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教育學院於 102 年 8 月

19、20 日舉辦由教育部與

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指導的「我看見你了：在動漫中

與我的宅學生相遇」研習活動，

希望藉由研習的議題與活動內

容讓參與教師與民眾對於動漫

文化有更深一層的瞭解，進而

對動漫與青少年之間的影響與

關係有更多不同的想法與應用。

此次研習邀請三人一體的

「傻呼嚕同盟」，以及探討動

漫文化與青少年心理相互影響

具有豐富經驗的楊舒涵老師與

魏與晟老師兩位諮商心理師蒞

臨講習。「傻呼嚕同盟」是

1997年成立的同人社團，分別

由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兼任助

理教授黃瀛洲老師（Jo-jo）、

東海大學物理系教授施奇廷

（AIplus）老師、中原大學物

理 系 副 教 授 許 經 夌老 師

（ZERO）三位老師所組合，

多年來致力推廣動漫文化，在

各級學校舉行相關講座，於各

大報章雜誌發表動漫畫評論、

青少年次文化探討等專欄文

章，並出版各式相關書籍，在

各大專院校講授全台獨一無二

的「御宅學」課程與 ACG(動

畫、漫畫、遊戲)相關學程，

是本次研習會絕佳的引領人。

第一天研習議題：「我的學

生為什麼那麼「宅」？─談御

宅文化的形成與意涵」，探討

臺灣與日本對於宅的了解；第

二個議題探討「與宅學生的衝

擊─如何以動漫畫帶動教學」，

討論主題是「想要你了解，我

存在的世界」，與會老師與民

眾互相分享看動漫的經驗。第

二天的第一個議題是：「從幻

想到現實，用精神分析觀點談

動漫之於教育」，討論對「御

宅族」的了解，並探討如何在

動漫教育中從幻想跨到現實的

授課理念。第二個議題是「在

動漫中反覆尋找自我的青少

年─從動漫文本中理解青少年

發展」，深入思考宅學生青少

年的成長，希望參加研習的教

師對於教育這樣的學生有更多

新的想法。最後議題由楊舒涵

老師引領探討現在孩子面臨的

問題：「問題兒童來自異世

界」，提醒注意孩子人際關係

的虛擬化，給予關心與協助。

經過兩天的研習，期盼參與

的老師能將這次研習的心得與

收穫實現在自己的教育方式

中，用以引領不同世代、不同心

理的孩子有更好的學習狀況與

適應社會快速變化的能力，共

同努力讓孩子擁有良好的成長

過程及正面人生的思考與影響。

本校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與國小師資培育聯盟社

會學習領域教學中心、台灣公

民實踐教育學會於 102年 8月

22 日在本校至善樓國際會議

廳合辦「2013 年臺灣公民實

踐教育之理論與實務研討

會」，邀集關心公民教育實踐

的學者及來賓踴躍參加，現場

討論與交流分享回饋熱烈。

會議由社會關懷課程與教學

築夢計劃作品發表揭開序幕，

提供與會者新的教學理念：學

習過程中融入社會關懷，藉由

班級經營與社會科教學的機

會，統整品德教育、媒體融入

教學、社區教育、在地文化，

提供學習者多元學習機會。

研討會主題涵括：社會關懷

的公平正義、環境與資源分配

的社會正義、公民實踐教育的

理論與教學策略及十二年國教

中的公民實踐教育探討。共有

17篇論文分場次進行發表，各

場發表後，主持人、評論人及

與會來賓皆熱情分享研究與教

學心得；豐富的公民思維探討，

更展現公民參與的活動力。

主題發表後的圓桌論壇主題

為：如何落實培養現代公民的

理想。從國家教育課綱、跨國

公民素養比較、民間社會投入

與社區公民實踐教學評量等角

度切入進行討論。完整面向的

公民教育實踐探究，猶如一場

總舖師用心上菜的學術饗宴。

本校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感

謝各界與會者對公民教育實踐

的投入參與，期望以本研討會

的拋磚引玉，能帶起公民社會

追求社會正義的風潮與公民參

與能量。

為培養師資生實踐關懷弱

勢、奉獻服務之精神，本

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於

102 年 7月 1日至 8月 15 日辦

理「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

神教育服務計畫」。本計畫目的

除了實踐史懷哲精神之教育情

操，關懷弱勢的人道精神，亦

可增進同學的教育專業知能。

本次分別至新北市貢寮、

雙溪、瓜山、中角、澳底、萬

里 6 所國民小學進行服務，

共計70位師資生參加，服務

學童計有 308 位。服務隊同

學採集體住校方式，輔導科

目由原班級導師決定。本中心

前主任吳麗君教授與現任主任

翁聖教授，分別率師資培育

暨就業輔導中心人員，前往服

務國小慰勉服務隊同學並致贈

各校感謝牌。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教育訓練

組為提昇全校師生、教職

員工電腦資訊能力以及推廣電

腦資訊應用，特別於八月份在

本校視聽館 F308電腦教室，針

對不同主題辦理暑期電腦研習

課程，邀請智域公司專業講師到

校為同仁解說上課。本次課程

共辦理3梯次，分別為：8月15日

下午13:30~15:30「微軟相關產品

認證啟用說明會」、8月 22日下

午13:30~15:30「EXCEL 應用」以

及 8 月 29 日下午 13:30~15:30

「POWERPOINT簡報應用」。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為鼓勵參

加意願，除課程全程免費外，

本校職員同仁報名且全程參加

活動者可登錄公務人員數位學

習時數，此外，開設的課程多

半以實務為主，以利同仁處理

行政事務達到事半功倍之效。

講師豐富的電腦教學經驗與授

課技巧，讓前來聆聽的學員受

益良多。

活動名稱 時間/地點 活動內容

「逐夢地圖」

心理衛生週

10/14~18 12:00~13:30
學餐前空地

◎心理測驗：幫助同學探索自己夢想的方向、對

夢想的準備程度及在時間的過程中需要注意的

地方。

◎明信片傳情：邀請同學將對夢想的熱情，傳遞

給身邊的親友。

「築夢踏實」全校講座：

CHOCOBear環島之旅
—一個社會「菜焦兒」的

築夢筆記

10/22(二) 15:30~17:30
至善樓 B1國際會議廳

邀請台大農化系畢業的巧克力葛格-黃書韋，分享
精采的追夢過程。

「逐夢三式」

團體/工作坊系列：
用樂高打造夢想的堡壘

—生涯探索工作坊

10/19(六) 9:00~16:00
至善樓 202室

邀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心理諮商學系曾文志教

授，帶領各位同學透過發現自己的特質與資源，

來為生涯發展注入「心」的力量。

「逐夢三式」

團體/工作坊系列：
微‧愛情

11/18~12/23
每週一晚上 18:30~20:30
至善樓 202室

由涂耀丰與李季芳實習心理師帶領各位同學探索

屬於自己的愛情故事。

「逐夢三式」

團體/工作坊系列：
來大學讀冊—

新生高關懷團體

11/ 7(四) 11/21(四)
11/28(四) 12/ 5(四)
17:30-20:00
至善樓 202室

由李俊賢心理師帶領大一同學，為大學生活必經

之路預做準備，主題如下：

1.大學生活通 2.廣結好人緣
3.愛情練習曲 4.興趣萬花筒

「夢想起飛」

徵文競賽

10/14開始開放上傳、
10/14~12/13開放投票、
12/13截止統計得票數。

邀請學生將自己的「逐夢計畫」以文字敘述配合

圖片說明的方式，分享在心輔組 Facebook粉絲
專頁。活動期間在心輔組粉絲專頁開放大家投票

按讚，同時也會進行實體投票。得讚數加上實體

得票數前三高者將在期末頒發贊助獎金。

「臥龍四夢」

班級座談系列

開放全校教師以班級為單

位，於期初預約申請，再

配合該班時間入班實施。

由心輔組實習心理師各準備四項不同主題之生命

教育與兩性關係心衛宣導，題目分別為：

◎愛情難不難—親近我的親密關係

◎心靈平衡木，你踩穩了嗎？

—壓力時代的自處之道

◎叔本華的刺蝟—人際關係中的兩難

◎打破心情童話—探索焦慮與憂鬱

本校102學年度各類科教育

學程甄選已於 8 月 27 日

順利辦理結束，共計有142位

學生報名，1 位報名資格不

符。本次甄選錄取名額包括國

小學程40名、特教學程35名

及幼教學程 8 名，並已於 102

學年第1學期開始修習課程。

近年來隨著大環境經濟不

景氣，沉重的現實壓力

使得我們漸漸失去夢想未來的

能力；也因為過去的教育缺乏

對創意、勇氣的著墨，讓我們

在面對自由自主的大學生活

時，常感到茫然、困惑。因

此，心理輔導組於102學年度

第1學期特別規劃一系列活動

（如下表），藉此激起同學

對未來、對夢想的熱血，並衍

生出實際行動以充實大學生

活。期待大家能享受追夢過程

中的經歷與磨練，並重拾對生

命的熱情與希望。

另外，心輔組也提供長期資

源供全校師生使用：

●「攜手追夢」個別諮商服務

每周提供個別諮商時段 60 小

時，歡迎有需要的同學親自前來

至善樓203室心輔組預約初談。

●「圓夢快訊」本組facebook
心理衛生推廣平台

運用網路社群平台 facebook

提供各項活動訊息及心理衛生

資訊，使用者可隨時上線閱覽

紓壓資訊，並可參與互動討

論。

歡迎全校師生加

入「溫馨歇腳處」

粉絲團，豐富您的

身心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