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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東京中華學校、橫濱中華學院及大阪中
華學校三僑校理事暨教職員返國參訪團蒞校
參訪

103年 12月 23日上午日本
三僑校以橫濱中華學院馮彥國

校長為首、東京中華學校劉劍

城校長及大阪中華學校陳雪霞

校長為副團長，分別率領三僑

校理事暨教職員一行 32人蒞
校訪問。本次來訪由僑務委員

會陪同參訪本校附屬實驗國民

小學及高年級課堂英語教學觀

摩，以提供三僑校理事暨教職

員了解國內小學英語教學現況

之參考。同時，此行也安排與

本校張新仁校長、人文藝術學院顏國明院長、教務

處華語文中心周美慧主任、語文與創作學系盧欣宜

助理教授及本組朱子君組長進行交流座談，席間雙

方就校園環境現況、師資培育具體做法與相關經

驗，以及未來加強雙方學術合作與師資培育，以達

到實質交流等議題進行深入討論。

大陸廣州大學一行八人蒞校訪問

103年 12月 24日廣州大學
徐俊忠副校長率領該校蔣紅

軍博士、李海燕副教授、方

英副教授、楊芳副教授、何

群教授、徐春棉會長、譚廣

洪編審蒞校參訪，座談中與

本校張新仁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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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處林詠

能處長、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王俊斌主任、教

學發展中心楊宗仁主任及本組朱子君組長就兩校學

術單位、校園環境現況、師資培育具體做法與相關

經驗，以及未來加強兩校學術、文化、師生實質交

流等議題進行深入交流與討論。

本校華語文中心同仁於 103
年 11月 14及 15日，帶

領外籍生前往苗栗及埔里進行

為期二日校外文化參訪活動。

本次活動因受教育部的補助，

故有機會能帶外籍生更深入地

體驗台灣。第一天上午一行人

前往苗栗三義的札木工坊體驗

用木頭 DIY人偶，活動由工坊
主人示範如何將看似廢棄的樹

枝，經由巧思與創意，變成一

件件小巧可愛的造型人偶。學

生們將樹枝及木頭接成一個人

偶，然後再依序製作樂器或是

其他配件並完成彩繪。透過手

作體驗不僅能讓學生發揮天馬

行空的創意，同時也賦予環保

回收再生的價值意涵。

下午抵達埔里參觀埔里著

名的造紙工廠－廣興紙寮。經

由導覽的解說外籍生們認識從

取材、打漿、抄紙到烘乾製

成紙張的歷程，學生們還動手

體驗了拓印並做紙扇。晚上入

住日月潭的飯店，大多數的學

生都是第一次來日月潭，所以

把握了晚上及日出時分到潭邊

欣賞不同時間所呈現的景色變

化。第二天在日月潭畔經由遊

艇、纜車及自行車的方式欣賞

山湖水色之美。由於天氣十分

晴朗，因此有種大山大水的寬

闊之感，而居高臨下的纜車體

驗，讓整個日月潭區的美景盡

收眼底。

兩天的行程中心也特別安

排各式料理讓學生嚐鮮，包括

客家菜、埔里鄉土料理、台菜

及原住民料理等。因為都是桌

菜的形式，正好能讓外籍生們

實際體驗台灣圍著圓桌一同吃

飯的文化。兩天一夜的行程有

DIY體驗、著名景點遊玩及各
種台灣特色料理的品嚐，更重

要的是來自不同國家分屬不同

班級的學生在這次活動中能彼

此認識交流，分享不同文化的

差異。

本校華語文中心於 103年
12月至 104年 1月間舉

辦一系列的中華文化課程，讓

前來研讀中文的外籍生們能實

際且深入地認識文化的不同風

貌。課程內容包含冬至湯圓製

作、畫糖體驗、捏麵人教學及

包水餃等活動。因冬季班華語

課程適逢冬至節慶，吃湯圓的

活動不僅讓學生親手搓湯圓，

在這重要的節氣中，也體會一

顆顆搓得圓滾滾的糯米糰子象

徵著闔家團圓的意涵。

畫糖及捏麵人也可說是中

華文化特有的技藝，將看似家

常且隨手可得的材料，例如麵

粉、糖等等原料變成藝術創作

的素材。外籍生們幾乎

都是第一次接觸，所以

倍感新奇。大家看著畫

糖人將煮沸的糖水倒在

鐵板上，就開始隨心所欲的創

作，不一會兒冷卻後，就變成

一個個立體的圖案。觀摩過後

每個人都親自體驗，依樣畫葫

蘆紛紛製作出許多俏皮的圖案

例如海綿寶寶、龍貓等等卡通

人物。而捏麵人在五顏六色的

黏土中能捏出許多的造型，各

種傳統的、新式的圖案都能在

一捏一轉中變化出來。

隨著年節的腳步逼近，有些

地方的習俗是以水餃象徵金元

寶，因此文化課就教導外籍生

如何捏出扎

實又飽滿的水餃以求得來年能

富貴。包水餃看似簡單，但稍

不留意就變成了捏小籠包，許

多外籍生第一次包的時候，還

無法掌握竅門，常常發生此種

的笑果。

華語文中心在華語課程之

外，特別設計多樣的文化課程

讓外籍生們能真實參與台灣的

各種節慶以及體驗文化的豐富

性，在經過親手製作的過程

中，讓文化貼近生活也加深了

印象。

◎北師美術館

  造音翻土—戰後台灣聲響文

化的探索—北師美術館與立

方計畫空間共同主辦

中華文化課程：體驗臺灣節慶文化
  捏麵人是中

華文化特有

的技藝

大陸鞍山師範學院候冬岩副校長率團蒞校參訪

103年 11月 4日鞍山師範學院候冬
岩副校長率領該校港澳臺辦公室劉海

濤主任、商學院王福君院長、物理科

學與技術學院高紅院長、人事處陳學

寬副處長及研究生處王健輝先生蒞校

參訪，座談中與本校張新仁校長、楊

志強副校長、進修推廣處林詠能處長

及教育學系張郁雯主任就兩校學術單位、校園環境現況、師

資培育具體做法與相關經驗，以及未來加強兩校學術、文

化、師生實質交流等議題進行深入交流與討論。

大陸北京師範大學陳光巨副校長率團蒞校參訪

103年 11月 4日北京師範大學陳光
巨副校長率領該校漢語文化學院朱瑞

平院長、教育學部毛亞慶副部長、教

務處李豔玲副處長及港澳臺辦公室劉

濤副主任蒞校參訪，座談中與本校張

新仁校長、楊志強副校長、蔡元芳教

務長、郭麗珍研發長、教育學院吳毓

瑩院長、人文藝術學院顏國明院長、

進修推廣處林詠能處長、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王俊斌主

任、教育學系張郁雯主任、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孫志麟主

任、華語文中心周美慧主任、產學合作組蔡志偉組長及語文

與創作學系宋如瑜老師就兩校學術單位、校園環境現況、師

資培育具體做法與相關經驗，以及未來加強兩校學術、文

化、師生實質交流等議題進行深入交流與討論。

 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幽蘭教授
蒞校參訪

103年 11月 12日法國社會科學高等
學院（EHES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藝術與語言研究
中心幽蘭教授來訪，與本校國際事務組

朱子君組長與藝術造形設計學系林志

明主任就兩校未來學術合作、師生實質

交流等議題進行深入交流與討論。

上海市教育專業人士參訪團蒞校參訪

103 年 11 月 14 日由上
海對外經貿大學張桂芳教

授率領上海市教育專業人

士參訪團一行 19人蒞校
參訪，與本校楊志強副校

長、人文藝術學院顏國明

院長、理學院賴慶三院長

及國際事務組朱子君組長雙方就「大學教育的專業課程設

置」議題進行交流與討論。

 大陸湖南師範大學盧岳華副校長率團蒞校參訪

103年 12月 11日大陸姐妹校湖南師
範大學盧岳華常務副校長率領該校文

學院鄭賢章院長、後勤管理處許杭平

處長、附屬學校管理辦公室龔民主任

及港澳臺辦公室唐敏鋒行政主任一行

五人蒞校參訪，座談中與本校楊志強

副校長、理學院賴慶三院長、蔡葉榮

總務長、進修推廣處林詠能處長、教

務處華語文中心周美慧主任及本組朱子君組長就兩校現行交

流現況及師資培育具體做法與相關經驗，以及未來加強兩校

學術、文化、師生實質交流等議題進行深入交流與討論。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學術交流活動

  本校師長與上海市教育專業人士參
訪團貴賓合影

  張新仁校長與北京
師大陳光巨副校長

（右）合影留念

  本校師長與鞍山師範
學院貴賓合影

  （左起）朱子君組
長、幽蘭教授與林志

明主任合影留念

  本校楊志強副校長與
湖南師大盧岳華副校

長（右）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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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雜誌持續 20多
年，每一年年終舉辦的「十

大美術新聞」與「十大公辦好

展覽」票選活動，以電子郵件

與臉書、網頁投票的方式進行

調查，對象包括藝術工作者、

藝評家、藝術產業界公私立

美術館展覽機構、美術教育單

位等藝術圈內專業人士。2014年共收到有效票數 3,389票，
票選結果，本校北師美術館在「十大公辦好展覽」項目，以

〈來美術館郊遊—蔡明亮大展〉獲得第四名及以〈造音翻

土—戰後台灣聲響文化的探索〉獲得第六名。

  張新仁校長與三
僑校參訪團合影留

念

  本校師長與廣州大學
貴賓合影留念

本校竭誠歡迎各界捐款。無論使用

哪一種方式捐款，務必請您致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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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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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秘書室校友中心

捐 款 方 式

《藝術家》雜誌「十大公辦好展覽」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楊淑羽

校外文化參訪：感受苗栗、埔里之美

華語文中心活動報導華語文中心活動報導   苗栗三義札

木工坊體驗木

頭 DIY人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