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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畢業典禮「大四喜」
 ◎學務處課外組／ 106級畢聯會

本校 105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106年 6月 10
日（星期六）上午九點半假本校體育館 3樓隆重
舉行，中午十一點半圓滿結束。今年畢業典禮主

題「大四喜」—將重點聚焦在「喜」字，除了

帶有吉祥之意以外，也代表大學 4年結束、即將
畢業的喜悅心情。在這 4年裡，每位畢業生都與
同學、師長們經歷共享許多回憶，無論當中有著

歡欣快樂或是辛酸苦楚，都化為屬於自己的成長

印記；特別是在此刻別離之際，過往的點點滴滴

終將化成祝福、凝聚成「喜」這個字。衷心期盼

每一位畢業生都能帶著大學 4年來同學師長們的
祝福，並懷抱著喜悅感恩的心情，迎接每個屬於

自己的未來。

自去年 10月始，畢業生們各個穿起學士服
在校園裡穿梭，與熟悉的校園場景合影留念，此

刻畢業的氣息早已悄悄來臨。而 106級畢聯會也
舉辦一系列畢業活動，包括網路上投稿「畢業服

穿搭」等校園照片、「畢業主題投稿文」、心情

點播悄悄話「囍電台」，也於全校舉辦畢業主

題及畢業歌曲徵選。此外，去年 12月所舉辦的
「喜四連莊—畢業路跑」，當大家隨著路線圍

繞校園的同時，也細數大學 4年求學生涯的足
跡。今年 4月舉辦的「水球大市囍」，則是結合
市集、社團表演、水球遊戲、水球大戰等活動，

讓所有同學都能一起同樂；學生餐廳前也擺放了

畢業紙條信箱，讓畢業生寫下心裡想說的話。

5月底隨著發放畢業紀念冊以及即將到來的畢業
典禮，在本校大禮堂舉辦了「畢業辦桌」，當中

特別找到大一入學時的影片和當年的主持人，彷

彿一場懷舊時光的盛宴，象徵著彼時與此時的對

話。想當年第一次踏進國北，如今那一天卻恍如

昨日；經過 4年的光陰，如今即將離開國北，自
己也從青澀轉為成熟，準備邁向下一個人生的新

里程。

畢業典禮當天，由簡兮熱舞社的表演「篤

行樓跳九遍」為我們拉開序幕，透過他們熱情

奔放的舞蹈，將全場的氣氛炒熱至最高點。接

著由本校的大家長—張新仁校長向大家致

詞，她以今年的畢業主題「大四喜」勉勵每一

位畢業生：記得當初「喜悅」的入學、大家在

校園內所擁有的種種「喜感」—即令人感動

的回憶、在心中深刻地保留著自己「喜歡」有

關國北的人事物、將大學畢業典禮視為人生重

要階段「喜劇」的結束，最後帶著這「四喜」

勇闖未來。張校長同時也勉勵同學要具備「國

際化」的素養，國際化並不只是侷限於國際移

動，也不只是多學、多讀、多聽、多看；所

謂「行萬里路」、「跨界行走」，是要培養跨

種族、跨文化的全球視野，除了學習多種語言

與文化，也要掌握國際人才的時代潮流，進而

開展國際移動與就業機會，並且更能理解、接

納、尊重多元文化，擁有世界一家親的寬闊胸

襟，為社會和諧、世界大同、天下為公的理想

盡一份心力。

而在畢業典禮的進行過程中，也隨著各種

獎項的頒發，不時穿插在校生與師長們的祝福

影片，使典禮時而莊嚴隆重、時而有趣溫馨。

典禮的最後，則邀請到「夜市康樂團」為全體

畢業生獻唱畢業歌「鋪路」，歌詞中蘊含著對

未來忐忑的心情，同時懷念著往日朋友們相遇

的美好；在未來的人生路途上，同學們將從此

刻朝著不同的方向前進，祝福、期許每位畢業

生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標，一步一腳印，完成自

己的理想。

」

 ▲張新仁校長致詞，勉

勵畢業生積極主動學

習，勇於跨領域學習

多元專長。

 
▲

楊志強副校長頒發

「教育學院智育成

績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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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兮熱舞社開場表演 
〈篤行樓跳九遍〉。

 ▲夜市康樂團演唱今年畢業歌〈鋪路〉。  ▲校友總會郭明郎副理事長頒發 
「僑生獎」。

 
▲

校友總會張清煌理事長

頒發「德育優良獎」。

 ▲張校長與三位優秀青年得主合影。

 ▲周志宏教務長頒發「人文藝術學院

智育成績優良獎」。

 ▲校友總會李建興榮譽理事長頒發

「理學院智育成績優良獎」。

 105學年度　畢業歌〈鋪路〉歌詞

詞：史斯宇／賴勇勳

曲：史斯宇　　　　

我還在走　我還在找　我還沒準備好

前方的路　屬於我的路　好像還看不太到

該不該向前跑 這個決定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還不明顯　只差一點　多些時間就好

身旁的人　熟悉的人　氣氛依舊熱鬧

習慣的那些微笑　以後看不看得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樣的生活 這樣的面孔　不懷念嗎
成功的背後 總是要放下才能繼續走

將原有的路面清理乾淨　找到方向後再鋪好地基

上一層執著　一層獨立　再反覆壓平

再同樣的起點 不同方向　憑藉著直覺　一步一腳印
在這時刻遇見這樣的你 何其幸運

我正在走　我正在找　我已經準備好

前方的路　屬於我的路　好像不需要停靠

沒目標到不了　決定了就向前跑　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依然可見　只差一點　再努力些就好

身旁的人　熟悉的人　習慣這些美好

會難熬我也知道　就算真的要放掉　我做得到　我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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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申請高教深耕計畫全校共識營

 ◎秘書室

本校為申請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分

別於 106年 6月 12日、6月 28日假篤行樓未來
教室舉行兩場全校共識營，邀請本校行政單位及

學術單位主管前來參與。張新仁校長表示，未來

高教深耕計畫期程為五年，欲達成「落實教學創

新、提升高教公共性、發展學校特色、善盡社會

責任」等四大目標。由於深耕計畫之四大目標將

緊扣著學校的中長程發展，正好藉由全校共識營

的機會，讓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主管有機會一同

思考：本校有什麼樣的優勢來申請高教深耕計

畫？

高教深耕計畫強調每個學校必須要有自己

的特色。回顧本校除了以早期的師資培育為基

礎，近年來更陸續新增資訊、科技、文教、華語

文、法律、文創及產學合作等跨領域合作，因此

「教學創新」將會是教師實務研究升等之主軸。

而本校今年開設的兩個新學位學程將正式招收國

際生，以營造校園整體晉升為國際化學習環境為

目標；海外實務研習若開設英語學位學程，則特

別強調著重於學生的英語能力。

此外，高教深耕計畫經費中，有 50%以上
會落實在教學部分，強調以學生的學習成效為主

體來厚植學生基礎能力，包括了強化通識課程、

專業課程及跨領域課程等部分。除了關鍵基礎能

力之外，當前很受重視的專題實作、第二外語能

力及資訊能力等也都是這次的重點項目；多元語

文溝通除了提升英文能力以外，還需要具備第二

外語能力，英文將不再設為學生的畢業門檻；而

國際與多元文化視野的培養絕非僅靠語言能力，

一旦申請高教深耕計畫，學校得以讓學生至海外

移地學習，親身經歷語言、文化之綜合實際體

驗，增加學生學習的廣度。

有關於提升高教公共性的層面，本校目標

設定為協助弱勢學生就學，以促進社會流動，具

有中低收入和原住民背景之學生皆屬協助對象

範圍之內；經濟扶助方面則有教育部引導建立

外部資源（matching fund），特別針對弱勢學生
提供補助款，往後學校若有針對弱勢生進行募

款，將會有教育部配合款加入，提供弱勢學生

更好的支持。另外調降生師比及改善專兼任教

師比例亦是主要重點，專兼任教師比例不宜 1：
1，須往下調整，生師比同樣也是如此。高教深
耕勢必得思考調降教學負荷，須合併計算日夜

間授課時數，專任教師日夜合計之超支鐘點最

多以 4小時為限。落實校務研究（Institutional 
Research, IR）也是這次的主軸，強化自我課責
監督及學校定期公開資訊等皆屬全校努力之目

標。至於講求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則須不斷地

思考和檢視「學校是否能解決社區的需求」？

並與在地連結、發掘在地特色和社區需求，進

而協助師生社會參與，未來將鼓勵跨系所、跨

領域、跨校合作，推動師生社會創新。

張新仁校長表示，高教深耕計畫中提到

「學校應將獲補助經費之五成，投注於直接與

教師及學生教學活動相關之面向」，跟全校都

有關係。師培端部分不僅要爭取精進師資，也

要全面提升學校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效能；學

校各單位則要思考如何將自己的特色搭配於中

長程發展當中，並找出可以落實的層面且化為

具體措施，以順利完成相關計畫之提出和申

請。

 ▲張校長至席間與各

主管們進行討論。

 ▲主管們仔細檢視本

校優勢及特色。

 ▲張新仁校長向各單位主

管說明計畫推動策略。

 
▲

楊志強副校長說明 
計畫申請相關內容。

營 ▲張

管

▲

楊志強副校長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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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是教學理論之實踐—三週集中實習成果展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105學年度集中教學實習成果展於 5月 15
日至 5月 18日在本校大禮堂舉行，參展單位包
含 10個學系及 2個教程專班，分別於 3-5月間
至 11所小學及 3所幼兒園進行三週集中教學實
習。

本次展覽發表會於 5月 18日上午舉行，展
覽內容包含集中教學實習精采影片播放、實習教

學日誌、成果照片等，張校長新仁於致詞前首先

介紹代表教育部出席的師資培育與藝術教育司劉

家楨專門委員，並介紹實習期間的各位國小校

長。首先，是心諮系實習學校大同國小徐曼理校

長、陳俊榮主任；體育系實習學校溪口國小李貴

貞校長及行政團隊；教育學系實習學校政大附小

林進山校長；藝設系實習學校辛亥國小李三煌校

長；兒英系實習學校麗山國小張秀潔校長；教程

班實習學校網溪國小呂郁原校長；語創系實習學

校文化國小鄒彩完校長，以及教程專班實習學校

龜山國小林錫恩校長。

校長於致詞時表示，今天是三年以來最美

好的一天，努力至今，才有這次的實習結業典

禮，各位，辛苦了！這裡的辛苦，包括我們所有

的師培學系指導老師，我們的實習國小校長、主

任和老師們，以及各位實習的大四同學。同學們

一年多來，拜師、備課、同儕之間的互相合作、

每天不斷地檢討，甚至在那兒生活，學習所謂的

自發、互動，在實習

當中，落實所有的素

養。

校長說，這是一

個難得的經驗體會，

雖然辛苦，但辛苦是

有代價的，根據本校

校務研究中心剛剛完

成的分析顯示，參與

實習是影響考上教師

甄試的三個重要因素

之一；另外一個重要

影響因素是參與課業

輔導；最後一個影響因素

則是卓獎生的身分。這

三個因素告訴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事實：實習、

教學是要靠不斷地實踐，

把理論結合、融入到課堂的

實際教學當中去實踐；而實踐的

寶貴之處在於越下功夫，後面的收穫便越可期

待，所以，教學實習與教甄上榜成績是息息相

關的。

校長一方面恭喜大家，歷經長達一年辛苦

的教學實習，獲得這麼好的教學成果外，更鼓

勵實習同學要再接再厲！本校去年考上教師甄

試的人次是三百四十七位，比去年多了四分之

一，其中百分之二十是應屆的畢業生。希望應

屆畢業同學能一鼓作氣考上教甄，展現出北教

大扎實的教學傳承與創新基本功。

校長最後感謝本校的師培中心王俊斌主

任、李佳玲組長和沛雯專員與素華同仁，非常

辛勞的為大家籌備一切，並讓本校的師資培育

能與大臺北地區小學做緊密的在地連結。並祝

福成果展順利、圓滿、成功！同學們教甄加

油！

 ▲三週集中實習成果展現場。  ▲三週集中實習成果展活動一隅。

 
▲
張
新仁校長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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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師開講求職準備系列講座，就業即戰力一次到位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師資培育暨就

業輔導中心於 5月第
一週辦理求職準備系

列講座。今年精選的

5場次系列講座，講
題分別為「打造企業

最愛的中文履歷／自

傳」、「面試，怎麼

接招才漂亮」、「令

人驚豔的英文履歷及

面試說話術」、「職

場防身術—求職

防詐騙」及「面試彩

妝與服裝」；業師開

講，場場精彩。

在這 5場次的求職準備講座中，「打造企
業最愛的中文履歷／自傳」獲得本校同學熱烈迴

響。該場講座邀請到擁有面試超過 10萬人以上
經驗的葉志成老師，來和大家分享說明：「HR
（人資）究竟要什麼？」他以電視購物的行銷模

式作比擬，指導學生在撰寫自傳或面試時，應掌

握「數字證明、他人見證、做出比較、強調優

點」等四大必殺技；並利用過去社團或打工經驗

所累積下來的具體成果，以及自己與他人比較所

找出的差異性與獨特性，指導同學如何進一步地

去蕪存菁、展現個人特質與專業能力，在求職人

海中脫穎而出。他鼓勵所有同學勇敢地踏出求職

第一步，並提醒同學在求職過程中累積經驗，從

中學習且不斷自我修正，讓參與該場講座的同學

們紛紛回應獲益良多，為這些即將進入職場的同

學們注入一股強心針。

 ▲葉志成老師分享如何打造企業最愛的中文履歷自傳。

 ▲彩妝大師 H-Style團隊指導如何利用
彩妝與服裝搭配 Show出自我。

 ▲求職防身術講座—利用行動劇方式

宣導牢記防騙 SOP，求職打工不 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