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執行「第
三期獎勵大專校院辦理區

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子
計畫 4：專業內容策展人才計
畫」，結合本校藝設系及文創
系的創意能量與資源，於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規劃設置
「專業內容策展學程」。本學
程除了在課程中提升學生知識
性涵養外，更策畫「國際策展
人系列講座」及「內容策展人
系列講座」，積極邀請國內外
相關領域的專家蒞校演講。期
盼在學理及實務探討外，藉由
國內外經驗及策展實務案例擴
展學生視野。
「國際策展人系列講座」第
一場，由藝設系林志明主任於
102 年 10 月 7~11 日邀請法國
前電影館館長及巴黎羅浮學院
電影策展人多明尼克‧巴依尼
（Dominique Pa ni）教授演講，

巴依尼教授在四場次的講座中
大方的分享展覽規畫資料與文
件，其結合聲光影像的精彩介
紹，讓聽眾彷彿親臨展覽現
場。第二場由文創系林詠能教
授於102年11月19~21日邀請紐
西蘭Te Papa國家博物館翠西‧
波克洛斯基（Tracy Puklowski）
副館長蒞校，在三場講座中介
紹紐西蘭 Te Papa 國家博物館
的歷史與展覽案例，且在最後
一天的工作坊中安排學生分組
討論策展相關問題，讓學生們
動腦思考展覽策畫可能面臨的
問題及解決辦法。翠西副館長
的演講除了策展案例的分享
外，也讓學生思考紐西蘭多元
族群的議題。
「內容策展人系列講座」由
文創系林展立教授策劃，於本
年度 10~12 月間邀請 5 位對於
數位內容、網路行銷經營經驗
豐富的國內業界專家作分享。
第一場邀請 Evernote 雲端筆記
本袁至中（Jeremy），以幽默
風趣的方式介紹 Evernote 產品
設計與經營理念；第二場邀請

網路人氣超高的「up up生產器
—舉牌小人」設計者李翰，分
享其創作歷程及成功經驗；第
三場則是邀請到台北當代藝術
館發展行銷暨教育推廣組王健
任副組長，分享當代館如何透
過網路達到有效的宣傳效果；
第四場邀請不來梅網路公司業
務群楊海彬總監，帶來充滿創
意的廣告行銷案例；而本年度
的最後一場講座，則是邀請網
路商務平台 Fandora 的共同創
辦人廖若君，分享 Fandora 如
何將藝術融入生活及其創業歷
程。每位講者都將其多年來努
力的成果與經驗濃縮在短短幾
小時的演講中，讓聽眾們收穫
豐富、值回票價！
「專業內容策展學程」於

103年1月8日（三）開放申請，
本校大二以上（不限科系）欲
選修的同學，請上教務處課務
組學分學程網頁下載「學程申
請表」，並繳交歷年成績單至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室（藝術館
M310）辦理。

本學期有兩個系進行三週駐
校實習。語文與創作學系

到新北市新店國民小學，數學
暨資訊教育學系到臺北市西門
國民小學。這是四年級學生驗
證教育理論、展現教學實習的
大好機會，也為各集中教育實
習學校注入一股青春活力。
集中教育實習期間，張新仁
校長、人文藝術學院顏國明院
長、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翁聖峰主任、實習組周鳳美組
長分別前往訪視，感謝指導教

授周全教授、陳佳君教授的熱
心指導，為實習同學加油、打
氣，並向各集中實習學校校

長、主任及輔導教師們致謝。
在 3週集中實習期間，同學
們進行全方位的實習。包括教
學觀摩、擔任導師工作、試
教，以及舉辦運動會各項競賽
活動、或交通安全教學等活
動。這些經驗的累積，同學們
不但可以對學校現場有更深入
的瞭解，亦能不斷地檢討與省
思自己的教學知識及技能，為
日後成為一位專業教師奠立基
礎。

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中心為規劃學

生之職涯輔導，特藉由
台北市就業服務處補助
本校經費辦理之「102年
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
業服務實施計畫」，於
職涯輔導月安排 3 場
「雇主座談會」：9 月
24 日「策展市場現況與
求職需求」、10月15日
「資訊業市場現況與求

職需求」、10 月 28 日
「物流業市場現況與求
職需求」；以及 2 場
「就業講座」：10 月 8
日「迎向職場~半農半X
的生活：順從自然，實
踐天賦」、10 月 29 日
「職涯規劃與時間管
理」，邀請業界專家蒞
校分享職涯經歷與就業
準備等相關主題，提供
學生未來尋找工作之方
向。系列活動於 102 年
10月29日在學生的掌聲
下圓滿落幕。

本研習計畫係依據中華民國
師資培育白皮書之規劃辦

理。承辦單位為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教師教育研究中心，全國
12所師範大學及教育大學為執
行單位，全國 22 縣市為協辦
單位。
102 年係本校第一年協助執

行本計畫，初期雖時間緊迫但
在教育部、12所師資培育大學
及各縣市政府教育局的共同努
力、群策群力下，初任教師36

小時研習課程，分別於 8月、
10 月及 11 月辦理各 3 場次共
15天，並於11月 30日金門場
次圓滿完成。依計畫初任教師
須連續三年參與研習，103 年
初任教師研習，教育部將召開
會議研議規畫後實施，相關訊
息歡迎至專屬網站 http://210.
240.193.239/ntcu/102ts/查詢。

本校華語文中心依據「教

育部補助大專院校及其

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設置外

國學生獎學金核撥作業規

定」設立獎學金辦法，以吸

引外國學生進入本中心就

讀，並於每一季提供就學生

前一季之出缺勤紀錄及學業

成績予華語文中心推動委員

會審查核定名額。本次華語

夏季班獎學金受獎學生，於

102年 11月 13日中午假篤行

樓 803 室由華語文中心周美

慧主任進行頒獎儀式。19 位

獲獎學生均獲頒獎狀乙紙及

獎學金新台幣 3000 元。頒獎

儀式後每位學員均發表得獎

感言，除了很開心獲得此份

殊榮，還特別感謝授課之華

語老師，在他們學習中文的

歷程中，不僅是授業與解

惑，還讓他們愛上中文及台

灣文化！

102年10月 31日晚間 8點2 分發生芮氏規模 6.3

地震，將近 1 分鐘的強烈搖

晃，對本校圖書館造成部分災

情，鍾館長也在第一時間趕回

館中，掌握狀況。

由於圖書館為7層樓建築，

書庫皆採 6層高書架，在左右

搖晃下，5 至 7 樓，特別是 7

樓，圖書大量掉落，造成次日

緊急閉館，暫時無法提供服

務。各樓層的天花板亦因地震

部分坍落，一位在5樓閱覽的

同學不幸被掉落的天花板擊

中，雖無外傷，但本館不敢大

意，經持續兩天聯繫關心該名

同學，並致電系主任，確定無

大礙，才放下心來。

11月1日本館典閱組強力動

員，聯絡工讀同學，號召人力

支援，先整理坍落的天花板、

輕鋼架，清理環境，並圍線標

示以維護讀者安全；其次，從

5 樓開始逐層將掉落的圖書一

一排序重新上架，感謝工讀同

學的熱情支援，得知本館災情

後，紛紛利用空堂或課餘時間

趕來幫忙，集眾人之力，當日

下午 2 時許，7 樓圖書已全數

上架，重新開放，提供服務。

亦感謝總務處營繕組的協助，

地震隔日立即延商進行天花板

的修理，於11月3日修復。至

此，本次地震對圖書館造成的

災情，於 3日內快速復原，恢

復昔日樣貌。

四年一度的東亞運，於

2013年 10月 6日至 15日在
大陸天津舉行，本校多位空手

道選手入選國家代表隊，不負

眾望，為國為校爭光，勇奪 1
金 1 銀 3 銅之殊榮。嚴子堯

（體碩班，甫於

2010廣州亞運榮
獲 84公斤銅牌）
獲空手道男子 75
公斤級金牌、簡

誠寬（體三）獲空手道男子60
公斤級銀牌、簡慧萱（體四）

獲空手道女子個人型銅牌、文

姿云（體二）獲女子 55 公斤
級銅牌，以及方勝彥（體三）

獲男子 84公斤以上級銅牌。

2013 第三屆亞洲合球錦標
賽於 10月 11~14日在大陸天
津市舉行，計有大陸、韓國、

日本、馬來西亞、澳門、印尼

以及我國共 7個國家合球代表
隊參賽。本校體育學系學生何

昆達、洪軒屏、王馨岑、楊宜

璇、林雅雯，校友黃麟帆、郭

佳豪、高詩若共 8人代表我國
參加，獲得 8戰全勝並在冠軍
賽中擊退大陸，勇奪金盃，為

校為國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