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102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103 年 6 月 14 日（星期

六）上午九點整在本校體育館

3 樓隆重舉行。本次典禮主軸

為「遊歷國北 樂遊人生 圓夢

踏實」，希望藉由遊樂園的意

象告訴大家，不管遇到任何困

難，都要用愉悅和微笑的心去

面對，永遠記得「人生就像一

座遊樂園，時時刻刻等著我們

去冒險」。

本屆畢聯會配合畢業典禮籌

辦了一系列精彩的活動，包括

畢冊「圖文徵稿」，邀請同學

們拍下校園中最讓自己難忘的

風景，加上畢業生的文字獨家

回憶，投稿後將有機會放上畢

冊和大家分享，永遠留存。另

外，在畢典前也舉辦了一系列

的畢業週活動：「信換信」提

供死黨、印象、秘密、怦然、

畢業前、驕傲、角落、夢想、

瘋系隊、青春十個主題，讓畢

業生互相交流彼此內心的想

法；「二手市集」為一提供畢

業生出清舊書籍、舊衣物的平

台；「祝福小卡」則是歡迎全

校同學一起寫下給予畢業生的

祝福小卡，並在畢典當天發送

給畢業生，另外畢業生可以免

費拍攝一張拍立得。最後還有

好康的「集點抽大獎」送出了

拍立得相機等大獎回饋畢業

生。畢聯會粉絲專頁「樂遊國

北 103 級畢業典禮」除了宣傳

以上活動外，主要進行「你有

想過，大學四年裡你走過多少

路嗎？」的畢業典禮倒數活

動，一雙雙鞋子和四年來的共

同心路歷程，每天都在粉絲專

頁獲得畢業生的熱烈迴響。

今年的畢業典禮文宣以愛麗

絲裡的兔子為主題，吹著號角

像是邀請各畢業生參與人生的

重大饗宴。體育館一樓的進場

布置，特別邀請本校氣球社為

典禮設置大型的造型氣球，有

今年的吉祥物-畢業娃娃和開

場兔子以及兩隻撲克人；舞台

背板則在 103 級各畢代的協助

下完成了各系的系徽設計。每

位畢業生皆能拿到一張特製的

邀請函以及一份觀禮須知，畢

業典禮當天家長憑票入場，增

添遊樂園入場的真實感。

畢業典禮正式開始時，首先

邀請本校迴聲管樂社演奏開幕

表 演「Highlights from FRO-

ZEN」，並播放由畢聯會拍攝

之開場影片「國北人生」，回

顧畢業生四年來校園生活的點

點滴滴。典禮行禮如儀後，張

新仁校長致詞時，以「登峰造

極、贏在起點、圓夢未來」期

許畢業生未來成就斐然，隨後

邀請華碩集團副董事長兼總裁

曾鏘聲先生勉勵祝福，曾總裁

精心準備簡報，條理敘述洞察

力及培養敏銳觀察力的重要，

並穿插感性小故事提醒「初念

淺，轉念深」的寓意，諄諄勉

示固著於既定成見將容易造成

想法謬誤與識見的偏狹；校友

會總會理事長劉奕權先生分享

「自處、處人、處事」的生活

智慧；而校友總會副理事長李

建興先生則期勉終身學習的重

要。

在接受校長與貴賓們的期許

與鼓勵後，典禮隨後播放在校

生製作的祝福影片，搭配今年

畢業倒數主題，藉由 104 級畢

代的鞋子，帶領我們一同觀賞

學弟妹精心準備的真摯祝福，

溫暖了現場所有畢業生的心。

伴隨著愛麗絲夢遊仙境的主

題，五育獎項的開頭分別設置

了五部小短片，並由張新仁校

長和貴賓們一同頒發德育、智

育、專業表現優異獎、僑生

獎、優秀青年等獎項，給予表

現優異的同學。

在這四年中不辭辛勞，認真

教導、引導畢業生們的老師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3 級畢聯會

道出深切的期許與勉勵，由宣

傳組剪輯做成師長祝福影片並

在典禮中呈現，期盼畢業生一

帆風順，邁向未來的康莊大

道。師長祝福之後的畢業生致

詞，特別邀請應屆畢業生的星

光冠軍和音樂系同學共同演出

由歌手吳克群改編的《one day

more》，勉勵畢業生不輕易放

棄夢想、勇敢追夢。

精彩的表演之後，播放由導

演陳昱辰、編劇余得瑜以及編

曲王彥中同學共同製作的畢業

歌《約定的入口》，歌詞由王

彥中、李威宗及侯世強三位同

學共同創作，闡述著畢業生心

底最深沉的字句—「將不捨

化為力量，約定那入口相

遇」，並由當屆畢業代表以及

七位星光系冠軍在台上帶領全

體畢業生一同合唱。

離場時，樓梯間滿滿的馬車

布置承載著大家四年來的回

憶，歡樂的氣氛掩蓋不掉分離

的情緒，但冒險的精神，卻在

典禮結束後繼續留存，祝福各

位畢業生在未來的旅途上能勇

敢的闖蕩，就像愛麗絲進入的

冒險世界

一樣，勇

闖人生遊

樂園。

●貴賓致詞（左起）
華碩集團副董事長
兼總裁曾鏘聲先生、
校友會總會理事長
劉奕權先生、校友總會
副理事長李建興先生

●畢聯會精心設計的學生家長
邀請函

●張新仁校長勉勵 � � � 級畢業同學：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遊歷國北四年，樂觀昂首闊步，
圓夢美好未來！

◎人事室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本校 副校長 楊志強

教務處 教務長 蔡元芳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楊忠祥

總務處 總務長 蔡葉榮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郭麗珍

秘書室 主任秘書 周志宏

進修推廣處 處長 林詠能

圖書館 館長 林淇瀁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中心主任 林仁智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中心主任 王俊斌

北師美術館 館長 林曼麗

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楊宗仁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蔡元芳

本校附設實驗小學 校長 林正鳳

教育學院 院長 吳毓瑩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系主任 孫志麟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所長 崔夢萍

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郁雯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系主任 蔡敏玲

特殊教育學系 系主任 錡寶香

心理與諮商學系 系主任 李宜玫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系主任 曹治中

人文藝術學院 院長 顏國明

語文與創作學系 系主任 陳俊榮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系主任 黃淑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系主任 林志明

音樂學系 系主任 張欽全

臺灣文化研究所 所長 方真真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系主任 楊志強

理學院 院長 賴慶三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淑怡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系主任 盧秀琴

體育學系 系主任 李加耀

資訊科學系 系主任 蕭瑛東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系主任 范丙林



本校申請103學年度「教育

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

進師資素質計畫」及「教育部

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精緻

特色發展計畫」等 2計畫榮獲

教育部補助，合計共部分補助

經費新臺幣 1050 萬元整。

「精進師資素質計劃」蘊含

本校在師資培育上百餘年來繼

往開來的精神與實踐的決心，

並據以帶出三個主軸：有效教

學、實地學習與夥伴協作。以

有效教學、實地學習和夥伴協

作建構師資培育典範模式；以

數位閱讀、適性輔導、數學差

異化教學課程回應十二年國教

教育政策；以海外實地實習，

培育具國際移動力、多元文化

素養的師資生；透過教授臨床

教學的行動研究，整合本校師

資培育課程、教學策略與教學

實務知能；運用專業發展學校

的夥伴協作，深化學用合一機

制。

「精緻特色發展計畫」以

「百年風華、師培典範」為主

題，並據以帶出三個主軸：標

準本位師培機制、教材教法領

域扎根、教學實習典範傳承；

乃秉持師資培育標準本位的意

旨，從建立本校標準本位師培

機制作為師培典範領航，朝向

培用合一的目標，以符應教育

部師資培育政策；其次，以促

進師資生教材教法領域的扎

根，為師資生預備好進入教學

現場的教學實務知能；最後，

以教學實習典範傳承和創新作

為師資培育典範的最後一哩。

在專業檢核、領域扎根、實習

典範等，三個環節相扣、相輔

相成之下，達成本校「百年風

華、師培典範」的自我期許。

為發展精緻師資培育及學校

師資培育特色，以符應教育部

推動師資培育重點與精進師資

培育政策，提升教育品質及國

家競爭力。上述兩計畫經本校

團隊辛苦耕耘數月，從各申請

補助之大學中脫穎而出，共榮

獲教育部補助款計新臺幣1050

萬元整，其中「精進師資素質

計畫」獲部分補助新臺幣 450

萬元整，「精緻特色發展計

畫」獲部分補助新臺幣 600 萬

元整，兩計劃經費核定補助一

學年，並將從 103 學年度開始

執行。

本校於 103 年 6 月 19 日在

篤行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教

師多元升等制度實務交流研習

會，特邀教育部高教司倪周華

專門委員蒞臨主持，以及本校

張新仁校長、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林紀慧副校長、中臺科技大

學林松水主任，分享各校執行

技術應用及教學實務升等之推

動情形，本場次與會人員共計

74名，對此次活動感到滿意。

教育部洞察國內少子化以及

高等教育國際化之現象，國內

各大專校院必須與國外學校共

同競爭，如何提升其競爭優勢

吸引學子就讀乃是重要課題，

爰輔以推動建立多元升等制

度，協助教師定位職涯發展、

本校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5

月27日在藝術館M403室

舉辦「實地學習經驗分享」活

動，邀請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14位學長姐，與大家分享及說

明課堂以外的特別學習經驗。

除了學長姐間的經驗分享外，

林志明主任希望跳脫以往較單

一的分享方式，這次特別準備

茶點讓所有參與活動的同學及

老師，能夠在輕鬆活潑的氛圍

下進行活動交流，當天出席踴

躍，會場熱鬧無比。

實地學習經驗分享會中，同

學盡情道出個人心得。在職專

班研究生陳毓菁同學，分享職

場的實戰經驗，提醒同學職場

禮儀及須注意的小細節，並分

享前往北海道展演的心得與交

流過程；藝四乙陳挹芬、黃千

容、胡賓雯、洪申、趙偉森以

及藝四甲曾 霖同學，分享他

們齊赴海外做交換生的點點滴

滴，讓參與者了解到和台灣截

然不同的學習環境及更多元的

學習方式；碩一張乃文、謝惠

羽、林千惠以及藝三甲周明儀

同學，分享她們在北京中國美

術館實習的實際工作內容，及

台灣和中國之間的文

化差異；藝四甲許博

俊以及蔡亞竹同學，

共同分享他們在台北

學學文創實習及五南

藝文講堂實習的經

驗，針對不同場域的藝術教育

所學習到的經驗進行說明；藝

四甲方心同學分享在辛亥國小

三周實習的感動和感謝，與同

學共勉為設定的目標而努力。

在豐富的實地經驗分享和美

味可口的茶敘中，這次的「實

地學習經驗分享」活動，歡樂

且圓滿的結束，林志明主任希

望透過這次的經驗分享活動，

能夠引起系上學生在求學期間

主動和外界學習的興趣及熱

忱，也希望之後類似的經驗活

動能夠不斷接續下去，傳承學

長姐和學弟妹之間的經驗，期

待未來每一個藝設人都能有一

個甚至多個精彩且豐富的經

驗，能夠隨時和身邊周遭的人

分享。

本校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於

103年6月10日舉辦「104

級學生專題發表會」，此為社

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一年一度的

重要學術活動，共有 34 組同

學發表。本次發表主題為「社

會 與 文 化」、「產 業 與 行

銷」、「環境防災與資訊科

技」，由本系教師擔任專題研

究發表會之評論，給予學生相

關學術建議，會後由評論教師

選出優秀作品頒發「研究發表

獎」與「研究著作獎」鼓勵發

表的同學。透過一整學年的資

山東師範大學向來生副校長率團蒞校參訪

103 年 6 月 12 日山東師範

大學向來生副校長率領研究

生工作部劉彧部長、宣傳部

賈海寧部長、生命科學學院

孫忠軍院長、管理科學與工

程學院于曉明院長、國際交

流與合作處孫全志副處長蒞

校參訪，座談中與本校曾端

真副校長、教育學院吳毓瑩

院長、人文藝術學院顏國明

院長、理學院賴慶三院長、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孫志麟主任、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盧秀玲教授、郭麗珍研發長及學合組郭葉珍

組長就兩校學術單位、校園環境現況，特別是師資培育具體做

法與相關經驗、未來加強兩校學術、文化、師生實質交流等議

題，進行深入交流與討論。

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教育部長喜爾達女士率團蒞校參訪

103 年 6 月 25 日在外交部

亞太司黃裕峰組長陪同之

下，友邦馬紹爾群島共和國

教育部長喜爾達女士、馬久

羅環礁Delap小學校長Baldw-

in Robert先生、及馬紹爾駐華

大使館臨時代辦Carlsan Heine

先生蒞校參訪，本校由張新

仁校長領軍，教育學院吳毓

瑩院長、人文藝術學院顏國

明院長、理學院賴慶三院

長、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實習組周鳳美組長、教育學系田

耐青副教授及研發處學合組郭葉珍組長共同與會。座談中除了

介紹本校各學院特色、校史與發展之外，雙方特別針對台灣地

區教育體制及師資培育發展現況進行充分討論與經驗分享。

本校楊志強教務長及研發處學

合組郭葉珍組長赴馬來西亞吉

隆坡獨立中學及檳城大山腳日新

獨立中學參訪

103 年 7 月 8日及 7 月 11 日，本

校楊志強教務長與研發處學合組郭

葉珍組長赴馬來西亞吉隆坡中華獨

立中學及檳城日新獨立中學拜訪，期

能深入瞭解如何吸引優秀僑生至本校

就讀。兩校獨立中學的師長們均建

議，該校畢業之校友於八月間回校宣

傳所產生的招生效果是最佳的，

而留台聯總的志工則認為成立校

友會是相當經濟且可行的方法。

此外，就學期間獎學金的提供對

於學生在選擇學校上具有相當大

的吸引力。

姐妹校日本大妻女子大學南雲智副校長及國際中心趙方任副

教授蒞校參訪

103 年 7 月 21 日姐妹校日

本大妻女子大學南雲智副校

長及國際中心趙方任副教授

蒞校參訪，座談中與本校張

新仁校長、人文藝術學院顏

國明院長、郭麗珍研發長、

華語文中心周美慧主任、研

發處學合組郭葉珍組長，就

華語教師培訓及該校有意選

送學生至本校參加短期華語研修課程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會後由郭葉珍組長及周美慧主任帶領參觀校園環境及本校華語

文研修課程相關資源與設施。

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以及提升學

校競爭力及自我發展特色。因

此，舉辦本次研習活動，有助

於深入理解教育部推動教師多

元升等之理念及意涵，亦有助

於他校規劃與擬訂未來教師多

元升等新制度。

料蒐集、資料彙整、善

用分析工具及訓練邏輯

思考能力等學術訓練，

過程雖然辛苦但卻紮

實，對學生未來升學出

路有極大幫助，亦可達

到本系培養學生具備專

題研究與發表能力之目

的。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與會師長（左起）：教育部倪周華專門委員、
張新仁校長、新竹教育大學林紀慧副校長

●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實務交流研
習會現場提問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實地學習經驗分享活動反應熱烈

◎研究發展處學合組

●本校師長與山東師範大學貴賓
合影

●

●

本校師長與檳城大山腳日
新獨立中學師長合影(上圖)
本校師長與吉隆坡中華獨
立中學許月鳳老師合影(下
圖)

●本校張新仁校長與友邦馬紹爾群
島共和國教育部長喜爾達女士合
影

●本校師長與日本大妻女子大學貴
賓合影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規定大三學生
需獨立或協同（2-3人一組）完成一
篇社會與區域發展之相關專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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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校友合唱團成果發表會紀實

夏夜饗宴
   校友齊歡唱

外籍學員多元體驗臺灣文化之美
華語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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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擊的漣漪 《凱吉一歲》
聲音肢體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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