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NTUE北師美術館繼去年
度序曲展、今年度開館大

展之後，於 102 年 10 月 25 日
推出開館後的第三檔展覽《初
心．頂真：當代工藝展》。這
檔展覽將美術館的目光自過去

轉回當代，自世界回歸亞洲，
邀集以台灣本地工藝產業、創
作為主的工藝家參展，同時與
台灣工藝研究所合作，邀請來
自柬埔寨的日本人森本喜久男
先生，帶著自傳統中復興的伊
卡織布參展。
本展邀請本校藝設系教授羅
森豪、劉得劭，以及台灣工藝
所技術組姚仁寬組長、唐草設
計胡佑宗先生、泰雅族原住民
編織藝術家尤瑪‧達陸擔任策
展人，分別以陶藝、竹編、編
織、藍染等為主題規畫展覽子
題，融於一爐而治之；總策畫

林曼麗教授提出「物的饗宴、
人的劇場」展覽概念，從頭檢
視工藝發展的不同文化契機與
趨勢。
其中森本先生作為一名長駐
柬埔寨的日本人，協助當地社
區居民從頭重建傳統伊卡編織
的產業鏈，以社會企業的面向
支援住民提升工作內涵與改善
生活條件；這次他接受邀請，
除提供織品參展外，更辦理傳
統蠟染工作坊，邀請參與觀眾
實做。
此外，工藝所以台灣竹工藝
為主題，展示數十件結合時尚
設計的新穎產品，給予觀眾一
個有別於傳統竹編印象的全新
視野。泰雅族編織藝術家尤
瑪，則展示泰雅族人生活中與
編織工藝緊密結合的文化質
地，觀眾也可近距離地與泰雅
族織機接觸，實際體驗編織工
藝在泰雅文明中的關鍵物件。
羅森豪教授邀請了北教大近
十年來畢業從事陶藝創作的工

作者，一次陳列他們多年來創
作的成果與生命歷程，他們之
中許多人放棄教職，以成為專
職陶藝家為職志，孜孜不倦，
這次的展出也可以說是母校所
給予他們的肯定。

胡佑宗先生亦邀請來自苗栗
的卓也小屋，將其對復興傳統
藍染產業鏈的努力，以及藍染
工藝所衍生的相關創作媒介一
併呈現，將北師美術館三樓轉
化成饒富興味的藍色世界。

在社會與校園的過度地，在
成熟與不成熟的隙縫裡，

在車流與樹影交錯之中，在圍
牆拆掉後的直角，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北師美術館的咖啡店Cafe
Mussion 誕生了。被大樹環抱、
會呼吸的北師美術館，從此多了
咖啡香、音樂以及很多很多驚

喜。充滿活力與創意的老闆
Jeff，是一位牛津大學的博士候
選人。與其說Jeff是老闆，不如
說是他是位策展人（curator），
店名中的 Mussion 一字，源於
Museum 與 Fashion 的融合，是
咖啡店老闆獨創的新詞，也代
表著他獨到的經營態度。

故事的開頭，由涉獵廣博的
Jeff 為靈感中心，旋進一位又
一位各方好手：咖啡專家、餐
點達人、經營高手、音樂才子
⋯⋯這些不同領域的大師，宛
如藝術家群駐到北師美術館，
一點一點的，繪畫出 Mussion
的模樣。北師美術館有三件常
設展作品，比 Mussion 早一點
住進這個透明的轉角。在建築

師豐田啟介先生的巧思下，來
自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百年石
膏模製品，完美地與當代咖啡
館結合了。
俯拾都是悸動，早已分不清
感觸來自於耳根、味蕾、眼波
還是指尖，在這奇妙的轉角，
我們與Cafe Mussion，開始了冬
日裡最華麗又最溫暖的冒險。

姐妹校泉州師範學院
貴賓來訪

102年10月22日姐妹校泉
州師範學院副校長林華東教
授、教務處張惠典副處長及
台港澳辦公室許琦紅副主任
等一行三人蒞校訪問。由本
校楊志強教務長、郭麗珍研
發長及學合組郭葉珍組長與
貴賓進行合作交流座談。會
議就兩校學生交換、教師互
訪以及師資培育、特殊教育
及科學研究等未來可能合作
交流之方向進行深入探討。

日本千葉大學教育學院
貴賓來訪

102年11月26日日本千葉
大學教育學院 Professor Ka-
tsuhisa HONDA 與 Professor
Noboru KAMIYA率領三位學
生蒞校參訪。由本校郭麗珍
研發長及學合組郭葉珍組長
與之就學術合作及學生交流
備忘錄簽署事宜進行深入討

論，期待未來藉由兩校協議
的簽署，進行更多元的學術
交流。會後安排與會貴賓至
本校北師美術館參觀，同時
邀請本校日籍外籍學生與交
換生共進午餐，以深入了解
其於本校之學習與生活狀
況。

姊妹校交流備忘錄
簽署及續約
本校刻正進行與韓國首爾
教育大學之兩校交流備忘錄
續約相關事宜。此外，102
年 12 月上旬人文藝術學院
顏國明院長及語文與創作學
系林文教授代表本校赴美
國Midwestern State University
洽談兩校簽署學術合作交流
協議、交換學生暨跨國雙聯
學位合作之可能性。

外籍學生兩天一夜
臺灣文化體驗活動
本校學合組於102年11月
23~24 日與本校「國際學生
文化交流社」共同辦理外籍
學生花蓮太魯閣兩天一夜臺
灣文化體驗活動。在學合組
郭葉珍組長的帶領下，活動
於花蓮慕谷慕魚展開，行程
包括暢遊舊鐵道文化商圈、
自強夜市、太魯閣、及七星
潭風景區等，除了增進外籍
學生對台灣豐富高山自然資
源與地方文化之認識之外，
同時提供其與本地學生互動
與交流的機會。

本校華語文中心於 102年 11
月19日，華語秋季班課程

結束之後，舉辦外籍生一日校
外文化參訪活動，前往北埔老
街體驗傳統客家擂茶及竹南參
觀玻璃觀光工廠。
是日上午一行人在一間客家
傳統茶坊進行擂茶體驗，由店
老闆解說客家擂茶的由來，並
指導外籍生如何研磨才會呈現
茶與堅果的香氣。從材料研磨

到可以喝的過程，需要花很多
力氣及時間，外籍生們於是發
揮團隊精神輪流將缽裡的顆粒
磨成粉，讓最後捧在手上的擂
茶分外地香濃可口。接著，外
籍學員們拿著手中的地圖按圖
索驥，進行北埔著名古蹟巡
禮，例如金廣福、姜阿新宅、
慈天宮等。找地點遊戲之終點
是用午膳的客家餐廳，每位學
員需自行尋找或是詢問路人餐

廳的位置。每位學生皆準時於
餐廳集合，品嘗道地的客家風
味餐。吃飽喝足之後，一行人
前往竹南玻璃工廠體驗口吹玻
璃活動。師傅們在上千度高溫
的火爐中燒製玻璃，然後再以
口吹的方式塑形成為一個個杯
狀物。外籍生們在師傅的指導
之下，試著將融化的玻璃膏吹
成杯子，每個人都完成一份屬
於自己風格的作品。此次校外
教學挑選外籍生較少接觸的客
家文化及吹玻璃體驗，學生們
不僅品嘗客家擂茶、風味餐，
同時也欣賞了客家古宅建築之
美及玻璃製作工藝。

102年度在張新仁校長的帶領，以及曾端真副校
長、周志宏主任秘書、蔡葉榮
總務長、教育學院吳毓瑩院
長、教育學系吳麗君教授、自
然科學教育學系何小曼教授、
特殊教育學系呂金燮教授、幼
兒與家庭教育學系蔡敏玲主
任、特殊教育學系錡寶香主
任、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孫志

麟主任、鄭崇趁教授、數學暨
資訊教育學系陳光勳主任、音
樂學系黃玲玉主任、師資培育
暨就業輔導中心林義斌組長等
師長之積極運作，親自拜會或
致電各地方政府宣傳本校精緻
師資培育之特色，爭取公費生
名額，獲得各地方政府之肯
定。總計本校今年度爭取到的
公費生名額計有37名（含桃園

縣增額之公費生2名），其中，
103學年度核定名額計有34名，
包含甲案公費生16名，乙案公
費生 18 名；102 學年度補充提
報名額3名，均為乙案公費生。
前揭公費生核定名額與前二年
相比，有顯著的提升。

本校竭誠歡迎各界捐款。
無論使用哪一種方式捐

款，務請您致電校友中心
（(02)27321104 轉 82085 或
82185），告知我們您的大
名、連絡電話與捐款金額。
若有指定用途，也煩請告
知。感謝您！

1. 現金捐款
請逕至本校校友中心或
出納組直接捐款。
2.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以「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 專戶」為收款人，
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
以掛號郵寄「106 台北
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
中心收」。

3. 銀行匯款與ATM轉帳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帳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

基金 401 專戶」
帳號：185350004105
（銀行匯款與ATM轉帳需負擔手
續費，敬請注意）
4. 信用卡捐款（近期內將開放）
請至校友中心網頁下載信用卡捐
款授權書，或至校友中心索取信
用卡捐款授權書，填寫完畢後，
傳真或送至校友中心，傳真號
碼：(02)27388427

展 期：2013.10.25.（五）∼ 2014.1.19.（日）
開放時間：每週二∼週日 10:00∼17:00，每週一閉館。
地 址：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教育部為推動美感教育，委

託本校 MoNTUE 北師美術館
辦理「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

學校計畫」，及教育學院辦理

「中小學師資培育學程之視覺

形式美感教育課程建構計畫及

各級學校視覺形式美感素養調

查分析計畫」。前者計畫結合

MoNTUE 北師美術館展覽資源，
將遴選及培訓中等學校種子教師，

輔導種子學校課程實驗，亦招募大

學生參與社區美感教育實作，落實

全民美育；後者將以研究調查分

析的方式，建構現行師資培育之

視覺形式美感課程，以及建立中

等學校學生美感素養常模，作為

未來相關研究報告之參考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