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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新挑戰—境外臺校行政主管研習班暨聯合校務座談會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本校於 106年 1月 23至 24日辦理教育部
「106年境外臺校行政主管研習班暨聯合校務座
談會」，邀請 5所海外臺灣學校及 3所大陸地區
臺商學校行政主管參加，共計 100人，並在活動
中公開表揚榮獲第一屆境外臺校典範教師獎的 5
位老師：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李慶峯老師、東莞

台商子弟學校黃鈺芸老師、東莞台商子弟學校鄭

衣婷老師、華東臺商子女學校嚴天龍老師及華東

臺商子女學校李佳貞老師。

教育部前政務次長陳良基（現任科技部部

長）特別出席始業式，致詞時期勉境外臺校行政

主管，讓境外臺校於海外地區定位出學校優勢與

特色，共同努力讓境外臺校更加發光發熱，成為

臺灣教育在境外的精神堡壘。始業式後，由越南

丁善理紀念中學陳偉泓校長主講「新思維境外臺

校創新經營的知識與技術」；下午座談會由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宋曜廷副校長主持「新挑戰─境外

臺校與華語教育推動」。

第二天議程首先由總統府新南向政策辦公

室陳郁仁副參事，說明「新南向—境外臺校的發

展趨勢」，隨後並針對印尼、馬來西亞、越南及

大陸地區進行新南向政策說明與論談，找出境外

臺校於新南向政策推動之際所扮演的角色與定

位。在大陸地區的臺商學校校務經營座談會中，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校，以及上

海台商子女學校亦進行詳實的校務報告。綜合新

專業領域課程，則以分組方式進行，由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張新仁校長帶領「新教師─教師專業發

展支持系統」組、國教署課綱規劃協作中心朱元

隆委員帶領「新學生─核心素養與新課綱價值」

組、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湯志民教授帶領「新

領導─境外臺校經營與領導」組進行分組討論，

由業務相關一級主管或校長參加，最後進行總結

報告暨綜合座談。

本次境外臺校行政主管研習班課程，雖僅

為期 2天，但研習內容豐厚紮實，包括校務經
營、華語教育、新南向政策、十二年國教 107課
綱等，融合最新教育政策、概念與辦學實務，拓

展教育新視野。會中除了探討校務經營與領導、

境外臺校與華語教育等重要議題外，並透過互動

課程、交流座談會等方式，共同研商解決校務經

營問題，即時給予境外臺校行政主管建議與回

饋，以提高辦學品質；亦讓境外辦學的教育人

員，能結合國內教育政策，掌握教育新知，增進

執行力、應變力、溝通力及問題解決能力，提升

境外學校整體辦學效能。

 ▲張新仁校長致歡迎詞。

 ▲陳良基部長（右）頒發

境外臺校典範教師獎。

 ▲綜合新專業領域分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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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丁酉新春團拜  凝聚同仁向心力
 ◎人事室

本校 2017丁酉年新春團拜活動，於 106年
2月 9日上午 9時 30分在大禮堂歡慶舉行，全
體教職員工、退休同仁，以及附小教師約 372
人，歡聚一堂，拱手作揖，互道新年恭喜。張新

仁校長致賀新春祝詞時，特別強調本校今年新春

賀聯「金雞報喜似春風化雨  彩鳳朝陽如旭日昇
華」的特殊涵義，並巧舉「雞窩飛出金鳳凰」的

傳說故事，提示同仁體會故事寓意，齊心協力，

方向一致，必能展現金鳳凰般的活力與光芒，共

創美好未來。

為增添新年吉利好彩頭，今年依慣例進行

眾所期待的摸彩活動，由研發處何心蕊小姐及校

友中心林智遠先生聯袂主持。除了學校精心準備

的禮券及豐富多元的獎項外，校長及各學術、行

政主管亦大方提供加碼獎金、禮品，會場熱鬧

指數攀升，中獎者驚喜連連。

總務處及人事室同仁合力籌辦的新春團拜

活動，不僅可以問候久違的退休師長，聯繫校

內同仁情誼，更是凝聚學校向心力的表現，期

盼嶄新一年，所有北師人個個活力健康，校運

蓬勃發展。

 ▲張新仁校長致詞，強調

新春賀聯的故事寓意。

 ▲立掛於行政大樓穿堂的新春賀聯，期許本校展現

求新求變的前進活力。

 ▲林前校長新發教授

致新春賀詞。

 ▲同仁齊聚一堂，新春團拜喜氣洋洋。

北二區文學大師講座計畫圓滿結束

 ◎語文與創作學系

本校承辦教育部「北二區文學大師講座計

畫」，自 104年 8月 1日起至 105年 12月 31日
止，執行為期近一年半的文學創作能力增能計

畫，計畫主持人為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周美慧主

任，結合世新大學、華梵大學、宜蘭大學、慈濟

大學、東華大學、佛光大學、馬偕醫學院、大同

大學、臺北醫學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藝術

大學、臺灣大學計 12校夥伴，匯集各校資源，
邀請創作領域教師及作家進行座談或分享。計畫

北二區文學

大師講座粉

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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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並舉辦文學獎徵文比賽，希冀學生參與

講座研習後能有創作產出，或更進一步提高作品

質量，對文學獎投稿活動進行回饋。

本計畫除了現場演講以外，並將科技翻轉

帶入演講形式，跳脫過去演講現場錄影只在機構

存檔形式，將計畫內所有演講內容開放線上閱

覽，試圖克服時空障礙，造福更多北二區學生，

達到多贏局面。

在翻轉座談部分，本計畫總共舉辦 10場座
談。邀請詩人陳少、林達陽、顏艾琳、羅智成、

嚴忠政；散文家宇文正；兒童文學作家陳素宜；

小說家陳國偉、許又方教授、王松木教授，共

10位不同文體創作專長的演講者，每次進行約 2
小時的分享和實作，希望能讓參與者從各種領域

了解「文學」。座談內容除了從感性著手，也對

語言認知進行深入探討，讓學生對創作有更全方

位的認識，並且透過聽者與講者的問答互動，增

加對於文學創作職場的了解，讓疑問得到解答。

計畫執行初始，學生對於翻轉座談模式不甚習

慣，因此比較無法暢所欲言；然而經過講師及主

持人的多方引導，與會者漸能投入主題，試著將

所學運用並結合個人創意，從中體會文學創作與

生活融合的重要性。

本次計畫特色主要在於大師講座、線上課

程和文學獎三大活動的結合。以往文學獎是文學

獎、講座是講座，兩邊總是互相獨立沒有太大關

聯性。然而，創作的過程中難免有所疑惑而乏人

請益，此時透過講座作家的創作經歷以及技巧分

享，可讓學生直接面對面領略大師演講風采，並

適時讓心中疑問得到解答。除此之外，線上課

程更是本計畫之一大創舉，不受時間空間的拘

束，位處於偏遠地區的合作夥伴亦得以同時分

享計畫資源，線上聽講後如有疑問，也能夠透

過主辦學校的協助獲取回覆。最後，

透過「聯合文學獎」的徵文比

賽，讓整個過程中的所學得以

發揮運用，與實質創作能力

得到學用合一的效果。

 ▲詩人羅智成（中）分享創作理念。

▲

▲  

詩人顏艾琳（左）介紹如何進行跨領域創作。

▲

▲  

詩人林達陽（右）和與談人分享

詩文創作歷程。

比

 ▲本計畫特別設計成果驗收，辦理「2016北二區文學獎」，提供參
與者累積創作能量，找到發揮平台，圖為得獎者與評審合影。



學術頻道

04

美國 Arizona大學教育領導實務工作學者 Dr. Devoss
蒞校進行專題分享與工作坊實務探索 ◎ 教育學院　詹蕙宇／蘇蕾均

  領導力：一起，可以走得更久

本校教育學院於 105年 12月 2日辦理「領
導力：一起，可以走更久」專題工作坊，邀請

來自 Arizona大學的教育領導實務工作者 Dr. 
Devoss來到臺北進行專題分享與工作坊，由教
育學院院長吳毓瑩教授擔任即席翻譯。

演講一開始，Dr. Devoss向學員介紹自己所
任教的 Arizona大學後，隨即進入「領導力」概
念的討論。提到領導力，通常容易聯想到的是企

業場域；然而 Dr. Devoss指出，只要自己做的事
情對他人是有影響力的，自己便是一位領導者的

角色，而其所從事的事情也就是一種「領導力」

的展現，「領導力」的概念其實比大家想像的還

要廣泛。

提到教育場域的領導力時，Dr. Devoss根
據心理學中阿德勒的取向，提出四項在教育場

域建立領導與學習社群的概念，尤其強調「鼓

勵」和「社群興趣」的力量，認為人通常對鼓勵

的反應較良好，並且透過讚美他人「努力的過

程」將會促使被鼓勵與被肯定的一方產生改變

的內在動力。接下來，

Dr. Devoss 進 一 步 提
到相較於能力、知識

或經驗，領導力的發

展 與「 情 緒 素 養 」

（emotional literacy）
更為相關，也更為重

要。情緒素養（亦可理

解為情緒智商）強調理

解自己情緒與自身行為

對他人造成影響的能

力，而一位好的領導者

應當是能夠體察自己與

他人，懂得建立人際連

結與合作關係，並且有

著謙卑柔軟的身段。

趨近分享尾聲，Dr. Devoss以情境帶領學員
思考自身的核心價值：「當自己回頭看自己已經

走過的路，並且看到遙遠的一段是從前的自己，

會想要對他／她說什麼？」這段思考引起全場學

員興趣，並且引發熱烈討論與分享，進一步延

伸到轉換式領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概
念：即有效的領導應能將利益的關注擴展至整體

社會與社群，並且關心團體的利益與經營，表

現的方式反而更趨近於「僕人」，在為他人的

服務中為他人尋求最大福祉，同時將影響力擴

展至社群。Dr. Devoss最後以 Henry Ford的名言
“Coming together is a beginning, keeping together 
is progress, working together is success.”為今日
活動作結，讓學員對「領導力」具有嶄新認識，

以及更深層的思考。

 以談話圈方式辦理阿德勒取向團體工作坊

105年 12月 3日阿德勒取向團體工作坊 
Creating a Caring Community through Adlerian 
Talking Circles ：「從黑特到來客（Movinf from 
hate to like）：青少年社會攻擊與社群情懷」，

 ▲Arizona大學 Dr. Devoss「領導力」概念專題分享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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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 Dr. Devoss進行第二場分享。工作坊全程以
英文進行，並由吳毓瑩院長擔任重點翻譯。工

作坊分享的主題為阿德勒取向談話圈（Adlerian 
talking circle）的了解以及運用，參與者多為教
育現場工作者，包含小學老師、輔導老師、專輔

老師，以及專業心理相關人員、相關科系學生所

組成。

工作坊一開始，Dr. Devoss以「在學校或專
業場域中，看到青少年身上有什麼樣的議題？」

與在場成員展開實務經驗談話，藉由青少年議題

的討論，帶領出今日應用阿德勒取向談話圈的終

極目標與目的：   學習如何在教學或專業實務

現場，使用阿德勒取向的原則，建立一個安全的

氛圍。   在工作坊中體驗如何實行和運用一個

有效的談話圈。上午工作坊中，Dr. Devoss帶領
成員思考幾個重點：   讓談話圈有效的因素有

哪些？   哪些事情會促成一個人的改變？   談

話圈進行的方式、階段與要素。

從工作坊的進行過程中，可以觀察出

Dr. Devoss非常重視每位成員的參與及互動，即
使成員有時會因為語言上的限制而讓分享內容有

所顧慮，但在 Dr. Devoss的鼓勵和其他成員的相
互幫忙下，每位成員都很盡力地傳達想法，以及

分享個人實務上的經驗。談到教育現場的問題處

理，Dr. Devoss特別提到通常冒犯他人一方的感
受、想法與經驗很少被關注，並且援引印地安人

部落實行的傳統為例，傳達出人在感受到自己是

被喜愛和欣賞的時候最有意願改變。因此談話圈

不只是一個團體或是大家所圍繞的圓圈，而是一

個開放、平等、安全、有歸屬感的氛圍塑造，為

談話討論提供一個可被承接的空間。

經過上午對 talking circle的討論後，下午座
談一開始，Dr. Devoss便請成員分享自己認為可
以如何在目前工作場域運用談話圈，並且在分享

完一輪後，隨即進入談話圈的實作與應用，採用

內外圈的方式進行：請提出討論議題的成員挑選

團體中的幾位成員加入裡面的工作圈，其他留在

外圈的成員為觀察團，並且在工作圈當中留下一

張空椅，在討論至一個段落時讓外圈想提供意見

的成員進入。其中，兩位輔導老師提出自己的議

題進入討論，無論是工作圈或是觀察圈的成員皆

相當投入，有外圈成員的經驗被喚起，將自己的

意見投入分享，使現場不同年齡層、不同角度的

看法與意見相互激盪出不同的意見與火花。

活動進入尾聲時，Dr. Devoss邀請談話圈成
員進行角色扮演，所有成員扮演國二學生，在談

話圈中解決一個班級紛爭。在這個情境中，有

一位女生表示，自己在更衣室聽到別人在背後

開自己的玩笑，讓自己覺得很不舒服。此時，

Dr. Devoss帶領工作坊成員藉由角色扮演的方式
進行討論，根據實行談話圈的要素與原則發言，

確保每位成員皆有投入與傾聽他人的發言，並且

在最後邀請每一位成員提出：「自己可以做些什

麼改變這件事情？自己如何有所貢獻？」的分享

後，意猶未盡地結束工作坊活動，與會者獲益良

多，期待可以將今日所學儘快應用到實務場域。 

 ▲Dr. Devoss（左）與吳毓瑩院長合影。

 ▲談話圈工作坊成員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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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日本大學學生蒞校參加語言與文化研習團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

 韓國首爾大學「華語研習營」

盱衡當前風起雲湧的國際化思潮，大學應

主動走向國際舞台與世界接軌，培養師生國際宏

觀視野與胸襟。茲此，本校研發處國際事務組為

推廣國際認識華語文的創造藝術以及臺灣文化的

歷史風華，特辦理各國研習團，進行互惠交流。

本校 106年 1月 16至 25日與韓國首爾大
學共同合作辦理「華語研習營」，活動以「豐富

的臺灣文化」為主題，透過多元的文化課程，讓

學生了解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本次來訪的首爾

教育大學研習團共有 2位師長及 22位學生，活
動除了華語課程外，更安排多項文化行程，包含

宜蘭傳藝中心、郭元益糕餅博物館、士林夜市、

平溪、野柳和淡水紅毛城等豐富景點。研習內容

兼具人文與自然風采，使整體活動充滿了教育

性、學習性與娛樂性，讓學員在經過臺灣文化的

薰陶後，對臺灣之美能有更進一步的體驗與認

識。

 日本姐妹校語言與文化研習團

本校自 96年度開辦日本姊妹校大學學生來
台研習，口碑評價良好，且有助於提升本校國際

化交流人數之績效。於此，106年 3月 7至 16
日，本校邀請國立大學法人大阪教育大學、群馬

大學、京都產業大學、東京國際大學四校參與

日本姐妹校語言與文化研習團活動，以增進本

校與日本姐妹友校之情誼，達成加強與姐妹校

間實質交流之效。本次研習團共有 20位學生及
1位師長熱情參與，活動行程也相當具有文化性
和教育性，包括淡水紅毛城和故宮博物院的歷

史巡禮；樹火紀念紙博物館、郭元益糕餅博物

館和宜蘭傳藝中心的文化體驗；以及野柳風景

區的自然饗宴。參與活動師生反應極佳，研習

團互惠交流成果顯著。

日本千葉大學師生蒞校參訪 ◎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
為提升本校與日本千葉大學交流互惠，千葉大學師生 6人於 106年

3月 23日蒞臨本校，參與本校安排之教學觀摩；觀摩學校包含新北市
鷺江國小、臺北市濱江國小、仁愛國小及龍門國中等，以增進雙方姊

妹校合作關係。

本次交流中，日本千葉大學本田勝久教授對於本校辦理之語言與文

化研習團活動深感興趣，並對研習團之理念與內容表示認同，希望未來千

葉大學的師生也能有機會參與本校辦理的語言與文化研習團，透過研習團活

動認識中華文化，更進一步體驗臺灣人文薈萃。此外，本校及本田勝久教授亦於

本次參訪中對兩校雙聯學位的交流合作取得初步共識，期待未來兩校能有更多

元、更深度的連結、互惠與交流。

 ▲與韓國首爾

教育大學研

習團成員合

影。

 
▲

與日本姐妹

校研習團成

員合影。

 ▲王雅蕙組長（右）

與本田勝久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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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老師 打開壓箱寶 ◎ 圖書館

北教大名師講座再登場 拉近學術與生活距離

本校圖書館自 2015年 3月開辦「北教大名師講座」系
列活動以來，匯聚本校屢獲外界邀約演講的老師們，結合學

術專業，設計生活講題，進行校內演講以嘉惠全校師生與校

外聽眾，演講內容包括教育學習、人文藝術、科技資訊等多

元議題，場場精彩，與會聽眾均表受益良多，本年度講題規

劃更符應社會脈動，貼近生活實用層面。2017年上半年「北
教大名師講座」系列活動，持續於圖書館 4樓資源推廣室舉
辦，由圖書館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主持，同時舉辦講座

教師著作展，以助聽眾延伸學習。

 ▲張清河老師板書示範。

 
▲

現場學員板書練習。

第 26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研習
展現文字之美  傳播書法藝術精神 ◎ 人文藝術學院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於 106年 1月 24日在至善樓國際會
議廳舉辦「第 26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麋研齋全國硬筆書
法研習」，邀請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張清河教授講授「板

書」，以及本校書法社團指導老師吳守智老師講授「硬

筆書法與西班牙一瞥分享」等主題。研習成員來自全國各

地，不僅有教學現場服務的現職教師，更吸引了不少對傳

統中國文字之美有興趣的社會人士到場參與。

隨著時代的進展，硬筆取代了傳統

毛筆成為普及的書寫工具，但與書法的精

神仍然相通，近年來本校與麋研齋持續舉

辦硬筆書法相關活動，期盼在校園中逐步

耕耘，社會上也能共襄盛舉共同推動，傳

播具有書法藝術精神和人文關懷素養之種

子，藉由硬筆書法之相關活動，創造屬於

這個時代的書法藝術特色。

 ▲郭博州院長

致贈感謝狀

予張清河教

授（右）。

▲▲▲▲▲▲▲▲▲張張張

▲▲▲▲▲▲▲▲▲▲▲▲▲

現現現

與與。
 
▲

講座教師著作展有

助聽眾延伸學習。

 
▲

3月 28日陳永昇教授主講「網路
資訊科技與生活」，深入淺出介紹

網路資訊科技與生活實用新知。

 ▲講座主題精彩又實用，歡迎校內外讀者把握機會踴

躍報名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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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優良導師獎頒獎暨班級經營經驗分享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本校「105學年度優良導師獎」於 106年 3
月 28日導師會議中頒獎，獲獎教師為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陳蕙芬老師、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郭葉

珍老師；人文藝術學院兒童英語教育學系賴維菁

老師；理學院數位科技學系王學武老師，張新仁

校長親自頒發獎狀乙幀以資表揚。得獎老師各獲

獎金壹萬元整，並列入教師個人服務紀錄。

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 104級資訊實作展：九酒程法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本校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育傳播

與科技碩士班 104級全體研究生，於 106年 1月
9日在本校篤行樓 603教室舉辦資訊實作展，呈
現「9種教學法 X數位平台」創意實作，現場並
備有雞尾酒、美味餐點，入場禮及九宮格集點、

摸彩等，活動內容十分精彩。

本次展出由黃思華、劉遠楨二位教授指

導，展覽主題為「九酒程法」，每個字都代表不

同的意義，「九」代表本次有九個作品展出，

「酒」代表本展提供美味的雞尾酒飲品，「程」

代表展覽作品用不同的程式寫成，「法」代表展

覽作品內含九種不同的教學法，充分展現本展豐

富多元的意義。

 ▲優良導師獲獎感言暨班級經營經驗分享（左起，王學武老師、郭葉珍老師、陳蕙芬老師、賴維菁老師）

 ▲ 104級資訊實作展籌辦人員合影。
（攝影／盧巧滿）

 ▲展示及講解資訊實作展作品。（攝影／盧巧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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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絕後！ 　 領設計的咖啡廳開張—
藝設系三乙校外大型展演  展現學生空間規劃巧思 ◎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李婉寧

106年新年伊始，一個伴隨和煦冬陽的午
後，在龍山寺剝皮寮人來人往的街道旁，一間綻

放異色的咖啡廳喧然開張⋯⋯。此次「藝術與造

形設計學系 107級設計組大型展演」，在游章雄
主任、陳淳迪教授以及多位老師的指導下，藝設

系三乙「癮．咖啡廳概念設計展」，於 106年 1
月 4日下午 2點正式開幕。如同展覽名稱，本次
活動宗旨正是期待觀者能夠對此深受吸引並成

癮、喜愛而無法自拔。當路人駐足於紅藍相間的

海報前，好奇名為「癮」的咖啡廳到底為何物

時，便被淡淡的咖啡香氣與糕點的甜味所吸引，

等到回神後，才發覺自己已身在展場之中。

展場中包含 15種各有逸趣的咖啡廳：
Waba Sabi、VIKING、pa pa café、Old'a Know、
LOVOS Bistro、TJ、ANIWAN、Angle-plan、
SHAKA、 JUST BREATH、Pumpkin Bumpkin、
遊夢、芙菈兒 &葛瑞斯、逗府、暢．敘幽情。
而每一種咖啡廳所陳設的傢俱、擺飾、平面設計

與風格營造等，都是由設計組同學們一手包辦，

再搭配展場特有的磚牆與光線，更顯空間規劃的

巧思。設計，是為了讓人類生活更便利，同時兼

具美感。不同於以往展演的舉辦方式，這次採用

咖啡廳主題來包裝，展現出十足創意，讓觀者彷

彿逛著咖啡廳博覽會。同時，多種互動性的傢俱

也增添相當趣味，不僅老少咸宜，就連國外旅客

都能一同參與，悠閒享受午後時光的設計思辨與

生活美學薰陶。

 ▲張新仁校長、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及師長們，

親臨開幕茶會與展演同學合影。

 
▲

佈展工作情形。

 ▲籌展幹部介紹。▲籌展幹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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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康樂研習社寒假偏鄉試教服務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四年級　李文郁

每逢寒假期間，本校學生總會帶著滿滿的

熱情至偏鄉進行服務，康研社團也不例外。一直

以來，康研社每年寒假都會舉辦試教梯隊，目的

是為了讓對教學有熱忱、想更認識自己，知道自

己是否適合當老師的同學，可以藉此機會接受新

的嘗試與挑戰。今年由康研第 39屆幹部們領著
來自各系的英雄好漢，於 106年 1月 19至 26日
前往宜蘭縣凱旋國小進行服務。

不論是幹部或是梯員，學期間早已馬不停

蹄地為寒假營隊做準備。幹部們需不斷向國小確

認狀況；梯員們則忙著寫教案、準備上營後的活

動、做梯隊美宣等，此外，還要兼顧學校課業，

對同學而言，這是一次身心靈的大挑戰。

上營後的準備期，必須將所有活動及課程

準備到最完美。為此，大家黑著眼眶，熬著夜，

只為了將最完美的一面呈現給小朋友。終於，到

了面對孩子的時刻，梯員們使出渾身解數，希望

獲得小朋友的信任及接納。從始業式、各式課

程、大地遊戲等等，接連 5天的行程陪伴，梯員
們的誠心付出終於和小朋友建立起相聚情誼，到

了結業時刻，夾雜著不捨與喜悅的心情—不捨

即將分別，喜悅能在小朋友心中留下美好的活動

回憶，期盼他們向未來美好人生邁進。

短短 5天的營隊究竟能夠帶給小朋友什麼
樣的影響呢？這次從協助者的角度，從旁觀察活

動進行方式，更能深刻體會營隊的服務期望，是

希望能讓小朋友看見不同的上課方式，打破正式

課程無聊的死板印象。或許梯員們的教學技巧還

有些生澀，但這些生澀正是梯員和小朋友共同

成長的養分，梯員在教的同時也在學，不僅僅

只是教導小朋友知識，當學生服務隊員離開市

區，走進偏鄉看見不同場域的需求，反而更貼

近實際教學現場，讓梯員們在邁向成為老師的

路上，奠定寬廣深遠的基石。

 ▲康樂研習社學員積極為寒假「凱旋國小 x 超級瑪
莉」梯隊服務進行籌備工作。

 ▲晨操帶動唱，展開活力的一天。 ▲康研社寒梯服務結業大合照。

 ▲與小朋友

進行擂台

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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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美術館「2017 作夢計畫 Dreamin’MoNTUE」
首展葉名樺〈一個人的美術館—寂靜敲門〉 ◎ 文／北師美術館　攝影／黃湧恩

MoNTUE北師美術館自成立以來，已推動
多場藝術試驗，為了鼓勵創作者持續實驗與探

索，北師美術館整合美術館資源與專業，2015
年起推動「作夢計畫 Dreamin’MoNTUE」，
給予創作者充分發揮的舞台，首次舉辦即獲眾

多矚目與迴響，將於 106年 4月至 6月揭開序
幕！ 4月首展編舞家葉名樺的〈一個人的美術
館—寂靜敲門〉，藝術家轉換劇場中的奇幻

時光，邀請觀眾重新感知個體與時空之間的關

係；5月則展出導演陳彥斌策劃的〈嗨歌三百首
masingkiay〉，邀請觀眾進入原住民族的社交現
場，透過原住民飲食文化，並於場域中相互對

話、分享交織，重新經驗原住民族的多元面貌，

以及身處美術館中所發生的藝術新行為。

白日到夕陽西下，美術館的一個人時刻

〈一個人的美術館—寂靜敲門〉，其創

作靈感來自編舞家葉名樺於北歐駐村時，感受到

自然瞬息萬千的變化力量，藉此探討人與環境間

的相互影響。成為空白畫布的美術館，勻出大片

寂靜，創作團隊結合了裝置、聲音、影像，將對

大自然的感知轉化為美術館的場景；創作者也將

不預期地現身展場，引領觀者跳脫日常生活的喧

囂，放開感官，回到身體最純粹的狀態，創造出

全新的觀展經驗與開放的參與模式。在白日到夕

陽西下的時刻，觀眾可預約享有一個人的美術館

時間，獨自與作品、空間交織共融，一起創造一

場有機藝術的邂逅！而美術館空間也將隨著時間

推移不斷變化，結束之際將形成一片極地風景。

此次展覽的創作團隊包含 2位創作顧
問高俊宏和周書毅，陪伴葉名樺一同創作

發想，美術館也邀請新加坡籍的獨立策展

人鄧富權擔任戲劇構作（Dramaturge），
協助展覽視覺與表演的整體構成，邀請您

於 106年 4月 8日至 5月 7日來館親自感
受。

 
▲

（大合照由右至左）陳武康、戲劇構

作（Dramaturge）鄧富權、藝術家趙
卓琳、獨家贊助成志投資許勝傑先

生、創作概念／藝術家葉名樺、藝術

家董育廷、北師美術館林曼麗教授、

藝術家晟｜ Sheng、演出：蕭碩寬。

 ▲開幕特別表演現場。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北師美術館網站

（http://montue.ntue.edu.tw/）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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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尋文學的日常—臺灣文學雜誌展（1950-2015）
 ◎  圖書館

為讓校內師生感受臺灣

文學與日常生活連結的氛圍，

瞭解臺灣文學雜誌發展的脈

絡，以及推廣期刊館藏成果

現況，本校圖書館特別於 2樓
期刊室規劃「找尋文學的日

常—臺灣文學雜誌展（1950—
2015）」。且為延伸雜誌展策
展理念，並舉辦「看展，有

禮！」、「分享，無價！」二

項創意活動，以增添人文閱讀

趣味。

「看展，有禮！」由圖書

館精心為雜誌展設計精美明信

片及書籤，免費提供看展讀者自由索取（數量有限，每人每次限取 1張）。而「分享，無價！」，則
是看展心得的分享傳送，觀展者可摘錄展出雜誌中最喜歡的文字或祝福話語，利用圖書館準備的明信

片，填妥完整郵遞資料，投入服務櫃臺信箱，由圖書館代為寄出，將文學書香隨著讀者心意一起傳達

親朋好友分享。

日本愛知教育大學兒童人形劇團四度蒞校公演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6年 3月 12日下午四點，本校姊妹校日
本國立大學法人愛知教育大學兒童人形劇團じゃ

んけんぽんㄐ ㄢ  ㄉㄠㄕˊ ㄊㄡˊ ㄅㄨˋ
（以下簡稱愛教大兒童人形劇團），第四度蒞校

進行公演，演出〈小廣與小彩的草莓〉、〈忍忍

丸子前往笨蛋城〉2齣劇碼。多年來，兩校交流
與互動日益頻繁，透過學術研討、藝文展演等多

項活動，進一步促進兩校師生對彼此之了解與認

識，並為兩校情誼打下深厚的基礎。

〈小廣與小彩的草莓〉講述主人翁小廣，

從一開始獨享草莓的落寞，到和大家一起製作草

莓甜點、共享草莓的快樂，帶孩子看到分享的快

樂。〈忍忍丸子前往笨蛋城〉則描述初學忍術的

忍丸與忍子，經過重重練習，成為一位獨當一面

的忍者，也了解到真正的快樂不是奪取什麼，而

是成為一位能帶給別人歡笑的人。愛教大兒童

人形劇團以 2齣可愛逗趣又富含教育意義的人
偶劇，帶領孩童看見分享的正能量，透過這場

演出，把分享的快樂與滿足感染給現場每一個

 ▲設計精美的明信片及書籤，為讀者留下觀展記憶。

 █ 展期：106.03.20∼106.04.30
 █ 期刊室開放時間：

週一至週五，08:00-22:00；週六至週日，09:00-17:00
 █ 明信片索取時間：106.03.20-106.04.28（週一至週五 08:00-17:00）

 ▲教務長周志宏教授（左）代表學校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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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愛教大兒童人形劇團蒞校公演活動，在本

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教法律碩士班、北師美

術館等單位同仁積極協助下，已於去年成功打響

名聲，本次活動更有家長帶著小朋友提早於中午

前即到活動現場詢問，直到活動開始前 1小時，
北師美術館更湧現排隊人龍，演出結果不負眾

望，愛教大兒童人形劇團為參與觀賞的大小朋

友，帶來無比的歡笑與快樂。活動結束後，愛教

大同學們親切地操作戲偶，與大家零距離互動、

拍照留念，全場驚呼連連，此起彼落的笑語，顯

示此次演出十分成功。衷心期待愛教大兒童人形

劇團明年再度到訪，為本校師生、社區家長與小

朋友們帶來更精采的藝文饗宴。

2016年度冬季班外籍生獎學金頒獎2016年度冬季班外籍生獎學金頒獎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楊淑羽

本校華語文中心於 106年 3月 20日由中心
主任張金蘭教授頒發 2016年度冬季班獎學金給
中心之外籍生。獎學金辦法是依據「教育部補助

大專院校及其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設置外國學生

獎學金核撥作業規定」而設立，用以吸引外國學

生進入本中心就讀並續報課程。本次獎學金通過

名單由華語文中心推動委員會根據學生前一季之

出缺勤紀錄及學業成績，加以審查並核定名額。

當季有 13個班共 27位學生獲獎，均是學
業成績達班級平均之前四分之一且出缺勤表現正

常的學員，每人獲頒獎狀乙紙及獎學金新台幣

1,000元。目前獎學金制度已實施 3年，重複獲
獎學生比例頗高，顯示外籍學員課堂及課餘時間

皆用心學習中文。此外，亦有不少學生因受激勵

而努力學中文並申請臺灣的大學繼續就讀。中心

希望藉由獎學金的機制，能多多鼓勵學生學好中

文、活用中文並因此獲得不一樣的未來。

 ▲零距離互動的演出現場，歡笑無比。 ▲日本愛知教育大學兒童人形劇團演出人員與本校工

作人員合影。

 ▲獲獎學生尼加拉瓜籍學生

柯瑞哲。

 
▲

獲獎學生聖克里斯多

福籍學生美里斯。

 ▲獲獎學生哈薩克籍

學生仙妮。

 
▲

獲獎學生土耳其籍

學生陳土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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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研習外籍生體驗詠春拳功夫奧妙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楊淑羽

3月份對華語文中心來說是個「功夫月」，
本月情商邀請到本校張循鋰教授前來替中心的外

籍生們傳授詠春拳的功夫奧妙。經由電影「葉

問」的強力放送之下，使得外籍生們對於中國功

夫更加著迷，因此本月一開放課程報名，隨即額

滿。3月 15日開課當天，張老師提到學習詠春
拳必須先從「小念頭」開始，所謂的「小念頭」

即是詠春拳基本動作的根基，初學者需要能穩扎

穩打的學習基本功，才能往後進一步，也藉此代

表習武者需具備謙虛及忍耐的學習態度。為此，

張老師特地在課堂中個別教學，讓外籍生們都能

以正確的姿勢學習基本功，並牢記每個動作，以

作為日後學習的基礎。本次課程結束，學員反應

十分熱烈，因此中心特別加開幾堂課，讓外籍生

們把握這次難得的機會好好習武。

2017推廣教育冬令營  課程有創意  成果夠豐碩
 ◎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求，本校進修推廣

處推廣教育中心結合系所資源，開設各類優質兒

童課程與終身學習課程，提供文化創意、資訊科

技、語言學習等跨領域多元培訓。2017年冬令
營課程安排於 1月 23日起至 2月 10日舉辦，課
程規劃「趣玩美術」、「書香語文」、「趣味主

題」、「數位科技」、「奇妙科學」、「創意邏

輯」及「活力體能」七大主題，課程內涵融合多

元智能、符合兒童身心發展，並能激發孩子的想

像力與學習力，領域豐富，動靜皆備，提供家長

多樣化的選擇，讓孩子度過一個繽紛有趣的寒假

生活。

 ▲「樂高動力機械－基礎班」啟發兒童的專注力與想

像力，並藉由「做中學」的方式，認識物理原理，

增進生活科技的運用。

 ▲「Scratch基礎程式設計班」幫助孩童藉由學習
Scatch程式的過程中，學得重要的數學和電腦概
念，同時啟發創意思考、建立系統化的推理能力以

及與他人合作的能力。

 
▲

外籍生體驗傳

統武術，機會難

得。

 ▲張循鋰教授

（左）傳授詠

春拳基本功。



活力校園活力校園

15

 ▲「動物理財大亨」以動物村大亨派對為主題，引發

孩子學習理財知識。

2017年人文藝術季磅礡登場   ◎ 人文藝術學院
本年度人文藝術季規劃於 4月底至 5月底

舉辦，活動為期一個月。4月 25日配合藝術與
造形設計學系「新一代設計展」校內展，盛大開

幕；最後一場為 5月 25日人文藝術季閉幕式暨
歌劇選粹音樂會；2017年度人文藝術季集點抽
獎的獎品得主也將在 5月 31日抽出！

 八大主題活動  展現藝術之美  凝聚人文精神

「藝文派對」：由開幕式為始，以歌劇選

粹音樂會競賽結尾，並邀請曲家瑞教授蒞校演

講。

「音樂饗宴」：以本校音樂學系為主軸，

一連數場音樂活動，讓校園熱鬧一夏。

「語創傳情意」、「兒英祈福趣」：將以

語文主題進行一系列的活動，包括以詩傳情、詩

集作品展、英文籤詩，以及講座等，將本校的語

文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

「文創憶臥龍」：以回憶臥龍為主題來橋

接各項藝文活動，包括講座及工作坊，找回失落

的懷舊記憶。

「藝設遊樂園」：包含各種藝術活動，如

裝置藝術、書法聯展、彩繪等活動。

「臺文講堂」：包含文史台灣學術講座，

深化學與思的激盪，展現文化的多樣與包容。

「美術館特展」：係由北師美術館首次舉

辦之「作夢計畫 17’ Dreamin’ MoNTUE」徵件計
畫展覽，由表演藝術家葉名樺〈一個人的美術

館—寂靜敲門〉與陳彥斌〈嗨歌三百首〉接力

展出，邀請觀眾親身參與一場表演藝術與美術館

跨界融合的試驗，進入屬於美術館的藝術夢。

人文藝術季的活動規劃以各系所專長為

主，並透過系所間同學合作，盡情展現跨領域的

特色，讓文化藝術的內涵更為豐富。為感謝全校

師生及各界人士一直以來對人文藝術季活動的支

持，本年度特別舉辦集點抽獎活動，只要集滿 6
點就有機會參加抽獎，歡迎踴躍參加！

 ▲「成語科學故事集」利用科學方式了解成語的典故

以及後世的應用。

 ▲ 2017年人文
藝術季磅礡

登場。

 ▲詳細活動內容

請密切注意活

動網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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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訓「敦愛篤行」的由來及其深意

 ◎秘書室校友中心

不知道大家是否會注意到？在走出校門以

前，抬頭一看，便能看見「敦愛、篤行」四個大

字，且大概能猜出這應該是學校的校訓，但可能

對其來由以及所含深意不甚了解，簡單說明如下

（以下文字節自本校《北師校訊第 47期》，中
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發行）。

 校訓由來：

本校校訓（當時本校為「國立臺北師範學

院」，故稱院訓），於民國 82年時經多次向教
職員生徵稿，並經甄選小組，由當時的院務研究

發展委員會開會審慎研議暨徵詢各系科意見後，

於民國 82年 1月 19日第三次院務會議中討論，
決定以「敦愛篤行」為院訓，並沿用至今成為校

訓。

 校訓釋義：

「敦愛篤行」之深意：   誠心誠意的

愛人，全心全意的實踐。   《淮南子．道應

訓》：「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   朱熹

〈白鹿洞書院學規〉主旨在「講明義理」，以

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書院重修身，亦即

實施人格教育，人師的身教是要教人「學做

人」，朱熹對「身教」的實施方法，強調「苟

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之必然」，它的步驟

是 Information→Wisdom（即形成價值觀念）
→ Action（即付諸篤行）。   本此，「敦愛」
乃「身教」的動力，「篤行」乃使之落實的行

為。   今日教育的偏失「有知識而無教養」，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而人師的身教，宜在書院

制的傳承中求之。

 ▲本校校門口上方「敦愛篤行」校訓字體，為本校退休教師屠炳春教授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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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會員代表大會及臺北
市校友會會員大會紀實

 ◎秘書室校友中心

又到了校友總會一年一度的盛會，依照規

定人民團體每年要辦理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這時候，來自臺灣各地的會員代表均盡量排開時

間出席會議，本次於 106年 2月 18日在南港後
山埤召開校友總會第七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除邀請顧問、各縣市的理事長及總幹事，也邀請

對母校「北師校友育才基金」多有貢獻的校友們

與會，有些校友甚至是第一次見面，但談起從前

就學時的種種，便分外親切。

會中首先報告「北師校友育才基金」的募

款進度，在第七屆張清煌理事長的努力之下，募

款比預期順利，相信達到目標的時間已經不遠。

接著，向與會者報告各項會計報表，並提出工作

計畫及預算。由於遠道而來的會員代表眾多，張

理事長特別邀請會員代表一一自我介紹，促進彼

此認識交流。本校秘書室校友中心林顯丞主任亦

代表母校致意，感謝校友長期以來的支持，並祝

福大會成功。

翌日，2月 19日，臺北市校友會也緊接著
於景美召開會員大會，除了例行性的開會議題及

工作報告外，會員代表們歡聚一堂，談天說地更

是快樂，臺北市校友會會前亦鼓勵校友帶著家人

參加聚餐活動，為此次會議增添不少溫馨和樂氣

氛。

 ▲ 106年 2月 18日召開校友總會第七屆第三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暨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圖右為本校榮

譽教授吳萬福老師、左為張清煌理事長。

 ▲ 106年 2月 19日舉行臺北市校友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站立致詞者為本校秘書室校友中心林顯丞主任，
坐者由左至右依序為陳巧雲常務理事、陳智育監事長、臺北市校友會鄧漢華理事長、榮譽教授吳萬福老師、

校友總會張清煌理事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捐款方式 
本校竭誠歡迎各界捐款，無論使用哪一種方式捐款，務請您致電校友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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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金捐款 請逕至本校校友中心或出納組（行政大樓 2樓）直接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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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匯款

與 ATM轉帳
●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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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捐款 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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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姓名／機構名稱

聯 絡 方 式 電話：（ 　 ）　　　　　　傳真：（　  ）　　　　　　行動：

通 訊 地 址
□□□ -□□

電 子 信 箱

身 　 　 分
□北教大校友，民國　　　　　年　　　　　　　　　　系／所／班　畢（結）業

□北教大教職員　　□家長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捐
款
內
容

捐 款 金 額 民國　　　　　年　　　　　月，本人捐款新台幣　　　　　　　　　　　　元整

捐 款 用 途
□校務發展基金　　□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指定用途（請說明） 　

信
用
卡
捐
款

持 卡 人 姓 名 卡 別 □ VISA　　□MasterCard　　□ JCB

卡 號 □□□□ -□□□□ -□□□□ -□□□□
發 卡 銀 行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有 效 期 限 西元 20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方式如下：

□單筆捐款　於民國　　　　　年　　　　　月，單筆捐款新台幣　　　　　　　　　　　　　　元

□固定捐款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

　　　　　　固定　□每月　□每年　捐款新台幣　　　　　　　　　　　　　　元

收
據

抬頭名稱：□同捐款人　　指定 　

寄送地址：□同通訊地址　其他 　

＊捐款可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列舉扣除額 100％扣除。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網站與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是　□否 
填妥本單後，傳真或郵寄此捐款同意書至秘書室校友中心，即完成捐款手續。

● 捐款專線電話：02-27321104 或 02-66396688轉 82085 林智遠先生　　● 傳真號碼：02-27388427 
● 郵寄地址：10671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秘書室校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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