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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04學年度「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自本年 2
月 26日起至 3月 11日開放網路報名（http://diceexam.

ntue.edu.tw）。為方便社會在職人士進修，所開辦之班別利用
夜間、週末假日或暑期時間上課，班別包含教育、藝術、科

技等各領域，歡迎踴躍報考。

本校於 1895年建校迄今，已邁向 120年，為歷史悠久之師
資培育學校，近年來更積極開拓教育與其它產業結合之領域

研發，對臺灣的教育與人才培育貢獻卓著。為落實回流教育

理念，除國民小學以下教師修習之教學碩士學位班外，亦辦

理一般社會在職人士工作之餘可修習的碩士在職專班；並遠

赴金門、澎湖及上海開設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供當地

在職人士及台商進修學位。

104學年度「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招生班別及簡章
詳細內容，請逕至進修推廣處招生網站（http://diceexam.ntue.
edu.tw）下載參閱，不另發售紙本。招生事項悉依簡章內容
為準，並只接受網路報名，請把握報名期限；招生網站將隨

時提供最新消息，亦可致電本校 (02)2732-1104分機 82102、
82103、82202、82203洽詢相關訊息。

104學年度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招生班別

學院 招生系所

教
育
學
院

・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政策與管理學校行政碩士學位
班（夜間班）

・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學碩士學位班（夜間班）
・ 教育學系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夜間班）
・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學位班（暑
期班）

・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多元文化與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夜
間班）

人
文
藝
術
學
院

・ 音樂學系音樂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暑期班）
・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夜間班）
・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英語教學碩士學位班（夜間班）
・ 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教學碩士學位班（暑期班）
・ 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學位 EMBA在職進修專班
（週末假日班）

理
學
院

・ 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 資訊科學系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夜間班）
・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
班（週末假日班）

◎教育學院

本校教育學院於 103年 12
月 16日邀請普渡大學諮

商心理學博士胡嘉琪心理師蒞

校分享「從聽故事開始療癒：

創傷後的身心整合之路」，希

望藉此告訴大家如何讓身心重

新回到平安喜樂之中，並從療

癒自己的心靈傷口開始，讓正

向能量逐步擴大到自己的家庭

與社會。

演講中最發人深省的議題

便是「容納之窗」，這個概念

是人的「最佳激發狀態社交互

動」，意即處在激發的交感神

經跟緩和的副交感神經之間一

個人際互動的最適範圍。一個

人長期處在巨大的創傷後壓

力，若他的交感神經激發，便

容易出現較衝動的行為，就像

隻刺蝟，別人簡單打聲招呼對

他來說可能會是巨大的威脅，

因為他處在高度緊繃的狀態，

背上的刺隨時都會豎起，別人

在他眼中都是敵意的；若是副

交感神經激發，那結果便是完

全相反的，他的反應模式會是

癱瘓，甚至有點類似退縮，他

閃避了大家的招呼，就像麻木

的烏龜，只能躲進自己舒服的

龜殼裡。由此可見，在這樣的

狀態下，容納之窗被限縮的好

小好小，找不到一個適宜的人

際互動狀態，如此便需要安全

依附關係，讓我們逐漸培養創

傷復原力。復原力是我們在克

服創傷壓力的過程中培養出來

的能量，復原力讓我們能夠逐

漸拓寬身心的容納之窗，進而

找回適當的互動模式。德國繪

本家 Jutta Bauer的「大吼大叫
的鳥媽媽」是值得推薦的好讀

本。

這次的演講先從個人身心

系統來看什麼是創傷壓力，透

過瞭解身心「容納窗口」的概

念，以及實際以身體（呼吸、

動作、姿態）改變身心狀態的

簡單演練，讓我們更有能力支

持自己以及身邊的人，而不被

生活中的危機事件或世界的慢

性難題，引發過度的壓力與創

傷反應。同時，也進一步了解

什麼是安全的依附關係，怎麼

樣運用安全的關係來幫助自

己、親人、孩子或個案，增加

對於創傷危機的身心抵抗力與

復原力。這樣的雙重視角使我

們能以新的角度重新檢視創傷

後壓力，十分發人深省，也讓

助人工作者能有新的想法。 

由人文藝術學院及文化創

意產業經營學系共同主

辦的【放送 Hold Sound】系列
講座，自 103年 11月 24日起
開始放送，運用數位公民的群

聚力量，守護多元聲音，帶著

大家一起關心社會議題。一連

三週、總共七場的系列講座，

計有 268人次公民共同參與。
長期投身於媒體改革運動

的管中祥老師為系列講座拉開

序幕，他帶來「公民不冷血：

台灣另類媒體與社會運動」，

從主流媒體的反思出發，講述

公民報導的能量，或許我們每

個人都要學著問：台灣主流媒

體怎麼了？緊接著登場，是

由臺灣彩虹公民行動協會秘書

長—蔡雅婷「淺談同志大遊

行」，從 2003年舉辦第一屆
遊行就開始訴求同志結婚及領

養小孩，至今已十餘年，但這

個訴求仍是個願望。

第三場邀請到陣容龐大的

新聞 e論壇講師群，講述年輕

世代的觀點與新媒體的可能，

在九合一選舉剛落幕，生活重

新回到軌道的現在，還是可以

運用新媒體關心台灣社會現存

的各個議題！同天舉辦的第四

場講座，則是由中華數位人文

關懷協會創辦人—盧志山

先生，從部落談起善循環的概

念；關懷，或許仍需考量經濟

面向，才能深入了解到部落面

臨問題的背後根源。

除了舉辦講座，本次活動也

分別加入桌遊、電影的元素，

讓講座展現的方式更加多元活

潑，透過與觀眾的直接互動，

拉近了觀眾與社會議題的距

離，因此，第五場講座便邀請

極熊設計團隊，分享自發性設

計桌遊—「終犬」的經驗，

從關心議題到後來實踐設計的

歷程，極熊設計團隊帶來自家

產品，與現場聽眾一起玩桌

遊，徹底貫徹「玩中學」的核

心精神！

另外，本系列講座也緊扣

著數位公民的核心，邀請泛科

知識與奔躍移動共同創辦人暨

總編輯—鄭國威先生，與大

家分享如何搭建起傳播橋梁，

不會程式不會架站，也可以經

營社群網絡與數位媒體。系列

講座最終場，則與國北電影社

攜手合作，聯合邀約放映《太

陽．不遠》紀錄片，並邀請該

片導演群之一的李家驊導演進

行映後 Q&A的分享討論，現
場有笑有淚，提供更多不同看

世界的面向，讓觀眾思考進而

學習和社會對話。

為了讓學生們更貼

近學校生活以及

學習狀況，進而思考

未來的生涯規劃，人

文藝術學院特別於 12
月 23日於至善樓國際
會議廳舉辦 103學年
度大一新生院週會，

除邀請知名講者分

享，亦由心輔組舉辦學習攻

略講座，提供學生在學習上

更多的自我了解。

首先由人文藝術學院顏國

明院長勉勵諸位大一同學，

希望在學習之餘，也能關懷

我們所處的生活環境，並且

勇於實行自我夢想。在院長

的介紹下，本次主講者林藝

登場與大家分享其經驗，以

及「寶島淨鄉團」成立緣

由。林藝是 TEDxTaipei2013
年會講者，具有卓越的行動

力，大四時與同好創立了

「寶島淨鄉團」，透過社群

網站號召青年淨灘，提醒大

眾垃圾污染的嚴重性，希望

將環境永續的觀念傳給每個

人，強調「最美的風景是守

護美景的心」。

除了分享淨灘的理念，

林藝也分享了自身的學習過

程及不同階段的生涯規劃思

考。其由演講而動態表演，

由動態表演而主持互動，這

些轉折經歷提供學生對自我

生涯的思考。「努力發現自

己，勇敢成為自己」，這一

段話更是引發許多迴響。

專題演講後，心輔組實習

心理師林怡秀針對上網做學

習測驗的同學進行講解，讓

同學能瞭解自己學習上的優

勢與劣勢，做為下次努力的

參考方向，以良好的學習內

涵支撐行動力，乃至於未來

生涯的目標。

教育學院專題演講

院

  專業心理師胡嘉琪（下）蒞校

講演「從聽故事開始療癒：創傷

後的身心整合之路」

◎人文藝術學院

林
分

藝
享

「努力發現自己，勇敢成為自己」的林藝

（中立者）為 TEDxTaipei2013年會講者

【放送 Hold Sound】系列講座 多元觀點探究社會議題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吳韋伶、林竹方　　　

  極熊設計團隊帶來「終犬」桌
遊與同學同樂

 校外課程見習　獲益良多

103年 12月 23日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
學系孫志麟主任及林曜聖教授帶領碩士班

學生，參訪臺北市大安區新生國小，搭配

「學校行政研究」及「教育機會均等」課

程教授，藉由校外參訪見習國小校園之行

政規畫、校園藝術規畫及各項課程活動之

執行。活動最後進行「與師長對話」由教

經系孫志麟主任主持，邀請新生國小邢小

萍校長及翁嘉聲學務主任，透過對話讓學

生能了解學校

之教務行政經

營與校園特色

發展，學生獲

益良多。

 專題講座　成果豐碩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於 103年 11月
至 104年 1月計辦理 4場專題講座及 2場
教育活動，講題多元，內容豐富，有助開

拓學生視野。104年 1月 9日特別邀請到
馬來西亞創意數學教育家張寶幼老師主講

「如何設計創意又有效的課程？」。張寶

幼老師利用活動影片及魔法數學教具，與

現場參與學生進行互動，利用活潑多元的

互動遊戲，培養

學生觀察力及思

考邏輯，進而說

明創意數學教學

之方法及課程設

計。

◎

教
育
經
營
與
管
理
學
系

參訪新生國小合影

  馬來西亞創意數學教育

家張寶幼老師蒞校講演

本校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招生

◎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

2/26∼3/11網路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