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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殖民教育的光與影

—公學校『國語』教科書展」重現早期臺灣教育資料

 ◎圖書館

阿公阿嬤們小時候讀的教科書長什麼樣子？

日本統治時代的教科書裡也有吳鳳和鄭成功，還

教臺語？為了讓民眾認識早期臺灣教育資料，本

校圖書館與國立臺灣圖書館（以下稱為國臺圖）

合作，於 105年 11月 8日至 12月 9日之間，在
圖書館一樓大廳舉辦「殖民教育的光與影—「公

學校『國語』教科書展」，並於 105年 11月 8
日上午 10時在圖書館一樓大廳舉行開幕典禮。

開幕當天，特別邀請本校張新仁校長、國

臺圖鄭來長館長擔任致詞及剪綵貴賓、臺文所

李筱峰老師也蒞臨現場觀禮。開幕當天並安排

音樂系、所四位同學組成室內樂團演奏〈四季

紅〉及〈淡水暮色〉二首曲目以饗來賓。

本校前身為創立於 1896年的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典藏許多戰前臺灣初等教育資料；

國臺館前身則是創建於 1914年的臺灣總督府圖
書館，典藏許多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所留下來的

史料文獻。105年為本校 121週年校慶，二館
特別共同舉辦本次展覽，展出早期臺灣公學校

學生所使用的各時期日語教科書原件，這些史

料因具有高度的歷史價值，且因坊間流傳數量

不多而更顯珍貴，平日典藏於圖書館的特藏書

庫之中。本次展覽除了首度公開展示這套公學

校日語教科書之外，亦分別從

人物、史地、實學知識與

道德教育等主題，系統

性地介紹教科書的內

容，映現殖民時期的

教育光影，值得我們

細細品味與回顧。

 ▲開幕剪綵。

 ▲音樂系學生開幕表演臺灣民謠室內樂。

 ▲張新仁校長致詞。

 ▲國臺圖鄭來長館長與張新仁校長、圖書

館林淇瀁館長及臺文所李筱峰老師（由

右至左）於書展主展板前合影。

 
▲

本次展出皆為圖書館六樓特

藏室典藏之真本。

 ▲公學校國語讀本第十冊課文之

一，內容教導學生錢要存在郵

局，安全又有利息。

亦分別從

識與

統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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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過於喧囂的孤獨—新樂園 20年紀念展」
—新樂園 20年　北師美術館熱鬧辦桌

 ◎北師美術館

由藝術家共組營運的新樂園藝術空間，從

1995年成立至今已邁入 20年，於 105年 12月
17日至 106年 2月 12日在本校北師美術館展
出「類似過於喧囂的孤獨—新樂園 20年紀念
展」。由新樂園藝術空間與北師美術館共同策劃

新樂園 20年紀念展，展出歷史檔案與成員藝術
家作品，呈現新樂園 20年來發展的縮影。

本展覽以「辦桌」象徵百餘位成員藝術家

的團圓與傳承，紅色辦桌上展示新樂園自成立以

來的歷史文件與檔案，其中包含各檔展覽的宣傳

品、不同單位公文書信、藝術家親筆手繪草稿等

文獻，讓參展民眾藉此瞭解作為替代空間的新樂

園營運的方式。另外，本次邀請歷屆新樂園藝術

家於展覽中展出曾經在新樂園展出的系列作品，

觀眾可依循展覽跨越三個不同世代藝術家作品，

發掘在這 20年間，藝術家在創作時媒材使用上
的轉變，而這亦是臺灣當代藝術變革的一部分，

隨著時代展現各種不同的風貌。

秉持新樂園自成立以來一貫大膽且具豐富

實驗性的風格，每位藝術家運用各種不同的媒

材，創作出自我對話以及關注社會議題的藝術創

作。期待大家一起走進美術館，一同親身體驗新

樂園 20年，共同經歷這場歷史性的藝術盛宴。
更多「類似過於喧囂的孤獨—新樂園 20年紀
念展」活動資訊，請上北師美術館網站（http://
montue.ntue.edu.tw/）及新樂園藝術空間（http://
www.slyartspace.com/Index.aspx）查閱。

 ▲眾藝術家們圍繞紅圓桌比「20」手勢，祝賀二十年的到來，同時將新樂園精神繼續傳承。

 ▲北師美術館  ▲新樂園藝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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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楊志強副校長（中）

以及校內師長與各種子學

校教師合影留念。

 
▲

3D列印體驗區現場有 6台手提電腦
與 5台 3D列印機進行活動。

 ▲小朋友在雲端感測機構體驗區操作平板電腦感

受如何隨溫度控制風扇馬達。

 ▲小朋友在仿生獸體驗區觀察

並操作仿生獸。

 ▲木工手工具體驗區擺設了很多手工具讓參

與者親自動手試用。

 ▲小朋友在豆豆芽體驗區進行線上科

學遊戲。

 ▲來自 10所種子學校的種子教師作品展示。

「創新自造日」推出多項動感體驗　親子共享手作樂趣

 ◎創新自造中心

本校創新自造中心於 105年 12月 3日首次
舉辦「創新自造日」，邀請了各種子學校校長以

及老師一同參與，本校楊志強副校長也蒞臨指

導。在整個活動中，設置了各校種子老師以及學

生所製作的創新自造成品靜態展，以及各項創新

自造主題的體驗區，分別有木工、3D列印、仿
生獸以及雲端感測機構。在「3D列印體驗區」
中，大家設計自己的名牌，並將名牌以 3D列印
機列印出來，另外還搭配 3D掃瞄區，能夠掃瞄
人體的外觀；「仿生獸體驗區」擺設了仿生獸成

品，讓觀者能直接體驗；「雲端感測機構體驗

區」請到了宏碁雲端技術的講師親臨講解雲端感

測；「豆豆芽體驗區」係由本校盧玉玲教授團隊

所開發的線上教學遊戲。除了上午配合自然科學

教育學系的科學變變變闖關活動，讓家長以及小

朋友共同體驗創新自造活動之外，下午也對外開

放給所有外賓，擴大民眾體驗創新自造樂趣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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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的理由」（If There is a Reason to Study）
影片欣賞及座談  ◎教學發展中心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配合 121週年校慶，特
取得校園播映權於 105年 12月 8日在本校學生
活動中心播映「學習的理由 If There is a Reason 

to Study」紀錄片，同時邀請導演楊逸帆先生及
宜蘭縣人文國民中小學楊文貴校長蒞校進行映後

座談，與師生透過影片省思臺灣教育現場的議

題，會場座無虛席，反應熱烈。

「學習的理由」是楊逸帆導演自 14歲就讀
人文國民中小學開始，費時七年拍攝的紀錄片，

他以導演以及與片中主角成長對話的心路歷程，

探索現行教育目的與體制所面臨的問題；全片開

始先從旁觀者的角度描述中學生們面臨基測與志

願選擇的掙扎過程，接著以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

角度互動對話，以真實又理性的視角紀錄下為期

數年的學習歷程。楊文貴校長表示，本片藉由教

育探索的歷程，引發人們深深涉入議題，進行深

層的思辨；他認為對於孩子們的未來，大人們應

營造盡情探索、發展天賦的環境，幫助他們找到

日後能勝任且感興趣的方向；為達成前述理想，

讓孩子擁有健康、溫暖的家庭生活、並培養出自

在、多元的生活情趣，都是不可或缺的條件。

本校肩負培育臺灣教育現場第一線教師的

使命，透過校慶活動讓師生共同省思教育的使命

並共尋臺灣的教育出路，更顯意義不凡。瞭解下

一代孩子的未來發展、體會新世代年輕人的困境

與希望，都是師生必須用心感知的目標；未來教

學發展中心仍將致力於引進更多元的教育聲音，

提供教師和學生創發更好的學習能量！

2016北二區學生聯合文學獎頒獎典禮  ◎語文與創作學系

為提倡文學創作風氣，培養文學創作人

才，鼓勵北二區大專院校學生文學創作風氣，進

一步深耕文學土壤，由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與北

二區教學資源中心—北二區文學大師講座共同舉

辦 2016北二區學生聯合文學獎徵文活動，邀請
北二區夥伴計 13所大學院校在學學生（含碩博
士班）參加。

本次徵文共分為「新詩組」、「散文組」

與「極短篇組」3組進行徵選，經擴大宣傳，
收件日期至 105年 11月 23日止，共計來稿 228
件 (新詩組 106件、散文組 47件、極短篇組 75
件 )，由承辦單位組成評審工作小組，負責檢視
來稿資格後，隨即進行協調評審作業，於 105年
12月 5日及 9日聘請校外著名學者、專家評審
進行複審、決審會議。105年度邀請各組評審委
員為：「新詩組」陳義芝、顧蕙倩、唐捐；「散

 ▲「學習的理由」以教育探索的歷程，導入教育議題思辨。

 ▲楊逸帆導演以拍攝者與

被拍攝者的互動對話，

費時七年完成紀錄片。

 ▲宜蘭縣人文國民中小學

楊文貴校長參與映後座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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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組」徐國能、楊富閔、王文仁；「極短篇組」

方梓、張啟疆、吳鈞堯，評審皆為一時之選。入

圍得獎名單先行公告並通知得獎者，決審名次於

105年 12月 24日宣布並進行盛大的頒獎典禮。
2016北二區學生聯合文學獎頒獎典禮在本

校至善樓國際會議廳辦理，當日共計約 50人出
席，17名得獎者皆出席頒獎典禮。活動於上午
10時開始，首先由張新仁校長開場致詞，開幕
表演由語文與創作學系兩位同學進行鋼琴演奏及

吉他自彈自唱，並邀請出席典禮的 5位評審老師

進行文學對談，主題為「文學創作與文學獎」，

談論對於本次文學獎各組評審方式進行說明外，

更期望能給予學生文學創作上的建議與鼓勵。

本次北二區文學獎由陳謙老師擔任總召集

人及典禮主持人，邀請各組評審老師上台頒獎，

共頒發各組前三名及佳作 3—4名等獎項，也請
各組第一名發表得獎感言；典禮最後由語文與創

作學系周美慧主任進行總結，周主任表示肯定得

獎者的創作實力，並期許未來有更多優秀作品，

為文學注入更多的新活力。

 ▲新詩組評審會議。  ▲語創系周美慧主任（右三）、陳文成老師

（左一）與評審老師合影。

 ▲極短篇前三名得獎者與評審吳

鈞堯老師（右二）合影。

 2016北二區學生聯合文學獎　得獎名單 
新詩組

審查結果 學校 姓名 作品名稱

第一名 國立東華大學 曾貴麟 博物館筆記

第二名 國立臺灣大學 李蘋芬 比星河更遠

第三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范亦昕 沒有出口與入口的迷宮

佳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劉曉恬 林志嘉—所有與你有關的印象，都是詩的姿勢

佳作 國立臺灣大學 詹佳鑫 秘密廁所

佳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林芷嫻 過失傷害

　　　　　　　散文組

審查結果 學校 姓名 作品名稱

第一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郭家瑋 房間

第二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張笠 千禧年後

第三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治平 天父

佳作 國立臺灣大學 蘇婉菁 會面點

佳作 國立東華大學 吳東翰 洗頭

佳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任宇文 弦上飛行

　　　　　　極短篇組

審查結果 學校 姓名 作品名稱

第一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蔡伃婷 五十

第二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李昀築 空

第三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梁友惠 41號

佳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陳勤樺 竊聽

佳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郭家瑋 花

佳作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任宇文 當鬼

佳作 國立臺灣大學 詹卉翎 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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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高等教育博覽會　本校赴印尼、香港及澳門招生宣傳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

為吸引海外優秀學生赴本校就讀，本校由

國際事務組於 105年 10月至 11月期間，參加印
尼、香港及澳門招生展，透過學校特色介紹、發

放招生文宣和與學生問答互動，提升外國學生至

本校就讀意願，達成增加本校外國學生

人數之目標。

本校國際事務組針對印尼學生需

求，特製作學校和外國學生招生印尼語

簡介、各學系英語簡介及華語文中心課

程印尼語簡介。為提升學生對本校之興

趣和互動，另準備手機螢幕擦、學校原

子筆、環保玉米杯和餐具組等紀念品，

吸引參觀者對本校之注意，讓參觀者有

更多機會深入瞭解本校。更由校長率領

本校師長拜會姊妹校澳門大學，及海星

中學、聖羅撒女子中學等校，研議推動

校際之間互惠合作方案，以利本校招收

境外學生。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活動花絮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楊淑羽

 外籍生華語競賽

為鼓勵外籍生們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能

兼重聽、說、讀、寫的能力，本校華語文中心特

於 105年 10月 20日辦理外籍生華語競賽，競賽
內容包含寫字與朗讀比賽兩部分。進行方式由競

賽者先從提示的字音字形中寫出正確的國字，

完成這個關卡之後，再進行下一

關的朗讀。朗讀的題目則依照學

生的中文程度分為初級、進階及

高階三個水平。朗讀的內容可預

先練習，而字音字形的部分則是

當場鑑定，外籍生們對此競賽都

覺得十分具有挑戰性。經過為

時 2小時兩輪的比賽，結果終於
出爐。每個等級皆有第一名的得

獎人，可以拿到 1000元的購物
禮金。比較特別的是獲得字跡工

整獎的學生，是來自印度的必南
 ▲透過華語競賽，可以讓外籍生相互切磋中文。

 ▲張新仁校長（中）與澳門大學倪明選副校長（右）

與教育學院院長范息濤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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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才學習 3個多月的時間，很努力的把中文字
練寫得井然有序，因此擊敗比他學習時數更久的

學生。透過此項比賽，可以讓平時各自學習的外

籍生能聚在一起切磋中文，不同華語程度之間的

學生亦能彼此交流互動。

 華語文能力測驗

一年為期兩次的華語文能力測驗在 105年
11月 5日、6日在本校視聽館電腦教室舉行，測
驗內容有聽讀測驗、口語測驗及寫作測驗三種，

每種測驗皆分為入門基礎級、進階高階級及流利

精通級。由於它是臺灣唯一正式的華語測驗，對

於外籍生華語學習之程度鑑定及申請臺灣的大學

或研究所之門檻設定，都是具有相當的指標性。

為此，本校華語文中心特別在 105年 10月底時
開設「華語文能力測驗」應試技巧入門班及進階

班兩種課程，藉由受過華測會專業訓練的華語教

師，教導學員了解華語文能力測驗的方式。華語

文能力測驗主要以電腦施測為主，因此，學員必

須要能在短時間內聽懂問題並作答，對於平時不

熟練電腦應答的學員來說，確實較為困難。中心

利用兩堂課的時間，由華語教師一一帶領學生了

解各種等級的題目以及作答應對的方法。本次參

加華語文能力測驗本校華語文中心，學員生共有

26人，計有 20位學生通過測驗，成效良好。

 冬令進補活動讓外籍生了解華人食補概念

又到了冬至時節，中心為使外籍生們對冬

至有不同層面的認識，105年的冬至活動不同以
往搓湯圓、吃湯圓的形式，改成冬令進補的內

容。經由華語老師的介紹，讓外籍生們了解冬至

時，華人們會有不同進補的內容，例如：薑母

鴨、羊肉爐、麻油雞、四神湯等等。為此，還特

地說明裏頭含有中醫食補的概念，所以會按照每

個人不同的體質來進補，因而有「立冬補冬，補

嘴空」的諺語流傳。為呼應華語老師講授的內

容，中心特別準備麻油雞、四神湯等補品讓學生

品嚐。這兩種臺灣人習以為常的食品，對外籍生

來說不僅是第一次見到，還十分新鮮有趣。但出

乎意外的是，外籍生們的接受度很高，尤其對麻

油雞搭配麵線，更是一碗接著一碗的吃。經由本

次的文化節慶課程，讓外籍生們能感受到冬至不

同的氛圍，也學習到華人食補的概念。

 ▲中心開設的特別應試考前加強班學員上課情形。

 ▲

▲

配合冬令時節來

到，華語文中心特別

準備麻油雞、四神湯

等補品讓學生品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