議題與幼兒園園長們進行圓桌

論壇。學者之間互動良好，深入探討

了幼托整合與幼兒園師資的整合發

展，師生獲益良多。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敘說探究：

追尋一種「相遇的知識」

本校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於

101 年 12 月 18 日邀請新竹教育大學成

虹飛教授主講「敘說探究」。敘說

（narrative）和生命故事（life story）的

概念逐漸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占有一席

之地，儼然成為一種新的典範；透過成

虹飛講師運用日本傳統的木管樂器尺八

延伸出的意涵，說明研究者在敘說中尋

求的是一種「相遇的知識」，有別於科

學、有距離的知識。在探究的過程中，

敘說者是以生命體驗研究，而文本是自

己所敘說的故事，並且透過內在感官的

連結，運用深度的傾聽和研究者自身的

轉變達到研究目的，簡單來說，敘說探

究並非一種心理治療，而是研究者從中

知道如何探討、了解自己以及看見以前

未曾看見的景象。

演講全程，成虹飛講師援用許多中庸

名言、敘說者們的生命故事以及繪本

《跳舞》，讓在場學生反思自身所處的

環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

透過和講師的互動討論，思考研究的意

義和價值；整場演講介紹敘說探究的研

究美感及其價值，也讓人體會何謂有溫

度的知識，講者與聽者互動熱絡，學生

獲益良多。

座落於捷運文湖線科技大樓

站旁的 MoNTUE 北師美術

館，其空間以大面的玻璃、全白

的牆面以及挑高的結構建構出當

代的環境氛圍，並在館內藏著11

件來自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極

為精彩的石膏模製品，如果您還

沒看過，讓我們帶您一探究竟

吧！

一進到 MoNTUE 北師美術

館，首先進入眼簾的是一尊極富

動態美感的獅子塑像，其為十八

世紀末巴黎藝術家 Barye 的作品

《獅子與毒蛇》，此塑像描繪一

隻兇猛的獅子正強押住仍掙扎的

毒蛇，表現出戲劇性的一刻。除

了生動的動物塑像外，在美術館

內還可以發現許多以宗教為題材

的雕像，例如位於一樓櫃台上方

的《天使報喜》，即為聖經故事

中大天使加百利前來告知聖母瑪

利亞她已受聖胎即將生下耶穌的

情節；而在即將開幕的美術館咖

啡廳內，可以看到由3個浮雕組

合而成的場景，即是聖母之死與

聖母升天的故事，在兩旁為《聖

母之死》中哀悼的使者，呈現出

悲傷卻不失莊嚴畫面，而中上方

則為充滿喜樂氛圍的《聖母升

天》浮雕。除此之外，在樓梯的

轉角處，還會發現義大利修道院

的《螺旋柱》以及西恩納講道壇

的《八角基座》等，如此精彩的

古典元素，為美術館空間添上不

一樣的色彩。

未來北師美術館將持續帶給大

眾許多當代藝術的展演，新與舊

的對話，既古典又現代的因子，

將激發出新的火花，創造無限的

可能性。若您經過這城市中的小

角落，不妨走進來瞧瞧，將有意

想不到的發現喔！

本校 102 學年度「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自 102 年 3 月 1 日起至 3 月 12 日開放網路報

名。為方便在職人士進修，開辦班別之上課時間為

夜間、週末假日及暑期，歡迎國民小學、幼稚園教

師及一般社會在職人士踴躍報考。本校創立於 1895

年，是一所歷史悠久之師資培育機構，對臺灣的教

育與人才培育貢獻卓著。為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

求，落實終身回流教育，本校辦理國民小學、幼稚

園教師及一般社會在職人士各類碩士學位學分在職

進修課程；更遠赴金門、澎湖及上海開設在職進修

碩士學位班別。有關 102 學年度「研究所在職進修

碩士學位班」招生班別及簡章詳細內容，可逕至本

校進修推廣處招生網站（http://diceexam.ntue.edu.tw）

下載參閱，不另發售紙本；亦可致電(02)6639-6688

轉分機 82102、82103、82202 洽詢相關訊息。

在期末考逼近的日子中，

藝設系 103 級的 【坐】

椅家具&工藝設計展 正悄悄

於 102 年 1 月 9 日至 13 日在

華山果酒倉庫一樓展開！開幕

當天，張新仁校長、顏國明院

長、郭博州主任，以及系上多

位教授皆親臨與會，一邊聽著

主持人生動活潑的介紹展覽內

容，一邊看著人潮不斷湧入觀

看，真的不得不說此次展覽

是：大、成、功！然而，成功是

經由同學們累積半年以上無數的

努力所成就的！

從 2012 年暑假就開始畫製椅

子的練習，開學時便提出第一次

提案！經由蒐集材質、閱讀參考

資料、與老師討論，每個人都在

設計屬於自己的椅子！同學們在

第一次草模製作時，漸漸有了

「椅子」的雛形，從草模之中找

到缺點並修改得宜是首要的課

題，緊接而來的精模製作更是一

項挑戰，直到真正椅子完工才是

考驗的結束。在這段期間，每個

人都沒有休息的時間，有些人去

工廠監工、有些人縫縫補補、敲

敲打打，為的就是在這次展覽中

展出最好的作品！

當椅子的製作如火如荼進行

時，另一群同學也同時一點一滴

的打造工藝作品，不斷嘗試各種

材料、找出最精緻的表現手法，

誰說創作工藝品比設計椅子輕鬆

呢？

此次展出最特別的地方在於將

兩個性質如此不同的設計：椅子

與工藝，融合於展覽中表現出

來，帶給觀展人以廣泛多元的角

度欣賞設計之美，不侷限界線，

讓設計與人的對話更具創造性！



本校幼教系魔鏡魔境兒童

戲劇教育工作室 2012

年度公演《時空森林》已於

102 年 1 月 4 日於文山劇場

圓滿落幕。魔鏡魔境成立至

今，已邁入第十二個年頭，

除了每年會有一到兩場為偏

遠地區孩子演出的「下鄉公

演」外，另一項大活動則是

以推出全新自編劇碼為盛事

的「年度公演」，早場邀請

幼兒園小朋友入場欣賞，晚

場則歡迎有興趣觀眾免費索票入

場。希望透過公演，推廣兒童戲

劇教育，讓更多孩子感受戲劇帶

來的魔力。

每年的九到十二月晚上，行政

大樓七樓幼教系的教室燈總是亮

著，木板教室裡導演和演員為了

公演努力排練，只為了在演出時

能呈現最佳的效果；研討室裡音

效組不厭其煩的修改歌舞的音樂

和音效，只為了讓音樂能更符合

劇情走向；走廊上道具組努力的

為景版上色、木工敲敲打打，讓

演出增添不少風采；教室內

一邊是服裝組使用縫紉機努

力為服裝趕工；另一邊是化

妝組一次次的修改妝容，為

演出做足準備；此外還有在

教室裡裡外外跑進跑出的行

政組，打理好一切幕後行政

工作，讓舞台組能安心演

出。

參與演出的所有幼教系學

生，雖然沒有戲劇背景，卻

對兒童戲劇充滿熱情，從行

政到舞台，全部由幼教系學

生一手包辦，不假他人之

手，過程中跌跌撞撞、有笑

有淚，參與的學生齊心努

力，畢業學長姐的傳承，成

就了每一年度的公演。今年度的

公演劇碼為《時空森林》，當舞

臺大幕落下，聽著觀眾的掌聲、

看著孩子興奮討論劇中的故事人

物時，臉上露出的開心笑容，真

是帶給劇團成員最大的回饋和滿

足！

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辦理之2013

年兒童冬令營，課程種類多元，內容豐

富有趣。靜態部分仍以「樂高動力機械」、

「樂高NXT機器人」為最夯；另外，配合春

節節慶特規劃「歡喜過新年」課程，活動內

容除介紹過年、元宵節由來、吉祥話等知性

課程外，並有佈置年貨商店、舞獅、創意燈

籠及搓湯圓等手作課程，內容多元且精彩。

而由范丙林老師推動的「桌上遊戲與多元智

能開發學習營」，在遊戲活動中訓練兒童的

語文表達、邏輯推理、數學運算能力與團隊

合作精神，亦廣受孩童喜愛。

動態課程方面，為促進兒童身心平衡發

展，培養兒童基本體力與運動技能，提升孩

子學習力及強化兒童思緒，同時經由團體遊

戲培養兒童團體生活的適應能力與團隊精

神，進修推廣處每周開設 7項體育課程，含

羽球、桌球、民俗運動、兒童足球、幼兒足

球、籃球等，教學方法以講述、示範、回

答、遊戲法等為主，創造樂趣化的教學。本

校冬令營動態課程結合體育系優良師資團

隊，參與學童人數屢創新高。今年度兒

童冬令營自1月21日起至2月5日止，

為期 2 周，動態課程人數約達 260 人

次、靜態課程

人數約達 135

人次。

102年 1 月 23 日韓國姊妹校首爾教育大學文化

暨學生生活中心金光洙主任與

金炫伶小姐，帶領該校 20 位

同學赴我校展開為期 10 天的

臺灣語言暨文化研習活動。該

活動為兩校學術交流之一大盛

事，也是兩校教師學術交流互

訪外，每年兩校交流最大的一

項活動。今年度的開幕式由本

校副校長曾端真教授代表致開

幕詞，出席開幕式的本校主管

還包括學務長裘尚芬教授、研

發長呂金燮教授、學合組陳嘉

煥組長等人。在簡短致詞後，

曾端真副校長代表本校致贈來

訪老師及學生紀念品，首爾教

育大學金光洙教授也隨後回贈

我校人員紀念品。今年度的兩

校學生文化交流時間，學合組

特別邀請我校極富盛名的扯鈴

隊同學為來訪貴賓表演，並且

教導基本扯鈴技巧。從所有韓

國同學專注的表情看來，今年

度的國北教大文化研習營仍是

大獲好評，非常成功。

韓國仁德大學貴賓來訪

101 年 12 月 7 日韓國姊妹校仁德大

學國際處金鎮永教授與金甫錫先生聯

袂來訪。此次拜訪行程除與本校學合

組陳嘉煥組長就雙方學術交流項目與

規模進行磋商外，兩位貴賓也與該校

目前來我校就讀的兩位交換學生進行

海外學習評估訪談。會談後金教授十

分肯定我校對學生的照顧，也表達歡

迎我校學生赴該校交換之意。此外，

金教授更表示歡迎本校語創系有志於

推廣華語教育的學生，利用前往韓國

仁德大學擔任交換生的機會到他所任

教的華語班上擔任助教。

上海師範大學首度來訪

101年 12 月 11 日大陸姐妹校上海師

範大學王蓮華副校長率領該校 7 位系

所主任及各局處主管來我校拜訪。當

日本校張新仁校長、呂金燮研發長、

三院院長、主任教官及學合組陳嘉煥

組長均親自接待來訪貴賓，並且針對

兩校學術交流管道與模式進行深入的

會談。會談中張新仁校長特別依據過

去多年在高雄師範大學擔任學務長之

經驗，介紹臺灣各大學的輔導機制與

關懷管道。來校貴賓對我校規劃綿密

的就學、就業、心理輔導機制均留下

深刻的印象，並表示非常值得借鏡參

考。

香港教育學院貴賓蒞校訪問

101年 12月 13日姊妹校香港教育學

院國際處何靜經理蒞校訪問。香港教

育學院與本校為結盟多年的姊妹校，

但是雙方過去幾年之交流大多侷限在

教師學術訪問方面，鮮少學生之間的

交流。此次訪問，在與陳嘉煥組長仔

細商談後，香港教育學院何靜經理表

示願意每年提供我校2名交換生名額。

因該校課程採全英文授課，故我校將

來獲推薦之學生須通過相關英文檢定

後始得赴該校交換。目前兩校正進行

交換生合約書之簽訂，預計在三月份

選出第一批交換生於今年九月赴對方

學校展開為期一年的交換生生活。

韓國極東大學國際交流處貴賓來訪

102 年 1 月 7 日韓國姊妹校極東大

學國際協力團團長金鎬城教授與組長

譚道經教授聯袂來訪。此次拜訪行程

中兩位貴賓特別要求與該校赴我校交

換的兩位學生見面，了解她們在臺灣

的求學及一般生活狀況。在得知我校

學合組及國際學生文化交流社為所有

外國學生在假日安排許多大大小小的

活動，並且積極輔導她們選課與參與

社團活動後，兩位來訪教授對我校照

顧外國學生之用心深表敬佩。

除此之外，來訪教授有鑑於我校每

年申請前往韓國各大學交換的學生數

量逐年增加，當場允諾願意增加我校

與該校之交換生名額，並且開放我校

已修畢華語學程之學生前往該校從事

華語教學實習，實習期間得在該校免

費學習韓語及住宿。

外籍學生宜蘭文化參訪

101年12月8日學合組為本校所有外

籍學生與交換生安排了一趟宜蘭文化之

旅。本行程由學合組組長陳嘉煥老師親

自帶隊，參訪地點包括著名的蘇澳白米

木屐村、南方澳南天宮媽祖廟、宜蘭市

橘之鄉蜜餞觀光工廠、金車威士忌觀光

工廠，和赫赫有名的羅東觀光夜市。由

於行程安排許多活動讓同學實地操作，

並且一一品嚐當地許多著名的特色小

吃，所以當日參加行程的近 20 位同學

都對宜蘭豐富的文化觀光產業留下非常

深刻而正面的印象。

期末外籍學生餐會

為表達本校對所有外籍學生之關

懷，學合組特別於 1 月 18 日舉辦期末

餐會。由於今年度前來本校就讀的部

分韓國、澳門、及大陸學生只能在台

停留半年，所以這一場期末餐會也成

了這些同學的離別餐會。餐會由學合

組組長陳嘉煥老師親自主持，陳老師

勉勵各位在國北教大唸書或是即將返

國的外籍學生，珍藏臺灣濃濃的人情

味並且好好繼續努力。



101年 12 月 14、15日晚上七時，本校體育系 102

級的體育表演會，在張新仁校

長、曾端真副校長及體育系大

家長水心蓓主任聯手啟動開幕

儀式後，於體育館正式展開。

體育表演會從體育系第一屆畢

業生（86級）創辦至今已邁入

第 16 年，為本校每年校慶重

點節目。每屆體表會都有不同

的精神指標，今年的精神指標

是：「運動 EO2，活力無限

度」。EO2 也是體育系 102 級

的代表符號，E可解釋為Exer-

cise；O2 可表示為氧氣，生命

必需品的意思，EO2所想展現

的就是透過運動活出美好的人

生。本次體表會精心策劃的12

個節目，涵蓋各項體育活動，

場場精彩，各具特色。例如：

●戰鼓（鼓）：鼓乃民間傳統

技藝，藉由鼓的表演所要求

之整齊、到位、精神三大元

素，呈現出屬於體育人獨樹

一格的態度，氣勢磅礡。

●誰羽爭鋒（羽球）：本節目

以「三百壯士」為背景，將

羽毛球加以改造，並製造出

以羽球為特色的打鬥場景，

更將競賽畫面融入其中。

●美味關係（體適能）：以全

民化有氧為主題，利用短暫

的五分多鐘讓大家感受到有

氧運動的樂趣，表演中穿插

舞蹈使表演更生動，讓觀眾

更能融入有氧體適能的運

動。

●王牌天繩（跳繩）：跳繩被

歸類於民俗體育，是一項極

佳的健體運動。在花式跳繩

方面有個人、雙人以及團體

的表演，藉由個人繩、雙人

繩、中繩及長繩等簡單的繩

子，來變化成各式各樣的動

作，它的節奏律動感及不同

繩子之間的方位變換是欣賞

的重點。

●龍爭虎鬥（空手道）：表演

結合空手道流派中的「系東

流」和「松濤流」，以及用

來鍛鍊自身協調與武器間和

諧的空手道兵器－雙節棍，

呈 現 出【武 技】的 本 質

「擊、打、踢、擋」，和

【武器】的特性「有軟、有

硬、有長、有短」的君子武

術，本節目以白勇者、黑武

士的龍虎之爭，展現空手道

的力度與收放自如的武藝特

性。

●不可能的任務（扯鈴）：以

高難度的技巧結合肢體動

作，呈現不可能的任務之精

神，並與電影中的配樂做完

美的搭配，帶給觀眾別於以

往的視覺、聽覺效果。

●舞力全開（班節目）：由體

育四學生帶給大家不一樣的

視覺新感受，呈現出 102 級

熱情、奔放的肢體表演藝

術，最後由 102 級班導師蔡

葉榮老師，帶領大家以精采

有活力的騎馬舞結尾，呈現

表演的主軸－運動EO2．活

力無限度。

本屆體表會整個籌備過程，

包含活動流程、企業贊助以及

內容的安排，夥伴們投注了許

多心思，不只學習到如何辦一

場屬於自己專長的另類表演，

彼此間的溝通與討論，也都是

課堂上學不到的人生經驗。在

掌聲響起的那一瞬間，覺得一

切的辛苦都值得，這些努力將

成為自己的驕傲，這些美好的

回憶也將留在我們心中。

101學年度臺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系所 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資訊科學系二年級 賴俊學、余承泰、竺明緹、趙福懋 自走車撞球/佳作 許佳興

資訊科學系一年級 孫敏翊、湯珮茹、李盈潔、郭雅筑 越野車競速/佳作 許佳興

資訊科學系 張耀元、黃泓棨、周昱呈、林怡瑄 越野車競速/第一名 許佳興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陳廷鈺、林育嬋、曾世佳、陳哲正 自走車相撲/第一名 巴白山

楊孟哲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一年級
陳哲正、曾世佳、謝奕安、江舜智 自走車相撲/第二名 巴白山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一年級
曾世佳、鄭翔文、陳禹妁、周書瑜 自走車相撲/第三名 巴白山

盧姝如

2012 IKF世界青年合球錦標賽
系所 姓名 榮譽事蹟

體育學系

高禎佑、林思宇、全盈燕、

畢業校友曲書平、陳品鳳、黃映璇

曲書平

陳品鳳

中華 U23合球代表隊賽第 3名

獲選本屆明星隊隊員

摘下得分后冠

電子書創作大賽優選獎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

碩士班碩一鄭芸茜、鄭尹惠、劉巧伶

參加2012電子書創作大賽，榮獲平板

類‧學生組優選獎。本作品藉由故事

繪本形式傳達落實垃圾分類的概念，

以眾所熟悉的童話故事情節揉合分類

互動小遊戲，讓神仙教母和灰姑娘來

教導孩童如何簡單學會辨別廢棄物的

分類。有別於一般電子書形式，本作

品採用高互動人機介面設計，讀者從

指揮故事主人翁的反應中，親自參與

分類而促進故事進行，結合遊戲與簡

短故事的形式來傳達設計理念，大幅

增加閱讀作品的娛樂性。

「智慧辨識影片創意擂台」佳作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

碩士班一年級學生王庭筠、林育陞、

鄭寶琳，在林仁智老師、巴白山老師

的帶領與指導之下，參加由經濟部商

「101年度資安系列競賽」
海報徵選入選獎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

碩士班學生簡志宇參加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主辦的「101年度資安系列

競賽」海報徵選，以作品「那些年，

我們一起沒登出的日子」榮獲入選

獎。從1,000多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

的「那些年，我們一起沒登出的日

子」，係以家喻戶曉的熱門電影【那

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為發想

點，並加入幽默的元素，讓回憶從

“我們一起追女孩”變成了“當時沒

登出所以我們一起付出慘痛的代

價”，藉此讓海

報更加吸睛、也

更能引起共鳴，

以達到提升全民

資安意識、推廣

資訊安全重要性

的目的，並喚

起民眾對資訊

安全的重視。

業司、台北市電腦公會主辦之「智慧

辨識影片創意擂台」，作品「好智慧

辨識好機會」脫穎而出獲得佳作獎。

此次競賽主要為擴大推廣智慧辨識服

務概念，徵求更多可行且具創意之構

想，提出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智慧

辨識服務應用創意並拍成影片，藉以

激發商業服務業者發展新型態的服務

模式，以為民眾帶來加值服務及便利

消費的生活環境。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師生校外參賽獲獎紀錄一覽表

學生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詹騏謙、孫裴 2012-4C數位創作競賽-動畫劇本組/大會頑石企業贊助獎 范丙林、蕭雅真

林昂東、鄧暉 2012-4C數位創作競賽-遊戲創作組-PC/大會銀獎與樂陞贊助獎 范丙林

徐紹銘、徐珮宜、謝宏安 第 3屆海峽兩岸互動數字內容設計大賽 IMEA2012移動應用學生遊戲組/銀獎 范丙林

韓秉軒、吳佳璋、莊雅智、許銘峯 H o t智慧生活創意創業服務設計競賽/最佳創意獎 蕭瑛東、俞齊山

韓秉軒、吳佳璋、莊雅智、許銘峯 行動終端應用軟體創作專題競賽/第三名及最佳注目獎 蕭瑛東、俞齊山

王昶中、鄭芸茜、王庭筠 2012第六屆交通安全 FLASH影音動畫大賽機車安全組及汽車安全組/佳作 范丙林、林仁智

王庭筠、林育陞、鄭寶琳 2012經濟部商業司 iService智慧辨識服務推動計畫智慧辨識影片創意擂台競賽/佳作 林仁智、巴白山

簡志宇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101年度資安系列競賽-海報徵選/入選獎 范丙林

蔡華棣、林育陞、王庭筠 第 17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務創新大賽—臺北生活好便利服務創新應用組/第二名 林仁智

黃聖元、林育嬋、黎俞均 2012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人工智慧自走車競速/佳作 巴白山、蕭瑛東

陳文敬、黎俞均、李育馨、

羅雅婷、林玫均、郭 澔
2012華義創新軟體競賽/佳作 蕭瑛東

李育馨、林育嬋、林玫均、

廖婉詞、趙詠捷、黎俞均
2012漢字動畫創意競賽/最佳故事片獎 巴白山

吳佳璋、黎俞均、林玫均 第四屆本土生命繪本暨動畫創作徵選活動/繪本類佳作 巴白山、盧姝如、

楊孟哲

鄭芸茜、鄭尹惠、劉巧伶 2012電子書創作大賽/平板類．學生組優選獎 范丙林

101全國語文競賽
系所班級 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臺灣文化研究所一年級 邱惠鈴 客家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邱蕙良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池佩珊 客家語字音字形第四名 邱蕙良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三年級 張鳳容 客家語演說第五名 吳伊平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級 王嘉華 國語字音字形第五名 江淑惠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柯玫姍 閩南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盧廣誠

特殊教育學系四年級 施婉婷 閩南語朗讀第六名 周美慧

校外文學獎

系所班級 姓名 獎項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林恕全

．2012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首獎
．第 5屆蘭陽文學獎小說組/第二名
．第 5屆蘭陽文學獎民間故事組/佳作
．2012第七屆懷恩文學獎兩代寫作組/優勝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趙文豪 第二屆臺中文學獎台中之書徵文活動/佳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游善鈞 第二屆臺中文學獎新詩類/第二名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陳亮文 第四屆桃城文學獎現代詩類組/佳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三年級 林芷嫻 2012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新詩類/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