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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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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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養的理論與實踐 
—第十九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紀實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第十九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於 2017
年 10月 20至 22日假本校篤行樓 Y601會議室
舉行。本屆研討會之主題為「如何培養具有素養

的人─核心素養的理論與實踐」，係由本校課程

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課

程與教材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共同主辦，席間

邀請在課程理論領域學有專精之兩岸三地專家學

者前來與會，期盼透過課程理論、政策與實踐之

交流分享，讓所有參與者激盪出新的眼光和想

法，期待未來對於課程改革啟導有更具前瞻的識

見。

10月 20日會前研討暨觀課係屬內部會議，
當日上午來自台灣、中國、香港等兩岸三地共

47位學者齊聚於行政大樓 402教室，由本校歐
用生榮譽教授以「從基本能力到核心素養—學

科煉金術？」為題做主題引言，接下來則是以

「素養導向教育」為題進行三地學者之論辯，並

由林佩璇所長報告本次大會論文大要。當日下午

安排觀課行程，與會者一行人前往新北市桃子腳

國中小參訪，一方面藉由實際訪視來了解目前台

灣教育現場之實況，同時也做為思考課程理論與

實踐之依據。

10月 21日之公開研討會假本校篤行樓 601
會議室舉行。當天早上在本校張新仁校長致詞

後，為本屆研討

會正式揭開序

幕。全天研討會包含上、下午共四個場次之論

文發表，第一場次先以核心素養的理論、概念

及內涵起頭，講者引領與會者先從核心素養的

制定過程和內容，一同思考學習的方向，以及

社會變遷時核心素養應如何調整；接著以核心

素養與課程革新、課程政策中的核心素養、核

心素養與教師專業為主軸，就兩岸三地在課程

改革、政策轉變、教師專業能力等議題進行意

見交流與分享。第二場次接續以核心素養與學

科素養的關係，進一步地討論其如何實踐應用

於學科教學中，以及如何檢視其教學成效。第

三場次則以核心素養在教材研發、教師專業、

學生學習等主題之討論，先從各地不同的教材

中蘊含之核心素養談起，接著討論核心素養如

何具體提升教師專業及能力，最後運用至學生

的課堂學習中。第四場次則先談核心素養的理

念，並以此進一步討論如何運用至教師培育，

以及教學與評量當中。各場次皆兼具理論與實

務，讓所有參與者滿載而歸。

10月 22日會後研討會議，為兩岸三地之特
邀嘉賓針對各場次討論重點進行摘要報告與心

 
▲

課程所林佩璇所長於

10月 20日會前研討
致詞歡迎參與本屆研

討會之兩岸三地專家

學者。

 ▲張新仁校長於 10月 21日研討會致詞。

 ▲第 19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合影特邀嘉賓合影
（最前排由左至右：人民教育出版社秘書長任長松、

田家炳基金會總幹事戴大為、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客座教授黃顯華、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所長林

佩璇、本校名譽教授歐用生、法鼓文理學院講座教授

陳伯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尹弘颷）。

 ▲特邀嘉賓於

10 月 20 日會
前研討進行

「素養導向教

育」論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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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享，並商議下屆會議主題與會議主辦單位。在此特別感

謝本所師生於研討會期間的傾力協助，讓本屆研討會得以順

利進行；也期待 2018年的兩岸三地課程理論研討會，能為
課程理論帶來新的想法、思維，進而在教學實務中，培育莘

莘學子成為學識與素養兼備之研究人才。

 ▲桃子腳國中小觀課訪視 1。  ▲桃子腳國中小觀課訪視 2。  ▲老師學生們全神貫注地聆聽

研討會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後之討論與回饋。

 ▲擔任研討會工作人員之本所研究生於會後合影。

 ▲研討會論文發表（由左至右：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

授周淑卿、華東師範大學課程

與教學研究所教授胡惠閔、國

立中正大學課程研究所教授林

永豐、人民教育出版社秘書長

任長松、香港教育大學副教授

霍秉坤）。

 ▲論壇開幕致詞

—張新仁校長。

 ▲論壇開幕致詞— 
歐用生名譽教授。

 ▲論壇開幕致詞— 
張芬芬理事長

發表

「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課程承續與變革」 「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課程承續與變革」 
——第三十七屆課程與教學論壇紀實第三十七屆課程與教學論壇紀實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第三十七屆課程與教學論壇於 2017年 12
月 2日假本校篤行樓 Y601會議室舉行。本屆論
壇主題為「從九年一貫到十二年國教課程承續與

變革」，係由本校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

學會聯合主辦，席間邀請來自全台各地 50多名
課程與教學的專家學者一同共襄盛舉，期能藉由

課程史研究、課程發展的理念析辨、素養導向課

程的發展實務、實驗教學與國際文憑課程等新興

課題，以及學習者中心的教學評量等多元子題，

搭起多元對話平台以匯集課程教學研究與教育場

域專家教師之共同智慧。

此次論壇共有「校本課程發展：從特色課

程到校訂課程的演化」、「學科素養與核心素養

的聯繫」兩個主題論壇，每場次共有 3位學者專

家依序發言，再由主持人針對發言內容提出問題

進行深入討論；論文發表則以 (1)從校本課程、
特色課程到十二年國教的校訂課程；(2)「基本
能力」與「核心素養」的教學論述與實踐；(3)
體現適性學習的課程與教學；(4)朝向自發、互
動、共好的教師專業成長；（5）其他（課程與
教學相關）研究等 5個論壇子題進行，每個子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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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牆說不：社會正義與教育」 
—熱血公民教師黃益中講座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於 106學年度第 1
學期持續辦理 9場次的「教育相對論／產官學協
作」系列講座，自 2017年 10月至 12月期間，
邀請教育界之專家學者、學校校長、教師和產業

界專業人士，分

別針對教育創新、社

會正義、全球化、實務業界服務流程及品質管

理等議題進行演講，期盼藉此帶給本校師生不

皆由 3位學者專家教師發表相關學術論文，並與
與會學者進行意見交流與討論；此外亦安排 3場
次之研究生論壇，則由各校碩、博班研究生進行

論文發表，並於口頭報告後進行綜合座談。

在大家的熱情參與下，當天活動廣受好評

並獲得熱烈迴響。論壇最後則是由中華民國課程

與教學學會張芬芬理事長主持交接儀式，將「第

三十八屆課程與教學論壇」之重任交接給主辦單

位國立臺南大學，並期許國立臺南大學能夠承接

過去二十多年來課程發展的沿革，在明年的課程

與教學論壇中，引領課程與教學相關學者激盪出

更多的火花，為臺灣的課程與教學發展出新的篇

章。

 ▲主題論壇 A主持人（左一：歐用生名譽教
授）與引言人（左二至右：前國家教育研究

院范信賢研究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陳佩英

副教授、本校課程所周淑卿教授）。

 ▲研究生論壇（左至右：國家教育研究院助理研

究員楊俊鴻、國立東華大學副教授李崗、本校

課程所碩士生翁榮杉、國立中正大學博士生薛

夙芬、本校課程所博士生劉志峯）。

 ▲主題論壇 B引言人（左至右：國立中正大學
林永豐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劉漢初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單維彰副教授）。

 ▲第三十七屆課程與教學論壇閉幕式暨交接儀

式（左至右：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院歐陽誾

院長、張芬芬理事長、林佩璇所長）。

分

新、社

 
▲

教經系孫志麟

主任代表本校

歡迎黃益中老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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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視角，在教育理念、實務和行動上看見新的

可能性。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的第二場次於 11
月 14日假篤行樓 Y601國際會議廳舉行，本系
很榮幸邀請到大直高中熱血公民教師黃益中，

以「向高牆說不：社會正義與教育」為題蒞校

演講。黃益中老師在演講一開始即指出，在網

路社群媒體普遍使用的今日，有近半數的中

學生並不關心當前台灣社會時事，表現出

來的大多都是在網路上進行各種評論，然

而卻缺乏採取實際行動改變現況的「鍵盤

式關心」；若進一步探究此現象背後之成

因，不難察覺現代人普遍缺乏「同理心」，

鮮少設身處地去想「假如我自己就是他／她

（當事人）的話，我的感受如何？」。因此，

在網路世界中所充斥冷嘲熱諷、尖酸刻薄的回

應，以及未審先判、一面倒的評斷，也就不令

人感到意外了。身為一位公民老師，黃益中分

享自己時常於課堂中，援引基本人權、同性婚

姻、廢死刑、居住正義、勞動權益等議題，與

學生進行討論、激辯、對話，藉由這個過程讓

學生理解、意識到這些事情與我們每個人的生

活息息相關，從而培養對社會角落裡居處弱勢

邊緣人的同理心，並且思考自己的角色可以為

他人做些什麼。

黃益中老師指出，今日台灣社會享有著

過去所未有之民主化成果，人人享有著比過去

更大的自由；然而，民眾在表達自己對於社會

重要議題的看法時，卻常常陷入了民主社會中

「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理盲，因

此造成了多數決壓迫到社會邊緣弱勢的悲劇不

斷上演，例如：大埔土地徵收案即是一例。他

以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邀請
大家一起來思考：「是否可以犧牲一人來成全

眾人，以提升整體效益？其合理性為何？」。

接著援引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論裡「無
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概念，說明唯
有屏除階層、種族、偏好、利益等個人因素，

我們才能做出公平的決策；而同理心的養成，

則可以幫助我們排除這些個人因素所導致之偏

見，避免一再重複地上演民主社會中「多數暴

力」的憾事。最後，黃益中以「玫瑰少年」葉

永鋕的故事，談到《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催生

歷程，並且分享葉媽媽的訪談片段；他勉勵前

來聆聽演講的師生，每個人都有影響力，就像

葉媽媽一樣，能為台灣社會帶來前進的力量。

在網

／她

 ▲黃益中老師分享自己投身

社會運動的歷程。

 ▲本校同學踴躍提問討論。

 ▲教經系孫志麟主任（右）代表本校致贈

黃益中老師（左）感謝狀與紀念品。

 ▲黃益中老師於講座結束後與本校師生合影。

 ▲黃益中老師講

解說明正義論

「無知之幕」

以及其對台灣

社會之助益。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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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一卡行李箱改變社會？地板上的真人圖書館」 
—廖雲章老師講座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產官學協作」系列講座第一場

次於 11月 16日假篤行樓 Y601國際會
議廳舉行，邀請到目前於天下雜誌擔任

「獨立評論@天下」主編、世新大學
兼任講師的廖雲章老師，以「如何用一

卡行李箱改變社會？地板上的真人圖書

館」為題蒞校演講。廖老師分享自己過

去一路從擔任台灣立報記者、副總編輯

的經歷，以及在 2006年參與四方報創
刊之過程，直到目前擔任天下雜誌「獨

立評論@天下」主編一職，20多年來的文字媒
體工作生涯中，她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和力量，

進行一場名為「F24地板圖書館」的社會行動。
廖老師談到四方報的成立，是想要提供來

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外籍配偶、新移民等在台

人士閱讀和交流；四方報以越南文、泰文、印尼

文等東南亞語言印製發行，成為他們發聲、傾吐

心事的媒介，陪伴他們在異鄉生活時不會感到非

常孤單。這同時她也和夫婿張正看見了東南亞外

籍朋友們對於閱讀的熱情和渴望，創辦了「燦爛

時光」書店，希望他們能在這裡沉浸享受閱讀

的快樂。之後他們更將書店進一步延伸發展出

「F24地板圖書館」，每週日下午兩點帶著一卡
行李箱的書籍，準時在台北火車站大廳開張，希

望藉此行動書店的型態，讓書店裡的書能傳遞到

更多東南亞外籍朋友們的手中。

自 2014 年起至 2017 年止，東南亞外籍

移工在台灣的人數從 53萬多成長至 66萬多，
在台灣社會中已越來越常見到他們的身影。廖

老師分享到，這一路走來認識了許多來自東南

亞國家朋友，透過閱讀、分享以及彼此互動交

流中，讓她有機會親眼見證閱讀是如何溫暖這

群異鄉人的心靈，並且讓他們再次獲得力量。

近年來她與張正更舉辦「移民工文學獎」，讓

他們得以更自由地發聲，並發起「帶一本自己

看不懂的書回台灣」募書活動，鼓勵前往東南

亞的台灣人，從東南亞帶回一本用陌生文字所

寫的書。最後廖老師引用印尼俗諺「每個人都

有義務成為暗夜中的火光」做為這場講座的結

束，鼓勵、邀請大家成為

一道火光，即使微小，也

能照亮黑暗，帶來光明。

 ▲本校洪福財教授（左）介紹天下雜誌獨立評論主編廖雲章老師

（右）。

 ▲廖老師與大家說明目前東

南亞移工在台灣的現況處

境，本校師生聚精會神地

聆聽。

 ▲廖老師以印尼俗諺「每個人都有

義務成為暗夜中的火光」作結，

鼓勵每一位師生成為照亮這個社

會的火光。

 ▲洪福財教授於講座最後作小結。  ▲洪福財教授（左）代表本校

致贈廖雲章老師（右）感謝

狀與紀念品。

 
▲

廖老師與大家分享

「F24地板圖書館」
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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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有可能成功（Most Likely to Success）」 
紀錄片全台首映暨討論會

 ◎進修推廣處／教育學系暨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

本校教學創新試辦計畫—打

造「教育×文化＋創新→創業」

樞紐計畫於 106年 10月 16日晚間
19時至 21時，假創意館雨賢廳舉
辦「極有可能成功（Most Likely to 
Success）」紀錄片全台首映暨討
論會。此次活動總計約 150人參
與，其中包括本校師生以及其他學

校關心教育的師長、家長、學生

們，一方面藉由觀賞紀錄片而更具體看見專題導

向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的學習歷
程，另一方面也同時邀請到中國 Aha社會創新
學院創辦人顧遠老師和參與者進行映後座談，期

盼藉此讓所有參與者能以更廣闊的視野，來探究

教育創新的理想與現實，進而思考如何由自身出

發而為教育出一份力。

「極有可能成功」紀錄片講述美國加州聖

地牙哥一所創新學校「High Tech High」的故
事。這所學校不依循一般學校以考試為目的、分

學科的教學體系，改採項目式、專案制跨學科的

學習模式，本片一方面清楚呈現了學生學習的歷

程，以及他們的改變與成長；同時也真實記錄了

家長在嘗試放手讓孩子進入這所創新學校時心裡

面的擔憂。High Tech High的學生們在學期間實
作執行一個大型專題，從中學習知識、與他人合

作及溝通能力；而學期末的學習呈現，學生可自

行選擇採戲劇或是機械模型等方式，讓家長與

附近民眾參觀。紀錄片

中也忠實呈現那些未能

在發表當天完成作品的

學生，在期末發表已經

結束之際，學校老師和

同學們如何與他討論、

一同找出無法完成學習

成果之問題原因；有些

未完成的學生則是主動

繼續研究好幾個月來完

成他的學習。High Tech High在沒有教科書、沒
有考試的情況下，卻能達到「98%的大學入學
率」的學習成果，不禁也讓每一位參與者再次重

新思考教育的本質：「高中階段的學習，究竟是

為了得高分而進入理想的大學？還是培養身而為

人所應有的態度與能力？而學生的學習動機應如

何由學習本身產生？」

映後座談中，大家普遍認為「學歷」在今

 ▲映後會談 1—政治大學蕭

瑞麟教授（左）與顧遠先生

（右）。

 ▲映後會談 2—前宜蘭

縣人文中小學楊文貴

校長（右）與顧遠先

生（左）。

 ▲映後會談 3—和平實

驗小學家長會長陶倢

提問與分享。

 ▲映後會談 4—本校教

育學系田耐青老師提

問與分享。

 ▲映後會談 5—本

校教育學系張郁雯

老師提問與分享。

 ▲「極有可能成功（Most Likely to Success）」紀錄片映後會談。

 ▲紀錄片映後會談與談人—

中國 Aha社會創新學院的創
辦人顧遠。



學術頻道

11

第十六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比賽 
頒獎典禮

 ◎人文藝術學院

由本校與麋研齋合作舉辦之「第

十六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麋研齋全國

硬筆書法比賽」延續過去經驗廣邀各界

人士踴躍報名參與，並依照不同年齡層

與級別，分為國小組三年級、國小組四

年級、國小組高年級、國中組（前述 4
組之競賽項目為楷書）、高中組、大專

組、社會組（前述 3組之競賽項目可選
擇楷書或行書）總計 10組進行。在歷經
三個月的收件期，最後由 10位專家評審
老師從數千件參賽作品中，擇優選出各

組前三名、優選五名及佳作十餘名不等之得獎

者。

本屆頒獎典禮於 106年 11月 25日假學生
活動中心 405演講廳舉辦。典禮當天有許多得

日社會中仍佔極大的影響力，顧遠老師以及在場

的教師、學生、家長們也紛紛表達看法。前宜蘭

縣人文國民中小學楊文貴校長分享了自己過去在

辦學上實際遇到的困境與挑戰；本校學生也提問

自己可以如何為教育努力；家長們也表示，大學

的招生方式與所看重的學習評比項目指標，都影

響著家長對孩子的教育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

讓孩子們探索學習的試錯成本到底有

多少？

針對這些教育困境，顧遠老師

在分享時，提到教育創新可以用光譜

來看見程度上的不同，例如破壞式創

新、漸進式創新、一直到維持現狀的

差異；有些人認為在現況上努力，也

有些人認為應該完全改變，但是有時

候卻不能用體制「內」、「外」來定

義創新，而是回歸思索教育的本質。

他認為，無論我們在校園內或外、是

學生或老師，每個人都應該培養創業

家精神，學習如何活用身邊的資源，

進而為我們所認同的教育價值盡心盡

力。

本活動在討論與激盪下圓滿結束，也提供

所有關心教育的人士一個共同交流的平台。感謝

所有參與者熱烈投入討論，衷心期盼藉由此次首

映會與映後座談，能夠幫助每一位參與者不僅思

考未來自己在教學創新或教育本質的探究，也能

真正地實踐在教育中。

 ▲顧遠先生（左一）、教育學系林偉文老師（右一）

與計畫團隊成員合影。

 ▲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中立戴帽者）與社會組行書組得獎

者合影。



學術頻道

12

獎者出席與會，高中組以下的得獎學生更是由家

長陪同參與，讓現場氣氛熱鬧歡騰。在人文藝術

學院郭博州院長、新北市北港國小同時也是本屆

賽事的評審代表劉國華校長、麋研齋創辦人楊淑

凌女士致詞祝賀後，將獎項逐一頒獎給各組得獎

人。每一位得獎者除了獲頒獎狀及獎品以外，也

同時獲得歷屆麋研齋硬筆書法比賽得獎作品集；

期盼一方面頒獎給予肯定以外，也鼓勵得獎者繼

續精進硬筆書法造詣。

本屆評審老師表示今年參賽者水準較往年

來得高，因此有些獎次特別多錄取幾位得獎者，

一方面希望不讓傑出作品因未得獎而成為遺珠之

憾，進而讓更多人能夠欣賞獨具特色的硬筆書法

之美。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相當多的長青人士

報名參與本屆賽事，「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態度值得作為學習楷模。最後得獎人陸續與諸位

師長合影留念，也為這屆頒獎典禮劃下完美的句

點；得獎作品也持續於活動中心二樓展出，歡迎

大家蒞臨欣賞。

2017「北教大名師講座」圓滿落幕，大夥相約 2018見！
 ◎圖書館

2017下半年最後 3場北教大名師講座場場
依然精彩，生動有趣的內容也讓聽眾們報以熱烈

的掌聲，讓我們一起精采回顧這 3場講座精華。
10月 31日第一場講座是由人文藝術學院郭

博州院長以「藝術就像呼吸一樣自然」為題主

講。郭院長分享自己從小有幸深受藝術的教化與

薰陶，孕育、累積他在藝術創作上的內在趨策

力。三十餘年來，他一直秉持著真心、誠心、耐

心、恆心，不僅在面對藝術創作時總是心無旁

鶩，也珍惜把握當下稍縱即逝的靈感，將喜悅、

悲傷、痛苦、舒適等生活中的小細節轉化成創作

的能量，因而成就他多元的藝術創作表現，也讓

聆聽的同學們更深入認識他追尋、打造美的心路

歷程。

11月 27日第二場講座是由數位科技設計
學系許一珍老師以「AR、VR、MR到底是什麼

啊？！」為題，帶領大家探索當今最夯的擴增、

虛擬、混合實境。許老師在講座中分享她的指導

 ▲麋研齋齋主楊淑凌

女士（右）捐贈電

子琴一架予人文藝

術學院，由人文藝

術學院郭博州院長

代表全院師生致贈

感謝狀。

 ▲新北市北港國小劉國華校長（右一）

與高中組得獎者合影。

 ▲圖書館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主持 10/31
北教大名師講座，與郭博州院長及其著作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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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所開發《Math Fruit》、《The Wanderers漫
遊者》等富有教育意義內涵的 APP，不僅深受
使用者喜愛亦獲獎受到肯定，同學們在講座中也

不斷發問、互動熱烈，也讓大家一窺未來科技之

主流趨勢。

12月 12日第三場、也是今年最後一場講
座，是由教育學系陳蕙芬老師以「改變×未

來：談大學生應具備之創新與創業精神」為題，

與同學們談談在今日變化迅速的全球化社會中，

如何思索並規劃自己的未來。陳老師徵引名人語

錄，並同時導入解讀未來、建構意義、辨識機

會、資源隨創、團隊運作等重要的課題，幫助同

學們思索自己應培養具備那些能力，以面對未來

可能遭遇的各種挑戰。在年終將至的時刻，同學

們也可趁此機會自我檢視，作為來年努力的新目

標。

感謝同學們熱情參與這 3場講座並給予熱
烈迴響。不僅顯現本校同學積極、不自我設限的

好學精神，也充分展現本校人文藝術、科學及教

育專業等多元學術特色。圖書館擬持續於學期間

舉辦「2018北教大名師講座」系列活動，盼能
帶給本校教職員生們更多的想法激盪，敬請大家

期待。

 ▲ 10/31北教大名師講座，聽眾爭賭郭博州院長的
藝術創作品。

 ▲ 11/27許一珍老師以「AR、VR、MR到底是什麼啊？！」為題，帶領大家探索最夯的擴增、虛擬、混合實境。

 ▲ 12/12陳蕙芬老師談「改變×未來：創新」。  ▲陳蕙芬老師於講座當天亦和大家分享圖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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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級體育表演會　體育戰役柒，影領新視際
 ◎體育學系

自 1997 年起，由第 1屆體育學系畢業生主
辦之校慶體育表演會至今即將邁入第二十二個年

頭。每年的體育表演會不僅是本校最重要的體育

活動，亦為校慶系列活動尾聲所安排之最後壓

軸。107級體表會於 106年 12月 8、9日假本校
體育館舉行，主題訂為「體育戰役柒，影領新視

際」，希望向觀眾們傳遞「體育就如一場戰役」

的精神意涵。

第 22屆 107級體育表演會以「電影」為主
軸編排節目內容，同學們從許多電影作品中擷取

有關各項競技運動之內容，介紹體育的艱辛及揮

灑的汗水，藉由電影融合體育的方式，來呈現出

體育運動內在的難度，以及各種體育活動的風

貌，期盼讓各位觀眾愛上體育運動，並帶給大家

不同於以往的視覺饗宴。此外，同學們也在展演

中表現出大學四年裡，從初次踏入校園、在校期

間經歷的笑聲與淚水、以及即將畢業邁入社會等

一連串的歷程，這些求學時期與師長、同學們共

同創造的回憶和難以忘懷的憧憬，完整地呈現在

觀眾面前，讓大家親自見證一路以來的成長與蛻

變。

以鼓的震撼力來呈現霍元甲

領導的武師受到日軍的挑戰，以

鍥而不捨的精神，打擊出一生懸

命的韻律。

 鼓─霍元甲 有氧拳擊是近年來備受上班

族青睞的運動，不只燃燒熱量也

可以鍛鍊身體各個部位。這項運

動必須保持靈活的下肢活動及左

右揮拳的身手，要求速度與力度

的完美結合。

 有氧拳擊─舞力重擊

在高樓林立、寸土寸金的時

代，『柒』籃球隊與少林武僧爭

奪最後的訓練場地，看看到底最

後鹿死誰手？

 籃球─場地爭霸

本項目將飛盤運動結合極限

表演，呈現出變化多端的樣貌，

讓觀眾體驗飛盤帶來的美感及絢

麗。

 飛盤─出盤入化

鋪收場地原是為布置保護

表演者安全的舞台，本次配合電

影情節，將單調乏味的工作轉為

展現團結及整齊地舖收技巧的技

藝，帶給觀眾與眾不同的視覺感

受。

 場地─失速列車
運用 TABATA塑造優美肌肉

線條，再由柔和的雙人瑜珈，詮

釋人體的力與美，壓軸單槓激發

人體潛能及爆發力，充分展現出

人體如賽車般的力量與激情。

 力與美─ power & fu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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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手道競賽有兩種形式：

「型」是由空手道基本動作組

成，假想四周都有敵人為主要目

的；「對打」由「型」延伸出

來，包括打、踢、掃、摔，依不

同的情勢做出對應的動作。

 空手道─空手之形

男女主角因跳繩而相識，睡

夢中的舞會裡他們意外地見到彼

此，共度了美好的時光，但是當

鬧鐘響起時，才發現這終究是一

場夢⋯⋯

 跳繩─繩之戀

本項目以刺客教條電影為

軸，有意識地呈現出各式各樣的

跑、跳、擲技巧，讓觀眾一睹刺

客結合田徑的精彩演出。

 田徑─疾速刺客
手球不僅結合籃球、美式足

球與足球等各項元素，更是一項

講求團隊合作的運動，充滿了肢

體對抗、敏捷、爆發力及多變化

的技巧與戰術。透過黑武士與尤

達大師，帶領大家認識手球這項

運動。

據說獲得黃金鈴之人，能量

便會大增，特種部隊誓死守護，

為的是不讓它落入壞人手裡。究

竟充滿奇蹟之力的黃金鈴最後會

落入誰的手中？

 扯鈴─鈴柒風暴

由體一組成的菁英部隊，肩

負保衛家園的神聖使命，他們將

透過速度、力量、團結及無畏的

精神，為這場光榮之戰，重啟希

望與和平。

 疊羅漢─浴血烈士

 手球─ Handball wars

在歷經四年體育系

的洗禮之後，107特務
組織即將接下至今最艱

鉅的任務，各位 107級
的成員們都已做好萬全

準備，面對這次任務將

全力以赴！

 體育戰役柒，影領新視際─金牌特務（班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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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數位系大學部同學榮獲 
「第一屆金鳶獎全國炫 T設計比賽」佳績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本校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大學部二年

級同學陳郁玟、鞏持靚、余承軒日前參

加「2017第一屆金鳶獎全國炫 T設計比
賽」，分別獲得第三名及佳作之成績。

主辦單位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於 2017年
11月 18日頒獎給所有得獎者，能夠在
全國高中職及大專院校參賽學生當中脫

穎而出，再一次地展現出本校同學源源

不絕的創作能量。

本屆金鳶獎比賽主題為「海洋」，

陳郁玟同學畫了一個骨頭材質的夾子，

搭配著空蕩的海洋環境，這個夾子象徵

人類對海洋資源不斷地予取予求，也因

此加速海洋資源的耗竭，最後換來的只

是一片死寂，生生不息的海洋早已不復

存在；鞏持靚同學則畫了花枝、小管、

烏賊、透抽等四項海洋生物，她表示，儘管這四

項是大家平時常見、食用的海鮮，然而卻常常誤

認、混淆，一方面希望透過作品讓大家能清楚辨

別它們彼此之間的差異，同時也反映出人類往往

不知道自己吃下肚的是什麼；余承軒同學分享到

自己得知比賽主題時，直覺想到的是海洋中最大

的生物，因此畫了一隻鯨魚，一方面呈現出海洋

主宰者之磅礡氣勢，卻在使用簡單色塊的調和

下，讓這隻鯨魚不失其和善可愛的模樣。三位同

學不僅展現了傑出的作品設計及繪圖能力，更在

作品背後蘊藏著深刻、發人省思的意涵，讓人們

欣賞作品的同時，也頗具教育意義。期盼本校同

學們在未來能持續踴躍參加各項活動，展現屬於

自己的活力和創意。

106學年度新生盃球類競賽 
總成績表

 ◎學務處體育室

名次

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混合籃球 數資一 自然一 特教一 教育一

混合排球 資科一 數資一 數位一 心諮一

羽球個人賽

男　子　組

社發一

余柝聲 
數位一

林愷揚

數資一

曾子軒

文產一

傅聖棋

羽球個人賽

女　子　組

教經一

盧卿卿 
數資一

楊惇淇

語一乙

陳詩梅

語一乙

李伊凡

桌球個人賽

男　子　組

數資一

陳漢昌

教育一

施奇

數位一

陳以樂

自然一

葉朕昊

桌球個人賽

女　子　組

文產一

盧曉慧

數資一

吳苡謙

音樂一

李沁縵

社發一

徐巧芮

106學年度教職員工羽球競賽
總成績表

 ◎學務處體育室

名次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單位 北教大實小 理學院 總務處 A隊 行政聯 B隊

 ▲數位系同學於 11月 18日頒獎典禮合影（由左至右：鞏持
靚、陳郁玟、余承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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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座城市，都是我的塗鴉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際藝術家週：Unknown Pleasures

 ◎人文藝術學院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於 106年 9月 7日至 28
日舉辦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際藝術家週：

Unknown Pleasures」是本院今年度的盛事之一，
亦是重要的國際藝文活動，期間不僅邀請到幾位

來自歐洲的知名街頭藝術家們進行聯展，並同時

舉辦工作坊、藝術論壇等系列活動，期盼為國內

帶來豐富多元之藝術創作。

今年受邀來台展出者分別是來自荷蘭

的 Zacharias Zedz（本名 van der Voet Ronald 
Arnaud），以及波蘭的 Maciej Bozekone（本名
ŚWIĄTNCKI MICIEJ MICHAŁ）、Robert Seikon
（本名 RĄCZKA ROBERT PIOTR）以及 Bartek 
Pener Swiatecki（本名 ŚWIĄTECKI BARTOSZ 
ALEKSANDER）共 4位藝術家。他們雖然來自
於不同地區，卻都是以城市做為創作根源，透過

幾何線條以及運用各種不同的媒材，創作出許多

富有個人特色且具強烈風格的抽象畫作，發揮藝

術的力量為城市地景帶來不同的新風貌。

首先登場的是「當國際街頭藝術碰撞台灣

街景」藝術家共同聯展，策展期間自 9月 13日
至 28日止，假本校防空洞藝廊舉行。9月 13日
開幕當天由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致詞，

也為國際藝術家週系列活動揭開序幕。對於這群

出身於街頭作畫的藝術家們來說，自然環境、街

道本來就是他們創作的根源；不過為了讓一些對

於街頭藝術有興趣、卻不知從何入門的民眾們更

能掌握其精髓，因此特別邀請每一位藝術家準備

兩件展出作品，並採以展覽的形式來集結、串連

這些創作，希望民眾藉由直接地接觸藝術

家們的創作，去進行藝術家創作空間的聯

想，以及揣摩藝術家創作的過程和心境。

許多參觀民眾也得以藉此機會和街頭藝術

家們面對面互動，讓藝術欣賞更為有趣、

好玩且平易近人。

 ▲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右一）為展覽開幕致

詞，荷蘭辦事處副代表暨領事與簽證、文化及教

育事務主管 André Verkade （右二）亦親臨展覽現
場，並與藝術家及現場觀展民眾一起同樂。

 ▲藝術家 Zacharias Zedz（右二）向參觀
民眾解說作品及創作理念。

 ▲藝術家 Bartek Pener Swiatecki（左二）以及
Maciej Bozekone（持筆解說者）共同帶領學
員設計草圖。

 ▲平面繪製工作坊學員按照草圖將牆面上漆。

 
▲

藝 術 家 Zacharias Zedz
指導立體創作工作坊學

員使用工具裁切。

 
▲

藝 術 家 Zacharias Zedz
指導立體創作工作坊學

員組裝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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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則是 9月 13日至 18
日為期 5天的「發覺快樂─國際
藝術工作坊」（Finding Unknown 
Pleasures Workshops）。這場藝術
工作坊分為「立體創作工作營」及

「平面繪製工作坊」兩組進行：

立體創作工作營是由荷蘭藝術家

Zacharias Zedz帶領學員們了解、
思考藝術品「從 0到有」的整個製
作過程，並且實際利用校園空間現

場，透過多媒材技術進行專業研

習，藉以實地展現生活與藝術的根

源；平面繪製工作坊則分為 3個小
組，先由 3位波蘭藝術家 Maciej 
Bozekone、Robert Seikon、Bartek 
Pener Swiatecki分別帶領各組學員
創作，最後再將 3組學員們所設計
的圖案融合在一起，創作成果也於

視聽館一樓呈現。藝術家們透過帶

領學員們進行實際創作，以達到

「空間再創」的目標。

「城市與街頭：藝術的起

源—藝術家座談」（The Origin of 
Urban Art – Artist Talk）於 9月 19
日下午 14時至 17時 30分假本校
藝術館M405國際會議廳舉行，也
為藝術家週系列活動期間帶來最高

潮。本校楊志強副校長於這場國際

主題論壇中開幕致詞，楊副校長代

表本校向來訪的 4位藝術家表達最
高的謝意，也肯定本次藝術家週的

藝文活動為本校及鄰近社區帶來不

同的藝術文化氣息。這場論壇由

本校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王強強

教授、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學生

與 4位藝術家參與，以「城市空間
與藝術創作」為主題領域進行交流

與對談。論壇結束後，一行人隨即

前往本次街頭繪製之作品現場，並

由藝術家們帶領實際參觀及解說。

此外由於本活動與朝代畫廊、臺北

市電影主題公園合作，兩個合作單

位亦提供牆面讓藝術家們創作發

揮：在朝代畫廊將可欣賞到 Robert 
Seikon的創作；在臺北市電影主
題公園塗鴉牆上則可欣賞到Maciej 
Bozekone及 Bartek Pener Swiatecki
的創作，展期將維持 1年，歡迎大
家前往觀賞。而本校藝術館中庭、

明德樓後方圍牆、臥龍街圍牆所留

下藝術家們的創作足跡，亦是他們

於本次活動中送給學校的禮物。

感謝大家熱情參與此次藝術

家週系列活動，期望借鏡藝術家們

的藝術脈絡與根源，讓大家有機會

一窺街頭藝術迷人之處；也期盼能

藉此帶領觀者思考屬於臺北的城市

藝術，進而從藝術領域出發、擴展

國際視野，發掘更多樣的空間文化

與美感，達到「傳播藝術、生活處

處是藝術」的理想。

 ▲楊志強副校長（中）於國際主題論壇開幕致詞。  ▲藝術家 Bartek Pener Swiatecki（中）向參觀民眾解說
作品及創作理念。

 ▲藝術家 Robert Seikon的作品，
位於明德樓後方圍牆。

 ▲藝術家 Bartek Pener Swiatecki的
作品，位於臥龍街圍牆。

 ▲藝 術 家 Maciej Bozekone 的 作
品，位於臺北市電影主題公園。

 ▲藝術家 Zacharias Zedz的作品，
放置於本校藝術館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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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工作坊—大學生涯實境模擬桌上遊戲競賽

 ◎師資培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三甲　楊承恩、史惟中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於 10月 24日下午 15
時 30分至 18時，假本校篤行樓 6樓未來教室
舉辦「生涯規劃工作坊—大學生涯實境模擬

桌上遊戲競賽」。工作坊裡進行之桌遊「Tru4-
Truth」係由本校教經系魏郁禎老師自行開發、
設計。「Tru4」是由英文「Truth」變形而來，
亦指「真實」兩字的原意；數字「4」則是代表
大學四年；而「tru」也可視為「through」的縮
影。這款遊戲乃根據大學生在大學生涯中應培

養之各項能力（如溝通表達、人際互動、團隊合

作、問題解決、規劃組織及創新等）及態度（如

責任感、抗壓等）所設計而成，其設計理念旨在

希望讓玩家在遊戲中，體驗不同的學習選擇下會

產生哪些不同的大學生涯累積成果，以此檢視、

反思自己目前的大學生活狀況，同時找出調整、

改進之處，好讓大學生活一方面過著既精彩又充

實，也對未來充滿著信心和希望。

「Tru4-Truth」全名為「Tru4-Truth大學生
涯模擬競賽桌上遊戲」，原是本校廣受學生歡迎

之通識課「職場生存學」中的一個活動，此次特

別舉辦工作坊，並僅限定開放大一新生參加，目

的是期盼讓他們藉由桌遊體驗、模擬大學生活，

促進大學生思考對自己未來的規劃，妥善運用

時間和資源。活動當天總計有 35位大一新生參
與，在擔任教學助理的教經三學長姐引導之下，

全場氣氛活潑熱鬧，不時傳出驚呼聲；每一位同

學在參與過程中，也嘗試從遊戲中的角色裡運用

所擁有的時間、金錢，以換得豐富的經歷、更多

的金錢等報酬。有同學表示，在參與工作坊活動

之後，開始思考自己的價值，以及衡量金錢和學

習經驗之間的平衡點；也有同學體認到適當的時

間分配是很重要的事，不僅要了解自己的能力，

以避免過度安排活動，也要曉得賺錢實在不易，

花錢時應多再三思；更有同學從這個活動中，了

解到每個小環節對於之後都可能產生無法預估的

影響，進而提醒自己重新調整生活中各項人事

物的優先順序，將心力放在應該去做、去追求的

事。

本工作坊就在同學們熱烈參與下順利圓滿

結束。特別一提的是，工作坊之活動內容，亦為

魏郁禎老師於教育部青年署推動大專院校職涯輔

導工作實施計畫中的項目之一，目的是引導大學

生對於自我大學生活的規劃連結未來的職涯目

標、促進大學生思考生涯規劃議題，更加妥善運

用大學生活間及周邊資源、有效促使學生為生涯

產生行動方案，一方面讓大學生有更精彩、更有

意義的大學生活，也具備未來進入就業職場的基

本能力。目前預計將於 2018年 3、4月期間，另
舉辦一場桌遊公開場體驗，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

持續關心活動訊息。

 ▲魏郁禎老師向同學們說明桌遊「Tru4-Truth」進行
方式。

 
▲

內容豐富有趣的桌遊吸

引許多同學報名參與。

 ▲桌遊體驗—學習在時

間與金錢之間做取捨。

 ▲桌遊體驗—同學們朗讀卡片

內容。

 ▲桌遊體驗—同學們填寫角色

基本資料。

 ▲同學們從桌遊中實際體

驗、模擬如何規劃自己的

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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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作坊—都市原住民族孩童的文化課程體驗方案」：

以都市原住民族孩童為教學對象打造適合文化課程
 ◎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本校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獲 106
年教育部經費補助，依「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原

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要點」辦理一系列原住民學

生民族教育課程及活動。10月 18日舉辦「文化
工作坊—都市原住民族孩童的文化課程體驗方

案」，邀請新北市丹鳳國小蔡雲珍老師分享自己

在都會區投身文化課程教學之實務經驗，期盼幫

助在校原青、師培生於未來教學、規劃文化課程

內容時能有更多元的視野。

雲珍老師首先與大家分享自己的求學經

歷，以及任教小學與職涯跑道轉換的考量及機

緣。由於自幼對「老師」角色抱持著刻板印象，

因此教職向來並未納入職業選項。然而在一次

代課的經驗中，由於課堂中一位學童回答問題

時，卻被另一位同學打斷，說：「老師，不用理

他啦！我們老師說：『他是泰雅族的，所以很

笨！』」孩子的這句話深深地觸動了她的心靈；

「山地人」這個標籤並不代表自己因此就比別人

來得差，讓她最後決定投入教學的領域。儘管她

在完成實習後並未馬上找到教職缺，卻也因此有

機會至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進

修，並且進入原住民族電視台擔任主播乙職。在

外人看來，雲珍老師好像繞了一個彎才回到學校

擔任老師，然而這些經驗都成為她日後從事文化

課程教學時的養分，也幫助她更瞭解今日社會裡

「文化」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如何在文化中教

學。雲珍老師以「如果老師是你的職業，無論再

怎麼轉最後還是會回來當老師」的自身經驗，鼓

勵學生也可以先多去看看、走向部落，瞭解之後

再為未來做出選擇。

有關都市文化課程方面，雲珍老師分為校

外、校內兩個部分進行。校外部分，她帶領都市

原住民族學童（都原學童）至台東長濱鄉提供部

落老人居家服務、安排部落耆老們為都原學童上

文化課程，以及到花蓮做公益表演，期盼藉由

「做中學、學中玩」的方式，讓生活在都市的原

住民學童得以實際體驗到部落文化的樣貌，並且

透過參與活動來瞭解自己對文化傳遞的意義。在

校園內，雲珍老師成立原住民族社團，透過均一

教學來滿足學生們在同一個時段中的個別學習需

求，也同時解決師資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除了

提供社團學生課業輔導的協助，也安排社課培養

學童的原住民族音樂素養，並且積極參與多場演

出，進而培養都原學童的自信心，藉由在校園營

造「校園搭魯岸」─這個原住民族學童的空間，

培養尊重多元文化的態度，並給予原住民族學童

的溫暖和信心，不僅提升學童對於上學的樂趣，

也讓他們有心靈歸屬。

傳統的教育體制讓多數原住民族學童感到

挫敗，也影響了他們往後的求學歷程，雲珍老師

在分享自己教學實務經驗時指出，無論是否為原

住民，未來如有機會進入教學現場，切勿將文化

課程侷限於書本裡─只要能取材於文化本身、甚

至是實地學習等都應多方嘗試，唯有將文化素材

運用至不同的媒材當中，才能讓文化不再只是文

化，而是實際融入成為生活中的一部分。藉由此

次分享自己的教學經驗，她期許在校學生都能夠

成為一個種子，為教育帶來不同的可能性。

 ▲因著孩子的話觸

動了蔡雲珍老師

的心，最後決定

投入教育禾場致

力於文化教育課

程。

 ▲蔡雲珍老師（中間蹲立者）於

講座後與本校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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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跨時空的交流與對話—福山進作品捐贈儀式

 ◎秘書室校友中心

本校人文藝術學

院 於 106 年 11 月 27
日舉辦「福山進作品

捐贈儀式」。此次活

動主要是在印象派美

術協會臺灣支部首屆

支部長黃欽安老師的

牽線下促成，本校人

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

長則協助辦理相關事

宜。福山進校友之家

屬於儀式當天捐贈本

校 10幅畫作，楊志強副校長亦蒞臨致詞、同時
代表本校回贈福山進校友的學籍資料影本及感謝

狀；也因著家屬捐贈父親畫作，成就這段父親重

新與母校產生跨越時空交流的佳話。

福山進校友（1915∼1987）於 1915年生於
日本新潟縣，昭和 7年（1932年）畢業於本校
前身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二師範學校。他在本校就

讀期間即對繪畫產生濃厚興趣並且表現優異，曾

師事本校著名美術教師石川欽一郎，畢業後陸續

於新埔公學校、新竹公學校任教。二戰結束之後

他返回日本，重新取得教師資格並繼續從事美術

教育工作。他於 1952年創立印象派美術協會，
1962年來台舉辦個展，之後亦不斷與臺灣進行
藝術交流，也促成了印象派美術協會於 1996年
成立臺灣支部。

人文藝術學院郭院長於致詞時提到，近 4
年來臺灣支部之所以選定本校辦理相關交流活

動，主要考量因素乃是福山進先生為出身本校之

校友；此次活動更邀請福山進校友的家屬主要成

員來台，其中包括長子福山透教授（名古屋大學

特任化學教授、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曾獲日本天

皇紫綬褒章）、次子福山寬教授（東京大學物理

教授）等家屬數人。福山透表示初次來到父親的

母校感到非常開心，兒時經常聽到父親提起在臺

灣的生活，以及在母校求學的時光，這次終於有

機會可以親臨一窺其風貌。一行人也於儀式結束

之後前往校友服務中心閱覽父親的學籍資料，透

過當年保存下來的各種紀錄，感受父親就學期間

的點點滴滴；本校也藉此次機會，和校友家屬們

建立起這段特別的情誼。

校友總會育才基金捐款破千萬！希望您也能響應！

 ◎校友總會張清煌理事長

校友總會發起「北師校友育才基金」募款

活動，向全體北師校友募款，作為母校優秀學生

獎學金及弱勢學生助學金之用，來幫助優秀及家

境貧困學弟妹們，希望他們專心向學、奮發向

上，創造美好未來。

本項募款活動，得到廣大校友及社會善心

人士的熱烈響應，截至 106年 12月 31日為止，
募款金額已達到 10,355,060元。下列是歷屆畢業
的北教大校友，全班捐款合計金額超過 20萬元
之歷屆畢業班級捐款明細表：

 ▲福山進作品捐贈儀式當天出席貴賓合影（前排左五至左九：楊志強副校長、福山

透教授（長子）、福山寬教授（次子）、黃欽安老師、郭博州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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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全班捐款金額超過二十萬元之北師歷屆畢業班級捐款明細表

序號 年級班別
捐款

人數
捐款金額 母校當時名稱 備註

1 38級 3人 420,000元 省立臺北師範 吳永久特別顧問萬福、劉榮譽常務理事新民、柯

榮譽校友代表水源捐款

2 40級藝師科 1人 500,000元 省立臺北師範 丁榮譽常務理事占鰲捐款

3 48級丁班 19人 232,000元 省立臺北師範 李榮譽理事長建興、陳理事松瑲募款

4 49級乙班 1人 500,000元 省立臺北師範 蕭榮譽常務理事錦聰捐款

5 57級甲班 17人 570,000元 省立臺北師專

（五專第一屆）

陳榮譽理事昌鴻捐款 200,000元，劉榮譽理事長
奕權捐款 120,000元，並與臺北市校友會鄧理事
長漢華、陳秘書長載福等共同募款

6 57級乙班 25人 1,535,000元 省立臺北師專

（五專第一屆）

張理事長清煌捐款 1,200,000元，趙監事開浚捐
款 100,000元，郭石樹及廖坤旦兩位副秘書長等
同學協助募款

7 57級丙班 13人 440,000元 省立臺北師專

（五專第一屆）

蔡理事麗華、劉榮譽校友代表秀蓮、許榮譽校友

代表玉鈖各捐款 100,000元，並協助募款。

8 57級丁班 7人 360,000元 省立臺北師專

（五專第一屆）

連執行長寬寬、林榮譽校友代表碧椿、曾榮譽校

友代表金鳳各捐贈 100,000元

9 58級甲班 3人 500,000元 省立臺北師專

（五專第二屆）

麥榮譽常務理事福泉捐贈 300,000元，楊榮譽理
事德宏捐贈 200,000元

10 58級乙班 1人 200,000元 省立臺北師專

（五專第二屆）

楊榮譽理事春賢捐贈 200,000元

11 58級丙班 3人 1,020,000元 省立臺北師專

（五專第二屆）

簡榮譽常務理事文秀捐贈 1,000,000元並協助募
款

12 58級丁班 14人 1,370,000元 省立臺北師專

（五專第二屆）

許榮譽常務理事碧珠捐贈 1,200,000元，金新
秋、劉春蘭、彭采玫、嚴素美等校友協助募款

13 64級丙班 1人 400,000元 省立臺北師專

（五專第八屆）

蔡榮譽常務理事松棋捐贈 400,000元

合計 107人 8,047,000元 佔總捐款金額 10,355,060元之 77.71％
（截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

 第 22屆傑出校友當選名單 

姓名 性別
母校畢業

科系級別

最高

學歷
重要事蹟 現職

劉池蓮 女 師專二年制幼教師

資科暑期部 75級
學士 • 民 71年獲績優保育人員獎

• 民 87年獲內政部第 3屆托育服務楷模「及幼獎」
• 民 94年獲桃園縣「桃園幼鐸獎」
• 民 106年獲第六屆大愛菁師獎

桃園市立八德

幼兒園大勇分

班教保員兼保

育組長

各位畢業校友及在校同學們！希望您也來

響應此項有意義的捐款，幫助北教大學弟妹們，

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邁向不一樣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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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別
母校畢業

科系級別

最高

學歷
重要事蹟 現職

黃清淵 男 師院初教系

師院國教研究所結

業

碩士 • 民 83年獲桃園縣特殊優良教師
• 民 103年獲教育部國家師鐸獎
• 民 104年獲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
• 民 106年獲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桃園市桃園區

大業國小校長

陳聖源 男 師專 74級
師院語教系 83級

碩士 • 民 99年獲新竹縣「特殊優良教師暨教育行政人
員」

• 民 102年帶領團隊獲教育部 DOC偏鄉數位應用
計畫績優團隊及多項行政領導獲獎

新竹縣峨眉鄉

峨眉國小校長

林惠珍 女 師專 78級
北教大教經系教政

所碩士班 97級

碩士 • 民 106年獲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及新北市校長
領導卓越特優

新北市新莊區

光華國小校長

王明源 男 北教大教經系教政

所博士班 97級
博士 • 民 91年獲教育部優秀學生事務（訓導）工作績優

人員

• 民 95年獲行政院模範公務人員
• 擔任教育部公職期間，承辦多項重要業務

教育部綜合規

劃司副司長

何元亨 男 師專 78級
師院語教系 84級

碩士 • 出版文學創作書籍十冊、教師甄試專論書籍二冊
• 多篇文學創作獲獎或收錄於教科書中
• 「佟佟的心情故事」一書獲臺北縣 87年教育人員
著作審查暨文化部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推薦

新北市新莊區

昌隆國小校長

李慧美 女 師專 78級
師院音教系

北教大文創 EMBA
碩士班

碩士 • 104學年度獲新北市校務評鑑金質獎
• 105學年度獲教育部行動學習校長領導獎
• 105學年度獲新北市教學卓越獎優等

新北市三峽區

五寮國小校長

林保堯 男 師專 57級 博士 • 民 76年獲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
• 民 84年獲教育部三等教育文化獎
• 民 88年獲第 35屆全國畫學會「金爵獎」
• 民 92年獲教育部優秀教育人員

國立臺南美術

館館長

曾蘭香 女 師範 48級 學士 • 民 60年獲全國優秀青年表揚
• 民 63年獲全國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
• 民 72年再獲全國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
• 民 97年獲馬英九總統頒贈教育奉獻獎
• 民 104年獲亞洲太平洋女童軍傑出領袖獎

新竹市山風複

式童軍團總團

長

 122週年校慶捐贈校務基金受獎名單 
姓名／單位 金額 捐贈用途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 $1,000,000 捐贈北師美術館進行典藏修復及相關教育活動

財團法人福祿文化基金會 $1,000,000 捐贈北師美術館日本洋畫展覽及教育推廣活動使用

張清煌 $6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三福環球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捐贈北師美術館日本洋畫展覽及教育推廣活動使用

蕭錦聰 $25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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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單位 金額 捐贈用途

顧炳容 $233,816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張春榮 $200,000 捐贈語創系獎學金

財團法人花仙子教育基金會 $177,045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呂翠華 $150,000 捐贈林貴美老師獎學金

張文裳 $118,030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118,030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李志勳 $118,030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辛智秀 $115,786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 $110,030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辛麗津 $103,300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蔡松棋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劉秀蓮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財團法人臺北市周餘龍教授教育基金會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楊春賢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吳隆榮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李仲亮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曾金鳳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林碧椿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許玉鈖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趙開浚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連寬寬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捐款芳名錄（106.1.1∼ 106.12.31） 
日期 捐贈內容 金額

106.01.23 張欽全—捐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吳季札教授鋼琴演奏獎學金」 20,000

106.01.23 林曼麗—捐贈 106.02月份主管職務加給 26,480

106.02.08 劉秀蓮—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02.21 林曼麗—捐贈 106.03月份主管職務加給 26,480

106.02.22 陸莉—捐贈特殊教育學系獎學金 15,188

106.02.22 Loyd M. Dunn & Leota Dunn—捐贈特殊教育學系獎學金 15,188

106.02.23 劉化仁—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03.20 游章雄—捐贈藝術系表現優秀獎金 20,000

106.03.22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捐贈北師美術館進行典藏修復及相關教育活動 1,000,000

106.03.28 林曼麗—捐贈 106.04月份主管職務加給 26,480

106.04.07 蕭錦聰—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50,000

106.04.07 二館回饋經費管委會—捐助人文藝術學院專用 10,000

106.04.12 周芳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04.12 周芳玉—捐贈校務基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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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贈內容 金額

106.04.13 嚮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教育組 106級
畢業製作贊助金

6,000

106.04.14 財團法人花仙子教育基金會（41245578）—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
畫」

110,680

106.04.19 高雄意誠堂關帝廟—捐贈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大四畢業展活動經費 20,000

106.04.25 何光明—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04.26 林曼麗—捐贈 106.05月份主管職務加給 26,480

106.05.03 良果精緻烘培坊—捐贈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畢業展覽活動餐費 200

106.05.10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7935073）—捐贈「校長盃籃球賽」專用 20,000

106.05.12 陳安美—捐贈設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陳水鏡醫師紀念獎學金」 15,000

106.05.18 李正堯—捐贈 106年度鋼琴教學研討會暨論文發表會（實收 9810元，手續費 190
元）

10,000

106.05.23 呂翠華—捐贈林貴美老師獎學金 150,000

106.06.15 張清煌—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600,000

106.06.21 黃淑鴻—捐贈指定用於兒英系英語文梯隊使用 10,000

106.06.29 財團法人福祿文化基金會（92017339）—捐贈北師美術館日本洋畫展覽及教育推
廣活動使用

1,000,000

106.06.29 三福環球股份有限公司（27234298）—捐贈北師美術館日本洋畫展覽及教育推廣
活動使用

500,000

106.06.29 施仲榮—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07.03 財團法人臺北市周餘龍教授教育基金會—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07.17 張金調—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07.19 李正堯—捐款指定用途（2017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鋼琴音樂節）（實收 11772元，
手續費 228元）

12,000

106.07.26 劉瓊淑—捐贈指定音樂系使用 2,000

106.08.08 楊春賢—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08.24 吳隆榮—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08.24 王俊權—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08.24 張文宏—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08.24 詹正信—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30,000

106.08.24 吳正牧—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5,000

106.08.24 李建興—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08.30 彭采玫—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08.30 金新秋—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08.30 劉春蘭—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08.30 魏世台—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09.04 龍山獅子會—指定捐贈 107級體育表演會 50,000

106.09.07 曾恩潭—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50,000

106.09.11 楊德宏—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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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贈內容 金額

106.09.19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捐贈人文藝術學院（T010）下的計畫 45,520

106.10.06 周芳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10.06 周芳玉—捐贈校務基金 20,000

106.10.13 樸然子有限公司—贊助國北教大藝設系設計組大四畢業展 5,000

106.10.18 顧炳容—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233,816

106.10.18 展通虹策略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42711468）—體表贊助金 10,000

106.10.20 陳滿上—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0.20 羅仕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0.20 黃肇銘—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0.20 辛麗津—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03,300

106.10.20 辛智秀—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5,786

106.10.24 張文裳—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8,030

106.10.24 財團法人花仙子教育基金會（41245578）—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
畫」

66,365

106.10.24 揚義有限公司—指定捐贈 107級體育表演會 5,000

106.10.27 李正堯—指定用途捐贈「106年度鋼琴教學學術研討會」（實收 9810元，手續費
190元）

10,000

106.10.27 李水生—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0.27 陳麗珍—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10.27 許德順—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0.27 戴榮揚—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0.27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00981952）—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
計畫」

118,030

106.10.27 魏憲章—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0.27 林為憲—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0.27 曾煥勳—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0.27 李仲亮—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10.27 李志勳—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8,030

106.11.01 邱創城—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01 林碧椿—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01 郭秋水—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01 曾金鳳—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11.01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公益基金會（08480376）—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
師資生助學計畫」

118,030

106.11.03 王嫻雅—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30

106.11.07 林碧椿—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90,000

106.11.10 許玉鈖—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11.10 王小萍—捐贈林貴美老師獎學金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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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0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捐贈人文藝術學院 11,380

106.11.10 邱承宗—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謝新峒—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謝立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趙開浚—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11.10 梁修義—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黃玉春—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湯仁宏—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董積森—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廖漢權—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劉丕山—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林培標—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林正雄—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林文雄—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賴鈴木—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賴清利—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洪志國—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洪文向—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許華—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張何清—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張金鉤—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陳正雄—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陳松瑲—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0 王雲卿—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3 郭石樹—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3 林志鵬—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3 趙壽恬—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3 湯筱筠—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3 魏素靜—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3 蔡國政—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3 許英雄—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5,000

106.11.14 柏齡太鼓團—指定捐贈 107級體育表演會 5,000

106.11.16 莊火妹—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6 李麗雪—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6 陳宛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6 簡明青—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6 連寬寬—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11.16 陳秋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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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16 許進益—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11.16 簡耀堂—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50,000

106.11.16 詹美珠—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6 謝香妹—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6 章寶珍—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16 陳淑珠—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30,000

106.11.23 鐵哥的羽球專門店—指定捐贈 107級體育表演會 1,000

106.11.23 游本成—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3 陳碧娥—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3 王文壽—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3 池勝和—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3 唐惠碧—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4 金新秋—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40,000

106.11.24 吳芳珠—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4 楊素霞—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4 郭文宗—捐贈 106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郭肇坤清寒獎學金 15,000

106.11.28 郭博州—捐給藝術系表現優秀獎金 600

106.11.28 麋研筆墨有限公司北教大門市（42467632）—指定捐贈 107級體育表演會 2,000

106.11.28 徐國勇—指定捐贈 107級體育表演會 10,000

106.11.28 張錫月—指定捐贈 107級體育表演會 10,000

106.11.28 許碧珠—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200,000

106.11.28 何秋妹—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9 囍庄茶舖—指定捐贈 107級體育表演會 5,000

106.11.29 孫廷欣—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9 石朝木—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1.29 賴清利—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

106.12.01 尊王活海鮮熱炒—指定捐贈 107級體育表演會 6,000

106.12.01 朱敏賢—捐助款項指定文教法律碩士班專用 50,000

106.12.04 林昭安—捐贈音樂系管樂團 33,100

106.12.08 許金枝—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08 陳智宏—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12.08 曹金平—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08 杜碧華—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3,000

106.12.08 黃繼岳—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

106.12.08 孫瑜—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40,000

106.12.08 陳志芬—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12.11 楊智傑—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1 謝海龍—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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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11 黃月娥—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30,000

106.12.11 黃清淵—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2 北師專 55級乙班長虹同學會—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30,000

106.12.12 吳正牧—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12.12 吳萬褔—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開丕股份有限公司—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12.15 胡鴻謙—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蔡松棋—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0

106.12.15 陳春長—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12.15 陳載福—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黃錦洲—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吳茂河—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鄧漢華—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方萬居—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徐木炎—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林啟清—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劉奕權—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12.15 李廷鈺—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5 周芳玉—捐贈校務基金 16,400

106.12.18 胡金松—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18 林保堯—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30,000

106.12.20 王小萍—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12.20 趙昌平—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0,000

106.12.20 黃學萅—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5,000

106.12.20 丁占鰲—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106.12.20 鄭英敏—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30,000

106.12.20 鄭秀琴—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20 黃沛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20 陳巧雲—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5,000

106.12.25 李水源—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25 鄭裕成—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25 李林培—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27 劉瓊淑—捐贈鋼琴研討會 8,000

106.12.27 王景雲—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27 李秀敏—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

106.12.29 黃淑鴻—指定捐贈兒英系款項 10,000

106.12.31 李欽銘—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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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