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學生社團發現魔術社 5
月 28 日於學生活動中心

405 舉辦第二屆魔幻之夜，吸引
多位來自全台不同學校魔術社
－如實踐大學、東華大學、明
道大學，及許多魔術師－如紅
髮、富有創意有限公司等，前
來共襄盛舉。在看完當天精彩
的表演後，大家都收穫滿滿。
活動主要是讓我們檢視今年

的成果並創造更多的歡樂給大
眾。而活動當天邀請到多位特
別嘉賓參與演出，實在是我們
的榮幸，有遠自花蓮及彰化的
魔術師，更有世界級水準的職

業魔術師亞洲鴿神陳韋榮，碟
影高手郭柏辰，以及亞洲第一
快手賴柏承。當然學校內的社
員們也是不同凡響：即將成為
下一屆社長的自然二馮祐銘，
屢次受邀至校內各社團如康輔
社、書法社等等演出；本屆社
長數資二陳威儒常出席校內各
大活動擔任表演嘉賓，例如：
耶誕晚會、校友茶會、鬼吼鬼
叫盃歌唱才藝大賽，更收到北
部各補習班、才藝班及學校冬
夏令營邀請擔任指導老師。
五月是各社團各校的成發

季，我們社團也常參加校內各

社團成發，甚至會帶社員們一
起前往校外參觀各校魔幻之
夜。每年的 9 月是我們迎新表
演，今年會有所改變，用不同
的方式呈現魔術，歡迎想要在
生活中添加一點趣味或是想多
一項才藝技能的朋友踴躍參
加。聯絡方式：4th社長陳威儒
0933036163 5th 社長 馮祐銘
0936338716

比賽名稱 參賽學生 指導老師 榮獲獎項

以 3D 印表機所印製的遙控機器
人，代表中華民國參加義大利米蘭
市政府 IED Milano和 FDVLab所
主辦的米蘭設計師週之國際展演

數位四甲金克杰

巴白山
教授

展出時間：
2014年 4月 8日至 4
月 13日
展出地點：
米蘭 posti di vista 11

台灣發展研究院之第四屆 RBL 全
國機器人格鬥大賽

數位四甲金克杰
特別創意賽之
最佳造型獎

第五屆全國好馬盃遊戲與遊戲機
創意設計比賽

玩遊碩一張友玫、徐珮宜
作品名稱：動物去哪兒
特別感謝：楊鎧祥同學協助程式撰寫

玩遊碩一王俊迪、楊鎧祥、鄭加菲、詹騏謙
作品名稱：Run for Life
玩遊碩一朱天芫、林昂東、楊鎧祥、吳鴻毅
作品名稱：Golden Banana
玩遊碩一陳重安、董君慧、陳韻帆、張友玫
作品名稱：益智闖關遊戲一進擊的突破天際豆

玩遊碩一徐珮宜、黃翊慈、吳坤芳
作品名稱：章 CC
玩遊碩一許銘
作品名稱：出巡

玩遊碩一吳鴻毅、朱天芫、吳坤芳、黃翊慈
作品名稱：發洩車手

范丙林
教授

遊戲機組
—第二名

遊戲機組
—佳作

行動平台遊戲組
—最佳創意獎

行動平台遊戲組
—最佳創意獎

行動平台遊戲組
一最佳創意獎

遊戲機組
一最佳創意獎

遊戲機組
一最佳創意獎

外籍交換學生華語演講比賽欣琳榮獲第一
本校華語文中心於5月

2 日下午在本校科學館
101會議廳，辦理國際扶
輪 3520 地區外籍交換學
生華語演講比賽。當天
約有 35 位外籍生參賽，
演講的題目有： 在台
灣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經
驗、 我的中文課及中

華文化學習經驗談、 我所認識的台灣、 我覺得最
（喜歡/有用/有趣…）及 東西文化大不同，學生分別
從五個題目中選出一個，並自行擬定講稿上台演出。這
些外籍生已經在台灣生活九個月了，這段時間他們經歷
了接待家庭及高中的生活體驗、華語學習、文化體驗等
等，因此，希望能藉由這些講題讓每位學生呈現出他們
在台灣所經歷過的人事物所帶來的體認及感受，以及從
中體認到中西文化的差異。
歷經三個小時的競賽，優勝者已脫穎而出，在眾多國

家的交換學生中，本次獲得前三名的不約而同是來自法
國的三位學生。第三名是陳夏樂（Charlotte BOUR）以東
西文化大不同的講題，呈現她以法國人的身分在台灣的
種種觀察，因為她發音清楚且內容有趣，所以得此佳
績。獲得第二名的是馬蒂兒（Mathilde TALLIN），她以
一朵慢開的花來形容自己從法國來台灣後，在生活上所
遇到的困難以及她如何調適的歷程，因準備充分，而獲

e此殊榮。最後，得到五位評審一致青睞的是欣琳（Sil ne
D ON），她在交換期間於本校華語文中心連續就讀兩季，
是本屆交換學生中華語程度最佳的。從地理氣候、國家
風俗到人情味，來描述她所認識的台灣，以咬字清晰及
內容條理分明獲得了本次演講比賽的第一名。
這些外籍學生在接近交換尾聲之際，以演講的方式表

現其所見所聞所感，讓與會者能更了解他們這段期間的
心路歷程。

校外文化參訪探尋鶯歌、三峽人文風情
本校春季班華語課程於

5月16日結束，華語文中
心在季末規劃了校外文化
參訪一日遊，讓學生學習
華語之餘，亦能認識台灣
地方之美及體驗台灣文
化。5月20日這天中心同
仁帶領 25 位學生前往鶯

歌及三峽參訪。
上午我們先到鶯歌的陶藝文化教室體驗手拉坏及陶

瓷杯彩繪的活動。在老師講解如何以陶土製作杯盤等器
皿之後，外籍生們開始自由創作，看似簡易的過程步
驟，每個人實作過後都覺得手拉坏是門深奧的學問。但
是因為幾乎都是第一次體驗這樣的活動，雖然過程中失
敗了數次，最後卻能完成一件作品，每位學生都覺得新
奇有趣。中午則是就附近的餐廳讓學生品嘗最道地的山
產料理。

午餐過後，一行人前往三峽體驗藍染藝術。相較於
一般藍染體驗常做的方巾，這次讓外籍生們體驗不同的
成品製作-藍染手工書。手工書的製作過程繁複，須將封
面的布巾先進行藍染才能組裝內頁紙張，因此在分段示
範講解時，雖然講解的字彙較難，但學生們皆努力聽
講，學習製作。當成品完成時，每個人的臉上都充滿著
自信且開心的神情。

藉由這樣一天的文化體驗行程，外籍生不僅能利用
課業之餘到處走走看看欣賞台灣的風情，同時也透過
DIY 的活動更直接了解台灣各地的文化特色。

划龍舟慶端午外籍生應景體會節慶文化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重

要節日—端午節，華語
文中心同仁帶領外籍生
前往大佳河濱公園參加
台北市政府舉辦的龍舟
體驗，藉此讓外籍學生
感受台灣傳統節慶的文
化特色。岸上由教練指

導如何擺動船槳以維持身體的平衡，以及大家一同練習
划槳的動作以求速度一致。接下來就是真正的划龍舟體
驗了。外籍生們在鼓手及舵手的指揮之下，有節奏式的
往下游划，遇到最艱難的考驗是逆水而上，因為是逆風
的方向，所以要花費更大的力氣，龍舟才會往前進。整
場活動下來，外籍生們不僅真實地體會節慶的氛圍以及
划龍舟的要領，同時也利用此次活動疏筋活骨。

廣州大學鄧成明副校長率團
蒞校參訪

103 年 4 月 8 日，廣州大學鄧
成明副校長率領教師培訓學院
漆國生院長、劉暉副院長、招
生就業處陸財深處長及附屬中
學鄧雲洲校長蒞校參訪，座談
中與本校張新仁校長、曾端真
副校長、楊志強教務長、郭麗
珍研發長、師培中心翁聖 主
任、教發中心楊宗仁主任、進
修推廣處巴白山處長、教育經
營與管理學系孫志麟主任與學
合組郭葉珍組長就臺灣中小學
教師培訓相關政策規定及實
施、校長培訓機制與開展情
況、臺灣中等職業教育狀況與
教師培訓、臺灣特殊教育，特
別是中小學融合教育之狀況、
具體做法與經驗、臺灣與大陸
開展特殊教育師資培訓之可行
性及兩岸教師教育交流與合作

機制的建立與實施等議題，進
行深入交流與討論。

姐妹校韓國仁德大學國際協
力中心金鎮永部長率團蒞校
參訪。
103年4月22日，姐妹校韓國

仁德大學國際協力中心金鎮永
部長、金甫錫主任及金永讚主
任來台訪問。本校特別安排貴
賓與學合組郭葉珍組長以及該
校2位交換學生語文與創作學系
玄璨宇同學、金藝真同學進行
分享座談。座談中除了充份了
解該校學生於本校交換期間之
學習、生活狀況之外，同時赴
本校華語文中心參訪，並針對
兩校未來的交換學生計畫規劃
與執行方向進行深入討論。

北京師範大學國家職業教育
研究院培訓中心主任率團蒞
校訪問
103 年 5 月 8 日，北京師範大

學國家職業教育研究院培訓中
心蘇勇飛主任帶領北京市海淀
區中關村地肆小學貴賓一行四
人所組成的教育參訪團蒞校參

訪。當日由本校張新仁校長、
教育學院吳毓瑩院長、理學院
賴慶三院長、師培中心翁聖
主任、教發中心楊宗仁主任、
郭麗珍研發長、教育學系張郁
雯主任、特教系錡寶香主任及
郭葉珍組長陪同，一同參觀本
校校園環境，會議特別就兩校
特殊教育及幼兒與家庭教育領
域在職教師進修及培訓議題進
行熱烈討論。

境外學生臺灣文化體驗活動
—南投清境生態與文化體驗
之旅。
本校學合組於 5 月 31 日至 6

月1日與本校「國際學生文化交
流社」共同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臺灣文化體驗活
動。活動於日月潭風景區展
開，包括暢遊小瑞士花園、青
青草原、埔里酒廠及比佛利山
莊等，除了增進於本校就讀之
外籍學生對台灣豐富高山自然
資源與地方文化之認識外，同
時提供其與本地學生互動與交
流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