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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跨域、跨界」深耕教育新典範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2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張新仁校長致詞

 ◎秘書室

本校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前台北大學

李建興校長、校友總會榮譽理事長、前監察

趙昌平委員、現任校友總會理事長、永安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負責人張清煌會計師、本校

長青會郭明郎會長、教育部綜規司王明源副司

長、各位敬愛的校友、本校歷任校長陳鏡潭校

長、張玉成校長、林新發校長、現任楊志強副

校長，以及各位行政主管、三院院長、系所主

管、各位學校同仁，大家好：

今天 12月 2日，正是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122週年校慶。本校自 1895年於芝山巖建校
以來，歷經兩個甲子有餘的歲月，一直是國小

師資培育的龍頭，不僅培育了數以十萬計、在

教育、人文與藝術表現傑出的校友，近年來，

更在所有師長努力、行政同仁群策群力下，屢

創佳績、展現高度競爭力。飲水思源，今天我

們歡聚一堂，不僅慶祝國北教大創校 122週年
校慶，更藉此表揚傑出的校友、大額捐款助學

的基金會與校友、一年來全力以赴為學校榮獲

各項競爭型計畫的行政單位、榮獲政府大型委

託案、重大產學合作案的師長，以及一年來表

現優異的系所、平日敬業勤業的行政同仁，以

及頒贈莘莘學子獎學金。

去年本校慶祝 121周年校慶，首次提出開
創新的里程碑∼創新、跨域、跨界，再創教育

新典範，並在始業式上期勉新生。今年 11月申
請高等教育五年深耕計畫，我們便以此作為主

軸，題目是：面對 21世紀的未來學習新思維∼
創新、跨域、跨界，用以深耕教育新典範，深

化培養學生的學習 4力，也就是創新力、跨域
力、數位力、跨界力。

在深化創新方面，我們成功啟動大學端

「學習者中心教學專業認證」，建置「教學魔

法師數位教學平台 APP」，續建高互動教室 7
間，以此完整結合創新教學策略、學習科技與

教學空間。此外，本校獲得教育部委託推動不

同領域的教學創新，

包 括 分 組 合 作 學

習、行動學習、英語

教學創新方案，設立

動手實作自造中心，建

置國民中小學課程與教學資源

整合平台、獲教育部指定為教學實務升等新制

的教育學門重點學校，本校並已有兩位副教授

以此進入校級外審。本人持續擔任 12年國民基
本教育課程審議會國小組召集人，並協助研發

國小師資培育課程基準。106 年校園創業競賽，
本校學生組隊以「美學爆米花」首次獲得優勝

團隊。

在深化跨域方面，為符應企業界高度需求

跨領域、多專長的 π型人才，本校於 106學年
度起已正式實施跨域第二專長制度，共設有 24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14個跨領域專長模組、17
個微型學分學程。此外，為呼應國小教學現場

受少子女化影響，急需跨領域、多專長教師的

需求，我們已在普通教育的通識課程，規劃了

「強化師資生包班與跨領域教學課程模組」。

再者，為了培育學生多語言能力，我們要求自

106入學新生起，必修第二外語、必修程式語
言。

在深化跨界方面，今年三個國際學位學

程∼「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學

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當代藝術評

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均已成

功招生，共計 19名。其中兩個全英文碩士學位
學程，也獲得教育部「精進全英語學位學制班

別計畫」的 500萬全額補助。不僅藉此活化本
校原有師訓樓二樓為國際學程空間，更全面營

造英語學習環境，改裝舊眷舍為外籍學生和境

外學人宿舍。

本校 11月剛與日本兵庫教育大學簽訂第一

校

副

動

置國民中

 ▲張新仁校長於校慶致詞時

予以貴賓同仁們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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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雙聯碩士學位，而姊妹校的簽訂也符應學生擴

及歐美的需求，新增德國 2所、法國 3所、加拿
大 1所、美國 1所、捷克 1所。

今年我們不僅持續補助師生進行海外實地

學習，更提供「深化第二外語與文化境外沉浸式

學習」機會，以強化學生外語學習動機，雖然實

施未及半年，目前已有 1 團越南語言文化團前往
越南移地教學。此外，本校教育系、兒英系、幼

教系已分別前往越南、琉球、德國見習與實習。

這些都有助於本校學生的跨國移動力。

在高教公共性方面，本校一本辦學初衷，

自去年起招收 22名「原住民族師資生專班」，
並獲得企業贊助 9名經濟弱勢者，每名每年可獲
助學金 10萬，今年已累計近 200萬。今年我們
持續招收「原住民師資生專班」計 27名，在校
友熱情支持下，今年度首獲「北師校友育才基

金」的挹注，弱勢學生可獲每學年至少 5萬元之
助學金。

今年本校大學部學生註冊率 97.66%，全國
第四高；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達 72%，是
近四年的新高，也比全國通過率的 55%高出甚
多；而教師甄試人數 249位，仍全國之冠，公費
生名額更躍升至 69名。此外，今年已全面整修
完畢高材質的學生宿舍。

此外，今年教師學術研究表現亮麗，截至

9月底，本校教師積極爭取獲得產官學合作經費
3億多，是前一校務評鑑週期（101年）經費的
165%。今年除持續獲得教學卓越計畫 3000萬補
助外，更爭取到創新教學試辦計畫 2000萬，提
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 200萬，精進師資素質

計畫與特色發展計畫 2000萬。
北師美術館刻正展出的日本近代洋畫大

展，是日本近代美術作品於臺灣首次大規模且完

整的呈現，也是台灣美術館界的盛事。感恩校友

們大力捐助的北師育才基金，募集已迅速超過

922萬，距離 120週年校慶預定的 1200萬目標
只有數步之遙。

然而，站在 122年的歷史中繼點上，我們
也看到今天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首先，少子化

使得學生來源緊縮，我們要如何吸引更多優秀的

學生進入本校？如何突破社會普遍延退的就業機

會？再其次，面對 21世紀的未來學習，我們要
如何幫助學生具備更優質的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

南非人權鬥士曼德拉有句名言：“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hich you can use to 
change the world.”教育是你能夠用來改變世界最
有力的武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百年來培育無數

握有改造世界武器的人才，今天我們仍要實踐同

樣的任務。所以，本校全體師生員工將更緊密結

合海內外校友的力量，我們規模雖小，但志氣要

高，在教師教學、學生學習方面，不斷創新，不

斷跨域與跨界，打造出鑽石般的價值，才能翻轉

危機，再創高峰，擴大就業機會與場域，服務貢

獻社會大眾。

最後，讓我們一起以熱烈歡慶的心情，祝

賀北教大生日快樂！並祝福各位嘉賓、校友、師

長、同仁以及在校的同學們，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謝謝大家！

122週年校慶 
—創新、跨域、跨界，深耕教育新典範

 ◎秘書室校友中心

本校於 106年 12月 2日慶祝 122週年校
慶。今年的校慶主題訂為「創新、跨域、跨界，

深耕教育新典範」，由本校張新仁校長致詞揭開

序幕。張校長於致詞時表示，去年在正式邁入第

三個甲子時，即以「創新、跨域、跨界，再創教

育新典範」期勉本

校全體師生同仁；

今年則延續這樣的

精神、同時結合高

等教育五年深耕計

勉本

 
▲

貴賓致詞—校友總

會張清煌理事長。

 
▲

傑出校友代

表致詞—

教育部綜合

規劃司王明

源副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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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盼能將此精神真正地扎根於本校所推行的各

項事務當中，讓全體教職員生也一同提升、成

長。

校友總會張清煌理事長於致詞時表示，母

校今年 122歲了，培育許多對國家社會有貢獻的
人才，他邀請校友們能回饋母校，讓母校雖然

小、卻仍能持續發揮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此外，

校友們努力籌措募集之「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旨在發掘更多優秀但家境處於弱勢的學弟妹們，

能夠藉由這筆基金的支持，更無後顧之憂地在母

校接受師長們的栽培教導，讓他們不僅改變自己

的未來，進而成為國家社會的棟樑。

校慶當天亦表揚第 22屆傑出校友，並由教
育部綜合規劃司王明源副司長代表致詞。他於

致詞中表示感謝母校的栽培，尤其是感念在校

期間老師們的諄諄教誨，至今想起仍能帶給他

深刻的影響，於日後時時提醒著他在工作崗位

上應秉持著盡責職守的態度。因此他隨時關注

母校的蓬勃發展，期盼能有機會幫助更多學弟

妹，和他一樣幸運能夠有機會於母校接受教導，

如此愛校之心，溢於言表。接下來則是今年校

慶慶祝大會特別安排的表演節目，由本校體育學

系學生演出校慶體育表演會精華版─太鼓及拳擊

有氧項目，精彩的演出博得現場師長們的滿堂喝

采。

感謝各界的熱心捐助，支持本校得以不斷

地培育更多人才，張新仁校長親自一一頒發感謝

獎牌予捐贈校務基金 100萬元、50萬元及 10萬
元以上的善心人士及機構；接著為獎勵在校務發

展上有優異表現及特殊貢獻的教職員、單位，特

別頒贈「校務發展貢獻獎」予以獎勵；最後則是

陸續頒發「常依福智獎學金」、「葉校長霞翟獎

學金」、「周餘龍教授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宋友梅教授暨 48級丁班獎學金」給本校受獎
學生，並勉勵其在學習路上精益求精、不斷前

進。

最後，校慶大會在張新仁校長邀請歷任校

長陳鏡潭前校長、張玉成前校長、林新發前校

長，本校退休教師吳萬福名譽教授，校友總會張

清煌理事長、李建興榮譽理事長、周餘龍教授教

育基金會李瓊董事長等人一同切蛋糕、以及現場

來賓及同仁們熱烈慶賀下順利圓滿落幕。讓我們

在熱烈歡慶、祝賀北教大 122歲生日快樂的時
刻，一同邁向新的里程碑。

 ▲李建興榮譽理事長（左四）頒發 105
學年度競爭型計畫貢獻獎。

 ▲本校體育系同學帶來體表會精華版

表演。

 ▲校友總會張清煌理事長（左七）頒發 105
學年度政府部門（含科技部）計畫貢獻

獎。

 ▲歷任校長與校友總會理事長合切蛋糕（左至

右：吳萬福榮譽教授、林新發前校長、張玉成

前校長、陳鏡潭前校長、張新仁校長、張清煌

理事長、李建興榮譽理事長、李瓊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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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新仁校長（中）、楊志強副校長（左）於演出前

於後台向鋼琴家 Nikolai Saratovsky（右）致意。

與鋼琴大師登台，讓美妙旋律展開 
—122週年校慶音樂會

 ◎音樂學系

本校 122週年校慶音樂會於 2017
年 11月 15日晚間 19時 30分，假臺
北國家音樂廳盛大舉行，由音樂學系

多項國際大賽得主專任指揮教授王雅

蕙領軍本校音樂學系超過百人之管弦

樂團、同時也特別邀請莫斯科之年輕

俄國國際鋼琴家 Nikolai Saratovsky共
同登台演出。Nikolai Saratovsky是目
前歐洲當紅之年輕鋼琴家代表之一，

曾於俄羅斯、德國、法國、盧森堡、

義大利、西班牙、比利時、美國、衣

索比亞、剛果共和國、南非、日本、

中國、韓國等多國巡迴演出；近年來

他也是多項大型國際性鋼琴大賽得主，曾獲義

大利 Arcangelo Speranza 國際鋼琴大賽、西班牙
Ferrol 國際鋼琴大賽、日本 Hamamatsu 國際鋼琴
大賽、俄國中央音樂學院國際鋼琴大賽等多項

國際性獎項，並甫獲俄國政府頒發之俄國總統獎

章。

此次校慶音樂會提前於一年半前即展開籌

備計畫，有鑑於這次演出為音樂學系首次與國際

知名音樂家共同演出，指揮一方面嚴謹地安排登

台曲目、加強學生平日練習，也同時聯絡國外知

名音樂家安排預演，期許本系學生能藉由與國際

級音樂家共同排練的過程中，學習更多不同觀點

之音樂視野，以達開闊本校學生之國際觀、進而

世界級音樂家接軌之目標。此外，這次演出〈蕭

士塔高維奇：慶典序曲〉、〈普羅柯非夫：C大
調第 3號鋼琴協奏曲〉、〈布拉姆斯：C小調第
1號交響曲〉等也是本系歷屆學生以來所演出過
最具經典之大型曲目，Nikolai Saratovsky更於全
場音樂會曲目表演完畢後，連續彈奏兩首精彩絕

倫之安可曲，精湛之演出讓在場聆聽的觀眾們報

以熱烈掌聲，也正式為整場音樂會劃下完美的句

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音樂會開演前就

已達國家音樂廳票房完售之紀錄，校長連袂副

校長更於當天演出前親臨國家音樂廳後台給予

演出同學們鼓勵，並向鋼琴家 Nikolai Saratovsky
致敬。非常感謝學校長期以來對於推廣古典音

樂藝術不遺餘力，讓本系師生在歷年的校慶音

樂會演出中，不斷提升技巧和視野。本校傑出

校友陳安美教授於音樂會結束後特別祝賀道：

「BRAVO！今晚的演出真是太震撼！北教大超
優質，有口皆碑，校友都以母校為榮！！」也衷

心期盼明年校慶音樂會，能為大家帶來更高水準

之演出。

 ▲此次演出樂團全體人員合影。

 
▲

王雅蕙老師於音樂會

中指揮本校管弦樂團

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