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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術季熱烈開幕—午後齊聚篤行樓，輕鬆愜意樂悠悠！

 ◎人文藝術學院

由人文藝術學院承辦的人文藝術

季，不僅是本校的年度盛事，更是鄰里

間的重要藝文活動。今年的人文藝術

季，延續以往由學生團隊策畫、各系

所行政為後盾支援之方式，規劃了八大

主題的活動，其中包括藝文派對、音樂饗

宴、藝設遊樂園、文創憶臥龍、語創傳情意、

兒英祈福趣、臺文講堂以及美術館特展，每個

主題都各有許多精采的活動次第展開。首先登

場的是 4月 25日中午與藝設系新一代設計校內
展之聯合開幕式，藉由「聚」與「解離世代」

兩個主題，共同為人文藝術季敲響大鑼。

開幕式當天延續去年度以野餐音樂會的形

式辦理，邀請諸位師長及鄰里街坊共襄盛舉。

所有參與的來賓一邊輕鬆悠閒地在篤行樓廣場

享用茶點，一邊欣賞新生代創作歌手許書豪的

演出，享受午後微風所帶來的愜意好心情，讓

今年人文藝術季有個美好的開端。

感謝臺北市立第二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管

理委員會給予的經費贊助，同時也要感謝張新

仁校長及校內各處室、同仁對本系列活動的鼎

力支持，以及鄰近鄉親的熱情參與，更要感謝

本學院所屬六個系所師生全力投入籌備。期望

整個系列活動能充分給予學生創作、宣傳的最

佳舞台，進一步帶動全校師生、乃至於街坊鄰

里的鄉親，共同體現以藝文實踐生活的理念。

 ▲楊志強副校長於開幕致詞。

饗

情意、

▲

 ▲（左起）藝設系游章雄主任、楊志強副校長、郭博州

院長，以及藝設系游孟書老師，共同為 2017人文藝
術季暨新一代設計校內展注入希望之液，揭開活動序

幕。

 ▲觀眾於新一代展場參觀並欣賞作品。  ▲開幕表演嘉賓—新生代創作歌手許書豪表演，

並即興創作人文藝術季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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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術季系列講座—

歷史、電影、創意交織，幅射絢爛藝文花火
 ◎人文藝術學院

「2017年人文藝術季」辦理了多場系列講
座，不僅有從歷史角度探討的「臥龍街區及北師

校園歷史講座」、觀察現今校園的「從路上觀察

找回洞察力之眼」，亦有從電影觀點出發、激勵

人心的「那些電影教我的事」。此外今年更邀請

到媒體名人、同時也是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

系的曲家瑞教授蒞校演說「痛快人生關鍵字」。

在「臥龍街區及北師校園歷史講座」中，

凌宗魁講師引導參與者深入了解學校現今建築的

樣貌，包括繼承紅樓的「紅磚體系」、仍舊保存

的大禮堂及校史室，以及格局仍大抵相同的校園

配置。藉由了解這些脈絡，讓參與者也更加認

同、加深自身與學校的情感連繫。

「從路上觀察找回洞察力之眼」講座活動

則分為講座與工作坊兩大部分。講座部分由林承

毅講師以自身經驗出發，來鼓勵同學們能夠換位

思考；接續的工作坊則以分組方式進行國北校園

觀察，可以發現即便是我們不大的校園，也會因

著每個人以自己不同於他人的經驗出發，獲得不

一樣的見解，也突顯出背後蘊含的文化多元性。

至於網路人氣高居不下的粉絲專頁「那些

電影教我的事」，講者透過分享各種不同類型的

電影，並善用精簡一句話傳達電影精神，促進聽

 ▲「臥龍街區及北師校園歷史講座」：講師以北師建

築講起，進而串連台灣各校園建築、延伸至教育及

大環境的歷史。

 
▲

「臥龍街區及北師

校園歷史講座」：

觀眾包括本校學生

及各年齡層的校外

人士。

 ▲「從路上觀察找回洞察力之眼」：講師分享。

 ▲「從路上觀

察找回洞察

力之眼」：

校園觀察後

同學依序上

台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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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以不同角度去思考，進而啟發聽眾追求夢想、

珍視人生；只要有夢、只要敢追，就會有意想不

到的收穫，就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生動活潑的

演講激勵了在場每一位與會聽眾，且帶來滿滿的

能量。

最後壓軸場次「痛快人生關鍵字」講座，

講者曲家瑞教授藉由分享自身的成長、求學經

歷，希望大家切勿為了迎合或討好，而勉強去做

自己不喜歡的事，並鼓勵同學們學習發掘自己的

喜好、找到真正的自我。提醒同學們在上了大

學、跳出舒適圈後，如何學會自主、定義自己，

是人生旅途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人文藝術季系列講座主題多元、內容精

彩，每場都讓聽眾們獲益良多。尤其在今日特別

強調「跨域整合」為學生所需具備能力的時代

裡，期許同學們能夠在參與本年度主題多元的系

列講座後，將自己從講座中所汲取到的體驗，轉

化為屬於自身的知識與能量。感謝各位師長的協

助、各系所間同學的合作及參與，得使本年度人

文藝術季系列講座順利圓滿完成。

 ▲「痛快人生關鍵字」：曲家瑞教授與聽眾搞笑合影。 ▲「痛快人生關鍵字」：講座結束後，

全體聽眾與曲家瑞教授大合照。

 
▲

「 那 些 電

影 教 我 的

事」：講者

以電影—

怪獸大學的

臺詞鼓勵聽

眾。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演講結束後，講者水ㄤ（前排中左）、水某（前排中右）與聽眾大合照。

 
▲

「痛快人生關鍵字」：講座開場時，人文藝術學

院郭博州院長（右）與曲家瑞教授相互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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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藝術季閉幕式暨歌劇選粹音樂會— 
女人都嘛這樣，唱出甜蜜幸福！

 ◎人文藝術學院

人文藝術季於經過一個月密集的藝文活動

後進入最高潮，本年度閉幕式以歌劇選粹音樂

會之形式，於 5月 25日晚間假雨賢廳舉行。當
「視覺遇上聽覺、文字遇上音符、戲劇遇上聲

樂」，讓所有觀眾得以沉浸在不同領域的藝術相

互凝聚所激盪出的燦爛火花，享受著兼具聽覺與

視覺兩者張力相互交織下的經典歌劇演出，為本

次人文藝術季劃下完美的句點。

本次歌劇音樂會曲目節選自兩首經典劇

碼，分別是裴哥雷西（G.B. Pergolesi）於 1733
所發表之「管家女僕（La Serva Padrona）」，
以及莫札特（W.A. Morzart）於 1790年創作的
「女人皆如此（Cosi fan tutte）」。這兩齣劇碼
皆陳述男女主角在相處中如何解開誤會、最終獲

得幸福的故事，表演內容不僅完整地呈現經典歌

劇中的場景與歌曲，以展現學生學習成果；部分

演出內容亦改編為中文對話，不僅讓觀眾享受視

覺及聽覺上的精采演出，也讓前來觀賞的觀眾，

不分年齡皆能融入劇情當中，並了解各種不同風

格的歌劇。

感謝各位師長在人文藝術季活動期間所提

供的協助，也感謝各系所同學們的相互合作，盡

情發揮並展現跨領域的特色，使文化藝術的內涵

更為完整，人文藝術季活動內容更為豐富而充

實。期望此次整體系列活動能給予學生發揮、展

現創意的最佳舞台，一起共同發揮人文藝術季所

欲宣揚「以藝文來實踐生活」的理念。

 ▲張新仁校長於閉幕式致詞。

 ▲全體演員與師長於謝幕時向大家致意。

 ▲上半場：《管家女僕》表演。

 
▲

下半場：《女人皆如此》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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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攻擊— 
落實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有鑑於近年來全球各媒體報導之「勒索病

毒」攻擊事件頻傳，並已造成多數電腦遭受感

染，使用者不僅資料文件被惡意加密、無法開

啟，有時也會遇到被要求支付相當金額比特幣之

情事。對此教育部每年均針對各校進行社交工程

演練。本中心為使全校教職員能充分了解何謂

「郵件社交工程」，以及熟習該如何預防及安全

地備份資料文件等相關步驟，特別辦理 3場次資
訊安全教育講習，期以提升同仁資安意識，降

低、避免遭受被惡意電子郵件攻擊之損害。

本中心針對本次資安教育講習內容，預先

建置「郵件社交工程演練」專區網站，讓同仁可

自行上網先初步了解演練方式及目的；資安講習

當日，再由資安講師針對資訊安全概念、資安趨

勢及案例、社交工程攻擊手法與防護、「勒索病

毒」防護等主題進行精闢之說明，並且分享目前

個人行動裝置使用的安全設定，此外現場也開放

同仁提問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電腦安全問題。相

信同仁經過 3場次資安講習之後，不僅加深資安
意識並了解其重要性，同時也習得資安實務相關

技能，讓此次講習目的得以順利圓滿達成。

105學年度水運會圓滿落幕— 
最大贏家「體二」：囊括團體及大隊接力總錦標、 
個人項目 25金入袋！

 ◎學務處體育室

105學年度水運會於 6月 6日假本校泳健館
舉行，比賽當天現場的氣氛時而緊張、時而輕

鬆；而所有上場參賽的選手們激烈競爭，池邊觀

眾的加油歡呼聲也不絕於耳，讓泳健館充滿青春

活力。而此次水運會的最大贏家非「體二」莫

屬，囊括團體總錦標男甲組冠軍、女甲組冠軍、

大隊接力錦標混合甲組冠軍及個人項目「25」金
入袋；尤其是體二謝沛茜、李佳荃及林俞廷 3位

水中嬌娃，泳技過人、表現出色，堪稱本次水運

會最美麗的「嬌」點！

此次擔任水運會實習裁判總幹事兼裁判

長—體三黃丞竣表示，在本次水運會賽事中，

趣味競賽「跑出名堂」及「誰最會頂」兩個項目

備受大家矚目，不僅趣味性高，大會也基於鼓勵

本校師生參與水上運動，凡是報名參加這兩項賽

事的學生，不論名次皆一律頒發獎勵品。特別值

 ▲本校同仁參與資安教育講習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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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教職員工桌球賽— 
總務處獲教職員工桌球賽「冠軍寶座」！  ◎學務處體育室

近年來體育室舉辦之教職員工體育競賽活

動中，以本（105）學年度桌球賽參賽人數最
多，其中總務處共報名 3隊，參賽人數高達 27
人。此外「有朋自隔壁來」—特別邀請本校附

屬實驗國民小學教職員工組隊，由學務主任陳建

廷老師領軍前來共赴盛會。熱情

積極參與運動競賽不僅能強健體

魄，更能以球會友、凝聚同仁之

間的友誼，體育室在此特別感謝

參加桌球賽之同仁們，對此次活

動的肯定與支持。

在簡單隆重的開幕儀式後，

由本校楊副校長及顏學務長擔任

大會開球嘉賓，同仁們互相加油

勉勵，期許榮獲佳績。席間領軍

參賽的師長不勝枚舉，包括蔡總

務長、理學院賴院長、數位系范

主任、前校長莊淇銘教授、體育系李主任加耀、

陳益祥老師及總務處退休同仁張坡勇主任等人皆

熱情參與此次賽事；並由本校年輕有活力的乙組

桌球運動代表隊全體隊員，擔任此次大會裁判

員。

得一提的是，由於趣味競賽的參賽技術門檻較低，讓自

認游泳技巧不佳者也能夠參加，再加上場邊同時開放現

場報名，故受到大家歡迎。趣味競賽先由工作人員示範

活動如何進行，讓現場同學們了解玩法及體會樂趣，儘

管活動一開始進行時，同學們多少有些拘謹、放不開，

然而隨著現場氣氛愈發熱絡後，參加人數逐漸倍增、個

個欲罷不能，也為本次競賽活動帶來趣味高潮。

水運會參賽人數僅次於校運會及校長盃球賽，為本

校校內第三大競賽活動，是以提升學生泳技、提倡水上

運動風氣為宗旨。學務處體育室在此特

別感謝長佳機電工程有限公司（泳健館

委外場商）協助場地及救生人員等行政

支援、體育系室全體教職員同仁專業協

助、體三及體二全體實習裁判人員全力

投入，以及 7個學系（體育系、自然
系、心諮系、兒英系、數位系、教經系

及藝設系）報名參賽，因為有你（妳）

們，活動才能圓滿成功。

 ▲趣味競賽「誰最會

頂」有趣又剌激，

展現團隊精神。

 
▲

水上選手競賽激烈，

岸上裁判執法專注。

 
▲

105學年度教職員工桌球賽
全體參賽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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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者彼此之間雖有同仁情誼，然而對戰

時仍全力揮拍、不留情面，讓本次賽事既緊張又

刺激。本校實小挾著「去年冠軍隊」的堅強實

力，努力捍衛以求蟬聯冠軍頭銜；理學院中臥虎

藏龍、高手如雲；而由顏學務長領軍的學務處士

氣如虹、不畏挑戰。經過一番廝殺後，本屆冠亞

軍總決賽再度由本校實小及總務處 A隊正面交
鋒，最後總務處 A隊以 3：1的比數拿下冠軍，
登上最高榮耀，也為本次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5學年度
教職員工桌球競賽成績

冠軍 總務處 A隊

亞軍 北教大實小

季軍 理學院

殿軍 學務處

 ▲ 105學年度冠軍—總務處 A隊。 
優秀傳承，再創風雲。

 ▲ 105學年度季軍—理學院。 
臥虎藏龍，高手如雲。

 ▲ 105學年度亞軍—本校實小。 
實力堅強，鋼鐵勁旅。

 ▲ 105學年度殿軍—學務處。 
學務長領軍，氣勢如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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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中心活動花絮—外籍生文化學習課程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楊淑羽

本 校 華 語 文 中 心

自 3月 1日起至 5月 10
日，於每周三下午開設

外籍生文化學習課程共

10堂，課程規畫有詠春
拳、捏麵人、陶笛、中

國結、篆刻、布袋戲、

剪紙及皮影戲等，內容

既豐富又有趣。本次文

化課程共有 58位學生參
與，因人數眾多而分成兩

班教學。這批學生來臺

時間大約半年左右，中

文程度尚屬於基礎階段，因此授課教師們能夠

以簡易的華語和學生互動，帶領學生體驗台灣

特有的文化，並學習中華傳統民俗技藝。每一

堂文化課程的時間為 2.5小時，進行方式先由授
課教師向外籍生介紹該堂文化課的主題特色，

接著讓學生彼此互動，並藉由手作來實際親自

參與製作過程。第一堂課先由中國結開始，看

似錯綜複雜交錯的線，經過交疊之後卻能夠成

就別緻的結節；而隨著一個個結的匯集，最後

變成一條極具造型的手環。學生們也於接下來

的剪紙、篆刻課程中一一地完成作品，也透過

文化課程的活動認識了剪紙的細緻及多樣性，

同時每位學生也都有一顆專屬自己中文名字的

印章。至於詠春拳及民俗舞蹈課程，則是透過

肢體互動的方式來接觸、體驗拳法及律動，一

方面了解到身心靈平衡的重要性，同時也學習

讓身心靈平衡的技巧。對外籍生來說，這些文

化課程活動幾乎都是他們第一次接觸的文化體

驗；期盼在一次次文化課程的穿針引線下，讓

他們除了學習中文之外，也能引發對中華文化

豐富底蘊之興趣。

 ▲捏麵人。

 ▲中國結。
 ▲皮影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