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郭葉珍組長及 20名學生
赴韓國首爾教育大學參加語言

與文化研習活動

102 年 7 月 15 日至 24 日，本校

學合組郭葉珍組長帶領 20 名學生

至韓國首爾教育大學參與該校舉辦

之語言與文化研習活動。研習課程

包括基礎韓語、認識韓國傳統音

樂、韓國飲食文化與實作、校長講

座、韓國武藝跆拳道等；校外參訪

則包括韓國民俗村體驗，並造訪昌

德宮、仁寺洞及清溪川等歷史古蹟

與現代文化。透過本次短暫而頻繁

的文化交流，提升了本校學生對韓

國語言和文化的了解與認識，並達

成兩校實質交流的目的，增進雙方

友好的情誼。

姊妹校大陸西北師範大學 16名師生
蒞校參加文化研習活動

102 年 7月 20 日至 7月 24 日，姊妹校大

陸西北師範大學共 16位師生蒞校參與為期

5天的臺灣文化研習活動。本次活動內容包

括本校北師美術館導覽及進修推廣處暑期

夏令營課程參訪與座談、淡水八里小鎮風

情走訪、國立故宮博物院、陽明山國家公

園及臺灣夜市文化參訪體驗等。研習期間

全程由本校師培中心師生與學合組接待，

大陸姊妹校學生在實際體驗臺灣文化風情

之下，與本地學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本

校師生預訂於今年 8 月中旬回訪該校，期

能透過課程研習、文化參訪以及學生交

流，拓展本校學生國際視野，並促進本校

及姊妹校之間的實質交流。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於102年

6 月 26 日在篤行樓 Y603

未來教室舉辦「未來教室啟用

儀式暨體驗活動」，邀請全校

一級主管實際體驗新落成之未

來教室創新教學模式。

未來教室之建置為六角形桌

椅擺設，可隨分組多寡或是討

論需求而自由排列組合，並具

備50台平板電腦、8台環繞液

晶螢幕以及大型互動式電子白

板，另有實物提示機及遠端視

訊會議系統，搭配未來教室內

的互動學習系統、即時反饋系

統、診斷系統等軟體，讓師生

能在便利、高效能的互動智慧

環境中發揮創意，進行雙向的

教與學。

活動中特別邀請教育部委託

「行動學習試辦輔導計畫」主

持人計網中心劉遠楨主任，進

行行動學習現況分享；並安排

未來教室實作體驗之活動，讓

所有與會嘉賓實際體驗互動學

習之樂趣。本校張新仁校長表

示，行動學習乃未來學習之趨

勢，本校為具備傳統優良基礎

之精緻型大學，利用此嶄新教

學場域，並結合本校專業領

域、創新教育現場的分組合作

學習及行動學習，將推動新一

波的學習革命，成為全台第一

的雲端教育大學！

由本校人文藝術學院主辦

的「詩歌小夜曲」詩人

朗誦會，6月 3日晚間七時在

至善樓國際會議廳展開，十

二位重量級的詩人群聚，無

一不是詩壇的代表人物，包

括向明、管管、吳晟、蕭蕭、

白靈、陳育虹、陳義芝、李勤

岸、洪淑苓，以及本校的師長

向陽、孟樊、方群。多位詩人

難得湊在一起，在台上朗讀

他們的代表作，吸引許多外

校的詩歌愛好者前來聆聽，

並一睹眾多詩人的神采。

詩人們或搭配音樂朗讀、

或輔以照片呈現內涵，更間

雜有古詞吟唱和鏗鏘地對話

與獨白。那文字的節奏、多

樣的意象，呈現迥異的風格

與調性，如同夜空繁亮的星

子齊聚，讓北教大校園充滿

悠揚詩歌，猶如一曲沈醉在夏

夜中的小夜曲。

朗誦音韻直到更深九時許

方才停歇，這場活動展現了

台灣現代詩的多音交響，令

聽者沉醉；尤其，吳晟先生

專程由彰化溪州北上，更顯

對於活動的支持，令人感動。

會後許多讀者把握難得的近

距離接觸機會，熱情與詩人

合影、簽名，主辦單位也請與

會詩人合照紀念，留下這張

今年詩壇最壯觀的合影。

本校張新仁校長及學合組郭葉珍組長赴韓國姊妹校參訪

102 年 5月 28 日至 6月 5日，本校張新仁校長及學合組郭葉珍組長先

後拜訪韓國國立首爾教育大學、仁德大學、極東大學、清州教育大學及

大邱教育大學等校，進行國際學術交流與商討未來合作模式與方向。藉

由實地參訪，除了維繫雙方友好合作關係，亦探訪本校赴韓之交換學

生，更深入了解姊妹校特色、各項設備資源，汲取各校辦學經驗與精

神，於促進本校多元發展助益匪淺。

姊妹校交流備忘錄簽署及續約

本校已完成與法國馬恩河谷大學及日本大阪教育大學之兩校交流備忘

錄續約相關事宜，現正與日本大妻女子大學、東京國際大學洽談簽訂兩

校交流備忘錄及學生交流協議。研發處學合組積極與海外知名大學洽談

姊妹校合作交流事宜，期待能透過交流協議的簽署，以國際化的角度與

國外姊妹校進行更多元的學術文化交流。



最終達到實質性別平等。

為使本校教職員工具有性別

主流化概念，提升對性別平等

相關知能，人事室於 102 年 6

月19日舉辦「性別主流化教職

員工訓練研習」，特別邀請本

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廖玉蕙教授

主講「如何營造愉悅的兩性關

係」，期盼所有教職員工對性

別關係議題有更深一層之認

識。

廖玉蕙教授除講授兩性關係

經驗外，更分享多種人際關係

技巧，教導找出破壞良好互動

的因素，另亦分享營造兩性關

係愉悅的要件。除此之外，廖

老師也不忘提醒同仁涵養成熟

人生觀，才能有圓融兩性關

係，要能自愛，也要能夠愛

人，最後才能勇於面對人生。

研習活動中，廖老師生動舉

例，不斷將理論貼近實務，其近

距離的講演、活潑的肢體語言

及抑揚頓挫，使短短 2 小時的

研習時光，現場笑聲不斷、互動

熱絡非凡，參與同仁收穫良多。

為鼓勵本校人文藝術學院同

學展現藝術才華，發揮熱

情青春活力，學院在6月10日

晚間七時舉辦「創意夜總匯」

學生表演競賽，希望能激發學

生創意，加強同學間的凝聚力

與團隊合作。參賽者在競賽

前，無不卯足氣力，努力彩

排，準備在競賽中大顯身手。

開場致詞時，學院的大家長

顏國明院長也跟著變裝搞怪，

穿戴非洲式的花襯衫一起為同

學加油打氣。大受好評的嬉班

子非洲鼓舞團，繼開幕式之後

再度登場！江季鴻學長帶著團

員精湛的演出，一出場便炒熱

氣氛，也讓學弟妹們大開眼

界。正式競賽中，數隊動感熱

舞，讓全場尖叫聲不斷、血脈

賁張；而新改編的戲劇牛郎織

女與徐志摩小傳更是讓大家笑

到流淚，全場無不跟著舞台起

伏，氣氛HIGH翻天。負責帶

動的主持人陳慧宜同學，串場

流暢，展現本學院學生各項才

能兼具的功力。

雖然各組表演皆十分精采，

還是得評選出三組優選。在專

業評審夏學理老師、陳建廷老

師、蘇達老師的講評後，決定

優選為「KING&QUEEN」、「語創

快樂熱舞團」、「志摩後援

會」，另外「花樣少男少女」獲

得最佳整體設計獎，「乒乒砰

砰」獲得最佳團隊精神獎，活

動圓滿結束，人文藝術季活動

劃下句點。明年活動將擴大舉

辦，以雨賢廳為舞台，獎金加

倍，讓同學能全力秀出創意，

奪得榮譽！

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於7月

24 日辦理「雙效合一」

讀寫策略教學—以國語科為

例」教師研習，由陳麗雲老師

規劃，邀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

小學溫美玉老師主講。本次研

習活動報名十分踴躍，網路開

放報名一星期內，便迅速衝破

因場地而設限的 190 名員額，

足見本次研習規劃的主題符合

國小教師專業知能發展與教學

實務需求。

研習會開場，由陳麗雲老師

以緩而優美的文句、像詩一般

的朗讀，為這場研習課堂做了

經典的開場白。課程中，主講

溫美玉老師以「『說明文』怎

麼教才精彩？」作為整個教學

主軸，分享教學觀念和實作經

驗，像是「『說明文』藏在哪

裡？」、「閱讀策略在『說

明文』教學的應用」、

「說明文的延伸寫作

教學」⋯⋯等。透過

文章、自行錄製的課

堂影片還有現場老師學

習的經驗分享，讓學員更能清

楚地感受與了解語文教學與創

作的實務操作。

研習會中場休息時間，溫老

師更分享她多年來收集學生的

作品供與會學員參閱，學員認

真閱讀有如拾獲寶物般地拍照

留存參考，不斷與溫老師互

動，彷彿一場「粉絲見面會」

般熱鬧。歷經 6小時的研習課

程，在溫老師令人讚嘆的教學

經驗和幽默感下，學員幾乎忘

卻時間的存在。活動後的問卷

內容，隨處可見參與學員讚賞

研習活動的成功，期盼學校能

再舉辦這類有意義且實用性的

研習活動。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於 102 年 6月 14日主辦

「教育與人才培育：K-12 到

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特

別邀請教育部陳德華常務次

長進行專題演講。透過次長

的分享與演講，與會者更了

解台灣教育之培育策略與趨

勢。

本次研討會針對教育與人

才培育進行「K-12 教育制度

設計」、「高等教育人才培

育」、「K-12教師專業發展」、

「K-12 課程領導與實施」、

「K-12 科學教育教學」及

「K-12 學習共同體與實踐」

6 項不同的研討子題進行討

論，共 15 篇口頭論文發表，

10 篇壁報論文發表。邀請到

臺師大洪仁進教授、游進年

教授、前國家教育研究院籌

備處教育人力發展中心主任

李俊湖教授、市立教大黃旭

鈞教授、臺東大學熊同鑫教

授與新北市秀山國小林文生

校長蒞校擔任研討會討論

人，進行評論與指教。

研討會最後由本校曾端真

副校長主持教育圓桌論壇，

深入探討教育與人才培育之

相關議題，師生踴躍發言與

討論，建立起良好的互動與

對話，師生獲益良多。

「性別 主流 化」（Gender

mainstreaming）是聯合國

在全世界推行的一個概念，

1995 年聯合國第 4 屆世界婦女

會議通過「北京行動宣言」，正

式以「性別主流化」作為各國

達成性別平等之全球性策略。

「性別主流化」是一種策

略，也是一種價值，希望政府

的計畫與法律要具有性別觀

點，並在作成決策之前，對男

性和女性的可能影響進行分

析，以促使政府資源配置確保

不同性別平等享有參與社會、

公共事務及資源取得之機會，

系所 教師姓名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曾慧佳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蔡敏玲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魏郁禎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倪明萃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何東憲

語文與創作學系 陳清俊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鍾 靜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陳友倫

單位/職稱 新任

理學院/院長 賴慶三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李宜玫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含英語教育碩士班）/系主任 黃淑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含碩士班）/系主任 林志明

教務處/教務長 楊志強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郭麗珍

進修推廣處/處長 巴白山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主任 翁聖

系所 職稱 姓名 學經歷

音樂學系 助理教授 李雅婷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音樂系作曲組博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專任助理教授

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鄒小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教系博士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教系專任助理教授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蔡志偉
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學博士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系專任副教授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約聘助理

教授

許一珍

許育健

陳文成

新南威爾斯大學設計學系博士

崇右技術學院專任助理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1.臺北市南港國小教師、組長、主任
2.市北教大學講師、助理教授
3.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輔導員
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

1.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同科兼任助理教授
2.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3.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講師/助理教授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約聘助理

教授
蕭世輝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博士

1.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環境資訊系化學組博士後研究
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自然系博士教師、兼任助理教授

為提昇本校學生事務處網頁品質，提供最新資訊服務及豐

富網站內容，期能大幅增加網站瀏覽率並突顯學務處特

色，特辦理學務處網頁建置競賽。競賽主題依學務處精神及

各組業務設計全新的網頁版型(可參考原網頁 http://dsa.ntue.

edu.tw)，歡迎本校學生、校友、教職員踴躍參與，如為團體

參賽，需附上全部創作者之同意書，並推派、授權代表 1

人，全權處理一切事宜。作品經評選佳作且經學務處使用並

完成網站上線者，頒發獎金 50,000元；經評選佳作但未經學

務處使用者，頒發獎金2,000元。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02年

10 月 15 日止，逾期恕不受理。參賽人員請於收件截止日前

將「報名表」(紙本)及「作品光碟」(內含報名表及參賽作品

檔案)繳交學生事務處學務長室。詳情請參閱活動辦法 http://

www.ntue.edu.tw/self_store/20/self_attach/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務

處網頁建置競賽-1.doc。



本校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
班）范丙林、巴白山和俞齊山

三位教授帶領學生參加國立勤

益科技大學主辦之第三屆「全

國鈊象盃遊戲與遊戲機創意設
計比賽」，分別榮獲第二名、

第三名、佳作與最佳創意獎，

表現優異，為校爭光。

第二名得獎作品「動物回收
大作戰」透過碩士班學生王昶

中的巧思，以資源回收與動物

的生活兩種不同類型，作成適

合小朋友學習的遊戲，遊戲結
合特殊控制方式與多種類型的

玩法，獲得評審好評。由碩士

班韓秉軒、簡鈺軒、莊雅智、

謝奕安與大學部許銘攜手打
造的「The Pilot of UFO」，讓

玩家體驗在太空中操作幽浮，

獨特的混搭控制聲音、按鈕及

手勢獲得第三名佳績。「追足
者」冒險遊戲由碩士班張廷宇

與黃御恩製作，以滑鼠滾輪移

動的創意發想，獨特的故事內

容加上美術畫面與音樂巧妙結
合而成的氛圍，獲得佳作。除

此之外，亦有許多獲得最佳創

意獎的作品，介紹如下：

「歡迎光臨搖搖飲城」

由碩士班林玫均、陳文敬、

羅雅婷、李育馨、黎俞均製

作，讓玩家扮演搖搖飲城的工

作人員，當顧客點選飲料時，
藉由觸碰螢幕選擇對應的

材料，並使用特別製作的

搖搖杯裝置努力地搖，將顧客

點選的飲料完美呈現。另外亦
有 APP 版 本 的「搖 搖 飲

城」，由碩士班李育馨、陳文

敬、羅雅婷、吳偉義、郭澔利

用移動平台本身的硬體功能，
將搖搖飲城的搖搖杯重現在移

動平台上。

「Rubiks Linker」
為新型態的水管工人遊戲。
碩士班簡鈺軒、張銀軒、吳偉

義、吳佳璋結合了魔術方塊結構

的特性，將水管工人創造出3D

的嶄新遊戲體驗，玩家除了要
旋轉水管之外，也要轉動魔術

方塊讓水管可以連接在一起，

將遊戲挑戰提升到不同層次。

「大嘴怪吃壽司」

玩家扮演大嘴怪要來吃壽司

了！碩士班劉巧伶、簡志宇讓

玩家以「坐下」這種新奇的操

控方式吃壽司，玩家要注意畫
面上出現的壽司是否是真的壽

司，是的話就要趕緊坐下令大

嘴怪吃到壽司。

「起司！起司！」

由碩士班劉巧伶、鄭芸茜製

作。玩家要在貓咪睡眠時控制

老鼠打氣爆破氣球嚇跑貓咪，

以便吃到起司，但是要注意不
可以被貓咪發現。

「企鵝的夢想」

結合蹺蹺板遊戲方式，製作

者碩士班鄭尹惠、黃御恩希望
結合親子互動，以孩子與父母

玩蹺蹺板的概念，控制遊戲中

的企鵝飛上天，讓企鵝們達成

夢想。

「Kick Off」
以毽球為主題，碩士班楊佳

翰、曹新民、韓秉軒、莊雅

智、簡鈺軒結合節奏遊戲與毽
球，讓玩家在國際賽場，隨著

節奏體驗踢毽球的感覺。

102年 6 月 19 日，一場音樂盛宴在恬靜夏夜裡

展開，本校校友合唱團成果發
表會在創意館雨賢廳正式登

場。此次表演是合唱團從臺北

市校友會歸建校友總會後的第

一次演出，也是合唱團成立後
第一次獨自演出。現場除本校

張新仁校長、團長劉奕權理事

長、李建興副理事長到場致詞

外，一向不遺餘力參加本校各
項活動的退休教授—屠炳春老

師也親臨現場觀賞，更有許多

退休師長、本校同仁、同學以

及團員的親朋好友熱烈參與。

團員們以精湛的演出技巧，

演唱了Kyrie、My Name is Mu-
sic、Let There be Song、小茉

莉、小城故事、夕陽伴我歸、

晚霞滿漁船、到海上來、Fare

You Well、夜來香、青山綠水
好風光、卜卦調、農家樂、愛

的禮物、生命如花籃、奉獻、

隱形的翅膀、花、海濱之歌、

聽泉、鈴蘭等家喻戶曉、膾炙
人口的精彩曲目，充分呈現每

位團員平時的練習成果。中場

休息時間所進行的有獎徵答，

題目與學校歷史文化和合唱團

有關，現場舉手搶答非常踴

躍，氣氛十分熱絡，更在師
生、同學、朋友幽默對談及禮

讓作答的情況中，體現了校

友、師生間濃厚的情感。演出

結束後，退休師長的連聲稱讚
以及親友們的獻花祝福，讓參

與演出的團員們倍感窩心。

此次令人激賞的演出，首先

要歸功於 57 級校友趙開浚老
師的傑出領導以及莊岱儒老師

的精彩伴奏，當然要再加上團

員們的努力以及家人的精神支

持。團員除了平時練習皆踴躍
出席外，成果發表演出前更經

常加場排練，培養合唱技巧與

演出默契，終能成就這樣優秀

的合唱團隊。
本校校友合唱團，於開學後

第二週開始，每週三晚上 7:

00~9:00，在藝術館一樓 110 教

室練唱，歡迎對歌唱藝術有興
趣的校友及教職員加入歌詠人

生的行列。

系所 錄取姓名

心理與諮商學系

（含碩士班）

張淑麗、張家瑜、王奕璇、劉沛穎、楊佳芬、楊景雯、陳坤毅、

李怡婷、張淑麗、黃碧娟、許乃方、陳筠瑾、陳郁忻、許乃方、

陳筠瑾、呂方瑜、白泰澤、陳宛汝、林佩蓉、楊雅秋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含碩士班）

翁維秀、黃芷筠、王志翔、黃懷嬋、王偉方、武芳雅、陳彥云、

張曉琪、林冠圻、錢侑伶、陳靖尹、嚴萱惠、曾瓊盈、黃淑慧、

吳思嬅、郭伊珊、顏百伶、王雅慧、林怡君、張貽慈、馮羿萍、

周琬婷、葉人榕、王詩淇、伍書黎、武芳雅、賴郁潔、徐于婷、

劉芷庭、張馨尹、陳姿妤、謝 瑤、郭佳怡、劉卉珊、連翊安、

成婉寧、簡佳甄、徐若娟、黃湘凌、李淳敬、邱鈺淇、張靜文、

沈欣樺、劉芷庭、吳奕萱、莊婉君、鄭渼蓁、吳靜涵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含碩士班）

林婉蓉、劉玟君、陳昭如、羅珮珊、張崴彥、林昱成、徐于婷、

潘靜儀、翁佳媺、鐘秋嬋、許銪麟、林郁馨、廖曉玲、張佃亦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含碩士班）

許思涵、戴語彤（於 2個縣市重複錄取）、李怡璇（於 2個縣市重
複錄取）、卓 伊、呂美芳、徐敏玹、廖家珮、林穎忠、蔡余欣

（於 2個縣市重複錄取）、蘇筱婷、黃薰瑤、余欣蓉、薛芳茹、
蕭琬霖、黃鈺涵、薛之雅（於 2個縣市重複錄取）、陳韋如、
殷家歆（於 2個縣市重複錄取）、蔡宜蒨、徐偉慈、田孟鑫、
張雅智、馬穎緹、薛雅云、蔡宜蒨、林乃渝、施淳翊、徐靜敏、

徐千淑（於 3個縣市重複錄取）、葉雅欣、蔡碧珊、王嘉菱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含碩士班）

孫琪、宋珊輿、黃珮婷、李婉萍、楊旻婕、林鳳嬌、詹鈞淇、

鄭榕、黃雅琪、徐紹青、陳如琳

音樂學系

（含碩士班）

黃洛琳、廖郁芳、孔怡珺、楊君慧、黃惠君、許銀分、王喜愛、

蕭天寧、吳佳釗、劉敬慈、黃妍婕、陳盈、莊詩亭、王靖玟、

涂維瑋、陳彥好、廖悌妏、王喜愛、蕭天寧

本校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

與遊戲設計碩士班）范丙林

教授帶領學生參加由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主辦，高雄軟體園

區產學策進會執行的 2013「第三

屆放視大賞」，碩士班黃允懷創

作的「守墓人」角色，扣緊比賽
主題：劍與魔法，以一身青綠色

的詭異鎧甲配上沉重的武器，獨特的造

型在眾多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思維工

坊-2D角色創作組第二名佳績。
本校數位科技設計學系（所）致力

於教育性、娛樂性的玩具、教具與遊戲

設計之開發研究，培養數位互動娛樂設

計領域的人才，教師與學生憑著獨特的
創意發想與結合，設計出更多有趣的玩

具與遊戲，經常在各個比賽中發光

發熱，期許更多新血加

入，共創輝煌
佳績。

經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彙整今年全國教師甄試結果，本校畢業生分別

錄取了國小教師 214人次（含一般教師 59人次、自然教師 6人次、英語師
資 41人次、特教教師 51人次、體育教師 24人次、音樂教師 13人次、美術
教師 2人次、專任輔導教師 15人次、系統管理師 3人次）、幼兒園教師 28
人次、教保員 16人次、學前特幼 8人次、國高中教師 19人次，合計 285人
次。錄取榜單如下，且讓我們一起為這群努力不懈的畢業生歡呼、鼓勵！ 系所 錄取姓名

特殊教育學系

（含碩士班）

陳儀亭、胡哲瑋、黃意倫、嚴偉倫、黃品翰、沈立敏、

葉雨昇、賴柏霖、詹乃瑜、廖珈喻、吳惠如、江雅竹、

鄭佑萱、馮鈺棋、藍阡華、黃品翰、劉闊傑、詹乃瑜、

許峰銓、邱秋君、沈立敏、黃尚偉、陳怡伶、謝依珊、

鄭棕懌、陳家葳、林 芸、溫蕙茹、徐于婷、黃梅芬、

蘇家賢、蔡威婕、許禎容、蔡佳妤、李穎漢、王詩惠、

李家君、郭宏吉、陳儀亭、賴婉瑜、何卉珊、陳彥明、

張禕舫、趙怜琄、吳曉婷、曾義祥、黃彥穎、劉育鑫、

林珈弘、謝雅竹、邱心怡、張鏵勻、翁盛楊

教育學系

（含碩士班）

詹怡珍、李宜芬、顏宇珮、彭婉婷、徐瑋憶、連慈婷、

鄭亞盈、紀宜君、陳雅真、林婉婷、游靜宜、李珮育、

彭夢璇、陳怡伶、周如茵、游美淑、徐珮容、葉倩文、

林佳蓉、陳詩儒、陳俊龍、薛蕙娟、許雅惠、張恬愉

語文與創作學系

（含碩士班）

詹怡珍、詹怡珍、周珮君、鍾念紋、洪瑋鍾、洪瑋鍾、

洪瑋鍾、劉致容、鍾孟珍、許志瑛、曹雅雯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含碩士班）

賴尹慧、王燕華、陶怡蒨、蕭仁傑、胡哲瑋、王奕人、

楊靜惠、戴坤邦

體育學系

（含碩士班）

蔡旻修、王羿茹、高婉婷、周彥辛、黃詩帆、張歆怡、

陳麗君、黃嫈琇、劉俊輝、林武城、梁如維、陳嘉琪、

蔡昇樺、陳彥廷、張晏山、李淑華、林峻禾、周宗翰、

黃啟正、葉律君、徐謀康、羅菀瑤、蔡昇樺

教育政策與

管理研究所
王膺涵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

蔡昀珊、彭孟璇、劉謹睿、黃意珊、陳珮庭、吳佳娣、

邱弘昇、林宛瑜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張繻丹、李進發、邱婉婷、謝孟寰、張桂芳

師資班 張白蓉

（資料統計至 9月 3日）

102年度教師甄試榜單



華語文中心為提供給海外

6~15歲的兒童及青少年

利用暑假來台學習華語，特

規劃華語夏令營活動，分別

於 6月 24 日至 7月 10日及 7

月 22日至8月 16日辦理二梯

次，吸引來自美國、法國、

德國及日本等，合計約130位

外籍學員參加。夏令營的規劃

是上午文化課程、下午華語課

程搭配半天或一天之外出參訪

行程。文化課程包含了捏麵人、草

編、傳統童玩等傳統技藝的實作體驗

以及布袋戲、剪紙、原住民舞蹈、扯

鈴等文化學習。而華語課程則依中文

程度高低分為不同班級進行教學。除

了華語及文化課程之外，還安排了許

多的文化參訪與體驗，例如：宜蘭橘

之鄉製作蜜餞、桃園幾分甜觀光工廠

製作鳳梨酥、宜蘭茶園之採茶、烘茶

實作體驗等。

除此之外，營隊活動期間，學員

會有華語歌唱比賽、華語演講比賽及

結業式成果展的學習展現。有些學員

中文程度比較好的，唱起中文歌來駕

輕就熟，有些雖然是初學中文，但為

了比賽也卯足全力地將中文歌詞熟記

於腦中。演講比賽也因中文程度差異

有不同的要求，從簡單的自我介紹、

說故事，到自訂題目、講稿的完美呈

現，即使程度有差異，但是努力的態

度是營隊活動中所需要的精神。

透過此夏令營活動，讓大朋友及小

朋友在這個暑假裡能置身在全中文的

環境中，學習中文、體驗中華文化以

及認識臺灣這片土地之風光及人文特

色。

本校北師美術館以開館大展「米開朗

基羅的當代對話」為主題，與張采

珍老師規劃了一系列豐富的故事活動，

自7月3日起每周三、六14:30~15:30，共

六堂課，讓小朋友能夠藉著故事來認識

藝術，與大師對話。

張采珍老師推動閱讀及故事哲學已經

有 30 年的經驗，曾舉辦行動書坊，從國

內大城市到偏遠城鄉以利開展城鄉閱讀。

「涼夏藝遊—兒童工作坊」除了有深厚

說故事經驗的采珍老師，另結合台北市

故事協會的老師們一同協助教學，提供

工作坊參與民眾最高師資與課程品質。

一般美術館經營，多注重典藏、研

究、展示以及教育四大功能，而往往教

育的部分容易被忽視。本校MoNTUE北

師美術館為大學美術館，有別於其它的

美術館，更積極規劃主題演講、電影講

座和工作坊。這個夏天的「涼夏藝遊—

兒童工作坊」精選數本與展覽相呼應之

繪本，除了精彩的故事內容，美術館的

工作人員更配合繪本演出，穿著一身白

衣白褲裝扮成真人石膏像和參與工作坊

的兒童進行互動，拉近兒童和文藝復興

巨匠米開朗基羅的作品之間的距離。藉

著這樣的方式，使兒童也能夠用他們的

角度理解「米開朗基羅的當代對話」，

這個展覽的策展是由回視、背後以及面

對死亡的沉思這三條主線所構成的對

話。

此工作坊報名及參加者踴躍，除了兒

童以外也有許多成人加入。7月13日曾

因颱風的緣故停課一次，由於觀眾反應

可惜，館方於 7 月 24 日加開安可場。

本活動的成功與觀眾熱情的正面回饋給

與館方極大的鼓勵，未來將會配合新的

展覽，針對不同主題規劃不同的講座以

及工作坊，歡迎師長同學持續關注。

以精緻的、多元的、創新的、樂趣的理念，設

計認知、技能、情意的兒童寫字課程，除了使孩

子不論在硬筆或毛筆的學習力求書寫美觀，亦落

實語文能力指標中硬筆寫字能力指標及認識書法

藝術，並從學習中培養品格，陶冶氣質，發揮精

緻技能的人文修養。是一般坊間較少見的兒童夏

令營課程，突顯本校推廣教育課程的特色。

本校一向重視藝術教育，為啟發孩童藝術

欣賞能力，推廣教育中心特聘從事兒童藝術

教育多年經驗的師資，規劃一系列課程，透

過藝術欣賞的教學活動與融合生活及自然界

的美感經驗，讓孩子從小接觸多種媒材的運

用，體驗藝術多元與創新。

本校體育學系不僅在培育優秀國民小學體育師

資及體育、健康及休閒之相關專業人才有卓越的

表現，對於兒童體育活動的推廣與教育亦不遺餘

力。每年暑期夏令營，體育系優秀的學生教練

們，皆傾盡全力，在推廣教育的體育課程中貢獻

個人專長，舉凡籃球、桌球、排球、羽球、足

球、民俗運動（扯鈴+跳繩）等，都是十分熱門

的課程。

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一年一度的盛

夏大事—兒童夏令營已舉辦多年，由於課

程內容皆結合本校系所特色精心規劃，授課師

資經本校教授指導，歷年皆維持相當水準，報

名十分踴躍，成效頗受好評。今年的課程沿續

以往特色，籌劃融合多元智能、符合兒童身心

發展，並能激發孩子的想像力、學習力的課程，

領域豐富，動靜皆備，可提供家長與孩子多樣

化的選擇，安排一個繽紛有趣的暑假生活。

2013年暑期兒童夏令營自 7月 1日起至 8月 23
日止，共計開設 8 梯次，課程特色及開班情形
摘述如下：

指導兒童進行基本電學與機器人控制的科技實

驗，培養動手動腦的科學能力。藉由「做中學」

的方式，使學習者了解科學原理與機電科技應

用。本課程除了使學習者具備機器人之基本知識

與控制方法外，更能讓孩子學習創意與獨立思考

能力與團隊合作精神。

本課程的教學目標在於透過新式作文教學理

念，讓孩子在生動活潑的教學課程中，喜愛語文，

增進語文表達能力，提升閱讀與寫作技巧能力。

目的是希望孩子能正確使用語文傳情達意，喜愛

語文，感受閱讀的奧秘；進而激發孩子無限的想

像力，達到欣賞閱讀、主動分享的能力，展現自

主學習的興趣。

「環保綠能科技」是21世紀發展的重點。有

鑑於地球資源的有限性，以及開發新能源的重

要性，透過有趣的體驗創作活動，進行有系統

完整性的主題式課程。本課程結合九年一貫課

程設計與最新環保科技，安排具有科學過程技

能、科學與技術認知、科學態度、思考智能、

科學應用、設計與製作的基本科學能力，並能

應用於日常生活當中的活動。教育要向下紮

根，一方面可增進學生多元智能，更可增加孩

子對於環境議題的關心，培養學生正確的能源

價值觀，並全面提昇科學研究風氣，使本校成

為培育科學人才的著名學府。期盼親師生一起

用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