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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戊戌新春團拜　再接再厲續創高峰
 ◎人事室

由本校總務處及人事室同仁共同籌辦之

2018戊戌年新春團拜活動，於 107年 2月 23日
上午 9時 30分假本校大禮堂熱鬧展開，包含本
校全體教職員工、退休同仁、附小教師及學童總

計共 411人歡聚一堂，大夥兒彼此拱手作揖、互
道恭喜新年好。張新仁校長於致賀新春祝詞時，

提到本年新春賀聯「金雞獻瑞欽郅治，玉犬呈祥

展宏猷」的箇中涵義，引用「郅治」、「宏猷」

之典故意涵，期許本校在新的一年伊始之際，在

辦學上能夠再創高峰；楊志強副校長於致詞時提

及本校近期在校務發展上的精湛表現，就如時下

年輕人常言之「越級打怪」，屢屢締造許多超越

以往的辦學績效。緊接著附小學童也為大家帶來

佛朗明歌舞蹈表演，精湛的舞姿搭配著輕快抑揚

之音樂節拍，驚豔全場觀眾並博得滿堂彩。

終於到了眾所期待的新春團拜重頭戲─

摸彩活動，在研發處何心蕊小姐與校友中心林智

遠先生聯袂主持之下，增添許多新年期間之歡樂

氣氛。此次摸彩抽獎不僅有學校精心準備的禮券

及豐富精美獎項，校長及各學術、行政主管更大

方地加碼摸彩獎金和禮品，帶動、炒熱活動現場

的氣氛，中獎者個個無不驚喜連連，也為此次新

春團拜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感謝本校同仁熱情

參與，不僅強化在職同仁之間的日常情誼，也和

許多暌違以久的退休師長們返校同樂，衷心冀盼

大家在彼此祝賀中，朝氣蓬勃地開啟這嶄新的一

年，讓本校校運昌隆、再創高峰！

 
▲

張新仁校長於新春團拜

中感謝、祝福、勉勵本

校全體同仁。

 ▲附小學童於新春團拜中為大家帶來的佛朗

明哥舞蹈表演，充滿濃濃的異國風情。

 ▲本校全體同仁最期待的摸彩
活動，將由

張新仁校長抽出第一位得獎者
。

 ▲楊志強副校長致

詞時向本校全體

同仁拜年。

 ▲本校附小林正鳳校長（
左）代表附小向

本校致上新春祝福。

 ▲摸彩活動氣氛熱絡，同仁們熱烈迴響。摸彩活動氣氛熱熱 同仁們熱烈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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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領導的未來與想像 
—2017年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與中小學校長協

會、學校行政研究學會於 106年 12月 9日假本
校至善樓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2017年東亞
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研討會當天先由本校

張新仁校長致詞，她提到教育領導過程中，校長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同時肩負著重大的責任。

接著由時任本校教育學院吳毓瑩院長、本系孫志

麟主任、中小學校長協會張信務理事長、學校行

政研究學會陳竑濬理事長等人分別致詞後，正式

揭開本次研討會序幕。

此次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已正式

邁入第八年。過去 7年來陸續探討「校長專業
之建構」（2009）、「校長的學習與學校改
進」（2010）、「教師評鑑」（2011）、「教
學領導與學生學習」（2012）、「校長教學領
導」（2013）、「校長評鑑的趨勢與挑戰」
（2015）、「學校改進議題與趨勢：全球視野、
在地行動」（2016）等主題，不難發現校長學所
探討之議題，已由校長自身的專業發展，逐漸轉

向校長在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上的領導作用；一

方面呼應教育領導的新趨勢，同時也回歸到教育

系統的核心與主軸，將教學與學習帶到教育領導

的領域，以加強領導與教學及學習的連結。值得

一提的是，繼 2016年「學校改進議題與趨勢：
全球視野、在地行動」之主題，2017年更進一
步將研討會主題訂定為「看見教育領導的未來：

新議題與新趨勢」，企圖針對教育領導議題進行

前瞻性的探討，希冀從中尋找教育領導的新議題

與趨勢，以作為中小學教育領導政策與實踐之參

考。

當天研討會包括 4場次論文發表及 1場圓
桌論壇、總計 16篇論文發表及經驗分享。發表
人不僅包括全臺各地之教授、校長、研究人員及

博士生，也有來自中國的博士生，分別就教育領

導模式與實踐、領導取向與角色、領導效應分

析、領導理念與反思等議題，分享實務經驗及研

究成果並相互交流討論，最後則以「教育領導：

政策與實踐的對話」為題採圓桌論壇形式進行對

話，也為 2017年研討會劃下完美的句點。
本次研討會特別感謝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

術教育司提供的經費支持，中小學校長協會、

學校行政研究學會的夥伴們協力支持，以及各

場次主持人、討論人和發表人不藏私的分享，

讓會議得以順利進行。衷心期盼透過每一次的

校長學學術研討會，讓所有參與者如同鮭魚般

洄游至這個交流平台，彼此相聚一堂進行對

話、探究與思考，齊心探索更多教育領導的可

能性與新領域！

 ▲第四場次主持人、評論人及發表人合影（左至右：蔡

進雄教授、李伯佳校長、林志信副研究員、黃宗顯教

授、邱春堂校長、葉連祺教授、桂景星校長）。
 ▲圓桌論壇座談（左

至右：陳竑濬教

授、黃清淵教授、

賴昭貴校長）。

 ▲ 2017年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參與人員會後合影。會參 會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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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倫理講座— 
「學術研究倫理：知能與實踐」　盼建立本校良好學術風氣

 ◎研究發展處

本校研究發展處主辦之學術倫理講座，

於 107年 1月 9日下午 13時 30分假至善樓 B1
國際會議廳舉行，並由本校張新仁校長帶領學

校一、二級之行政主管、教職員生共近百位參

加。此次特別邀請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周

倩教授蒞校演講，周倩教授目前執行教育部學

術倫理教育發展機制總計畫，對於學術倫理議

題之教材及案例蒐集完整，並於教育部、科技

部及許多大型學術倫理研討會議中分享，是國

內各學研機構爭相邀請的專家。她於講座中向

大家清楚解釋學術倫理之基本意涵，並同時搭

配過往國內外眾多案例之分析，讓「學術倫

理」這個看似生硬死板的議題變得精采有趣。

她強調，「學術倫理」是學術研究之基石，在

台灣這個具有高度學術自由的

國度裡，更加突顯了「自

我規範」的重要性；

研究人員不僅乘載著

社會大眾的信任與

期待，研究成果甚

至會影響到社會國家整體福祉，唯有研究人員做

到自律與誠信，方能確保研究品質。

近年來，國內各研究機構日益重視學術倫

理議題，如何培育研究人員養成在學術研究中做

到自律、誠信，恪守倫理規範極為重要，亦是維

持良好學術研究風氣的重要關鍵。有鑒於此，教

育部及科技部自 106年起，要求學研機構明確訂
定學術倫理自律及管理規範。本校亦於同年 4月
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術倫理自律規範及管

理實施要點」，除了擬定學術倫理教育規範，更

進一步將重點放在「教育訓練」，盼藉由定期辦

理相關學術倫理講座，提升研究人員（含專任教

師、研究助理、學生）學術倫理之知識。

感謝此次前來參與本講座之校內同仁，本

校研發處除了頒發教育訓練時數證書予每一位參

加者外，未來也將持續辦理學術倫理系列活動，

以及定期公告校內外學術倫理相關訊息，歡迎大

家留意本校公告或至「台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

心」搜尋相關教育資源及註冊進行線上教育訓

練。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周倩教授主講學術倫理之理論與實務。

 ▲周倩教授於討論時間為參與者解答學術倫理相關問題。

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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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選擇與家庭影響」專題講座 「生涯選擇與家庭影響」專題講座 
探索生命歷程，走出生命之路探索生命歷程，走出生命之路

為了開闊學生在諮商應用領域的視野，

本校心理與諮商學系於 2018年 3月 12日下
午 13時 30分至 16時 30分，假至善樓 B1國
際會議廳舉辦「生涯選擇與家庭影響（Family 
Infl uences on Career Development）」 專 題 演

講。此次特別邀請到目前任職於新墨西哥大學

的 Dr. Kevin B. Stoltz主講，並由本系吳毓瑩老
師同步口譯，演講內容以生涯建構理論（Career 
Construction Theory）為主軸，同時介紹生涯建
構晤談（Career Construction Interview）工具之
應用，一方面幫助同學們理解，當自己在與個案

進行諮商晤談時，應考量個案從過去到現在這段

期間，家庭、校園、社會與個案生活交互作用下

對個案生涯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讓同學以自己為

範例，學習如何適時地活用晤談工具。

演講的前半段，Dr. Stoltz先是點出了許多
生涯相關衡鑑工具的限制，以及這類工具與人們

生活所關注的事物之間的隔閡，他特別以自身為

例說明：他小時候把「蜘蛛人」當作英雄並且視

為楷模，來匆匆地打擊惡人之後，總是去匆匆地

離開；成年之後當他踏入助人工作的專業領域，

同時在日常生活中盡可能保持低調、不引人注

目。這兩者看似毫無關聯的脈絡，背後卻蘊藏著

他喜歡「為善不欲人知」的風格：生活中的助人

工作就如同蜘蛛人幫助弱小打擊惡人，保持低調

就如同蜘蛛人總是戴著面具、讓旁人不知他是

誰。透過他分享自己的例子，不僅開啟了在場聽

眾對生涯建構晤談工具的好奇心，也向大家說明

生涯建構晤談工具中，提問與生涯發展的關係。

演講進入後半段，Dr. Stoltz帶領大家進行
實作練習。他邀請同學們寫下生涯建構晤談工具

中各種面向的回答，包括：生命中的楷模及其特

質、喜歡的電視或電台節目類型、喜歡的電影及

其主要傳達的意義、座右銘、早期回憶的畫面及

當時的感受⋯⋯等，並請聽眾分享自己的答案。

接著他進一步地邀請同學們將上述的每一個回

答，鑲嵌至一段事前擬好的文字模板中，形成像

是「我的個性從＿（早期回憶的感受）變成

＿（生命中楷模的特質）」、「我喜歡和＿

（喜歡的電視或電台節目類型）的人相處」、

「我給自己的建議是＿（座右銘）」等例句。

當大家在鑲嵌完回答之後，他特別提醒到一開始

在讀整段文字時，可能會感到不通順或缺乏邏

輯，但是只要大家嘗試多讀幾次，甚至與身邊的

親友分享，有些新的覺知最終將會悄悄萌芽而

生。透過實作練習的過程中，一方面讓同學們理

解，每一個看似是日常生活裡的小問題，都可能

幫助個案找到自己人格養成以及生涯抉擇的影響

因素，也藉此找尋出蘊藏在每個人生涯選擇背後

的形成脈絡。

整場演講就在講者深入淺出的內容兼具實

作演練下圓滿結束，所有參與的同學們也獲益良

多。期盼透過本次的專題講座，幫助同學們在未

來成為一位助人工作者時，能提供更貼近符合個

案需求之專業協助。

 ▲吳毓瑩老師（左）於講座前介紹講員 Dr. Stoltz
（右）。

 ▲Dr. Stoltz（左）於講座中向同學們說明在進行生
涯建構晤談時，如何提問是幫助個案的重要關鍵

（右：吳毓瑩老師同步口譯、解說）。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蘇北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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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北教大名師講座熱烈登場 
—探索自然奧秘‧解答愛的難題

 ◎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於上半年規劃舉辦 3場「北教
大名師講座」，第一場於 3月 13日假圖書館 4
樓資源推廣室，由音樂學系林玲慧老師主講「歌

劇入門欣賞」。林老師於講座裡提到，雖然歌劇

集結音樂、歌唱、戲劇等豐富的內容，但一般民

眾難以掌握欣賞竅門，因此對於歌劇抱持「艱澀

難懂」、「難以親近」的印象。她建議大家若有

興趣一窺歌劇的堂奧，可以先從普契尼的作品如

「修女安潔莉卡」入門。透過林老師深入淺出的

介紹，也獲得在場聽眾熱烈迴響，活動當天不僅

座無虛席，現場的階梯地板甚至坐滿了熱情的聽

眾，也為 2018北教大名師講座正式揭開序幕。
第二、第三場講座陸續將於 4月 18日、5

月 16日登場，本館特別邀請到自然系吳天偉老
師和心諮系孫頌賢老師，分別以「地球歷史中的

生物大滅絕」及「愛在第二回合—破解親密關

係中的惡性循環」為題進行演講；隨著二位老師

一起關心地球生物的過去今生與未來，以及探討

愛的難題與解方。此外，每一場講座當週在 4樓
課程區同步舉辦講座教師圖書著作或相關主題書

展，期盼藉由串聯講座與館藏，幫助同學們延伸

學習。誠摯邀請大家前來參與聆聽，各場次活動

資訊及報名請至圖書館網頁 http://120.127.18.56/
Reservation2007/查詢。

 ▲ 2018年 3月 13日音樂學系林玲慧老師與林淇瀁館
長（詩人向陽）於歌劇主題小書展前合影。

 
▲

林玲慧老師於演講中播放歌劇片段，

引領聽眾入門聆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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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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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書法藝術精神

 ◎人文藝術學院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於 107年 1月 29日假學
生活動中心 405演講廳舉辦「第 28屆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研習」，邀請

曾擔任新北市生字簿編寫委員的新北市瑞芳國小

江明淵老師講授「從書法理論談硬筆書法教學與

審美旨趣」，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沈

以正教授講授「敦煌．唐畫」等主題。研習成員

來自全國各地，不僅有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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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敦煌

藝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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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書寫上仍與書法精神相

通，近年來本校與麋研齋持續舉辦硬筆書法相關

藝文活動，期盼在校園中逐步耕耘、散播具有書

法藝術精神和人文關懷之種子，進而帶動社會一

同共襄盛舉；特別是在今日科技日常生活化的社

會中，一方面藉由硬筆書法相關藝文活動來保存

文字與書寫之美，同時亦延伸至當代藝術賞析，

在文字書寫的筆畫中增添新的美感，創造出屬於

這個時代的書法藝術特色。

 ▲江明淵老師向與會者講授九年一貫寫字能力指標。

 ▲沈以正教授以自身作品講授敦煌之美。

 ▲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左）代表本校致贈江明

淵老師（右）感謝狀與紀念品。

 ▲周美慧教授（時任語創系主任）代表本校致贈沈以

正教授（中）感謝狀與紀念品（右為沈以正教授之

師母，師大美術系羅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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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鏡魔鏡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 2017年度公演 
傳達「欣賞彼此的獨特」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本校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魔鏡魔境兒童戲

劇教育工作室 2017年度公演《怪獸怪獸我不
怕》已於 106年 12月 21日在臺北市政府親子劇
場圓滿落幕。此次公演以小朋友又愛又怕的「怪

獸」小白為主角，帶出一段驚奇又充滿感動的冒

險旅程。藉由小白有著一雙與大家不一樣的大翅

膀，忠實呈現出社會大眾在面對不一樣的人事物

時，仍普遍存在著歧視之態度；也透過戲劇裡大

耳朵小怪獸的樂觀與善良，向觀眾們傳達每個人

都不必害怕自己與他人不同，我們都是最美麗且

獨特的唯一。

魔鏡魔境成立至今已邁入第 17個年頭，每
年的 9∼12月晚上，行政大樓 7樓幼教系的木板
教室於總是燈火通明。導演和演員們為了偏遠地

區孩子籌備的「下鄉公演」

及 12月推出全新自編劇碼
的「年度公演」總是不停歇

地排練、舞台組於教室外的

走廊上努力地製作大型布景

和各種小道具、音樂組竭盡

全力於錄音室創作和編排著

歌舞音樂、服裝組和化妝組

則是不斷地為演員們細修戲

服和戲妝來呈現最佳的舞台

效果、燈光組更在每次的排

練中精準掌握搭配各種色彩

以增添演出風采。行政團隊

則在背後統籌規劃、協調各組的工作任務並打理

一切，使技術組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安心演出。

即使所有參與演出的同學們並無戲劇相關

訓練背景，卻仍能憑藉著對兒童戲劇的熱情，一

手包辦幕前舞台表演及幕後行政工作。雖然在準

備過程上一路跌跌撞撞、笑淚交織，但是當演出

結束、舞台大幕落下的那一刻，聽著觀眾的歡呼

和掌聲、看見孩子們興奮地討論故事角色時所展

露的笑容，對於魔鏡魔境的成員們來說，這就是

最大的鼓勵和持續走下去的動力，籌備過程中的

辛苦都化為甘甜。魔鏡魔鏡也不斷自我期許，透

過傳承與支持來成就每一年的年度公演，期待能

為大家帶來更令人驚豔的作品，咱們相約 2018
年度公演再相會！

恭喜「2017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得獎同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

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舉辦之「2017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文學獎」已於 106年 12月 21日公
布得獎同學名單。此次徵文活動共分為「新詩

組」、「散文組」、「極短篇組」、「圖文組」

總計 4組進行徵選，在本校同學們踴躍投稿參與

下，此次文學獎總計共收 165件投稿作品；評審
老師也擴大評選優秀稿件，一方面讓好作品不受

得獎名額限制而成為遺珠之憾，也鼓勵本校同學

們有機會嘗試文學創作，期盼未來能培養優秀具

潛力之文壇新星。

 ▲《怪獸怪獸我不怕》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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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組評審（左至右）：張國治老師、羅靜如老

師、閻鴻亞老師、陳文成老師。

 ▲極短篇組評審（左至右）：何致和老師、鄒敦怜老

師、古嘉琦老師、陳文成老師。

 ▲散文組評審（左至右）：陳文成老師、徐國能老

師、顧蕙倩老師、石芳瑜老師。

新詩組（7名）
班級 姓名 篇名 獎次

語碩一 陳建呈 假借 特優

語二甲 蕭信維 井 優選

文四甲 何名柔 守望者 優選

語四甲 李怡佳 Siraya正在熟睡 佳作

語四甲 蔣皓 莫氏硬度 佳作

語四乙 王昱婷 我捨不得喚醒你 佳作

語三甲 郭家瑋 疼痛與愛，還有我們 佳作

極短篇組（9名）
班級 姓名 篇名 獎次

語三甲 郭家瑋 活著 特優

語二甲 陳芊妤 跨 優選

語四甲 李怡佳 墨鏡 優選

語碩二 任宇文 忘了 佳作

語二甲 陳勤樺 等待 佳作

心碩一 鄭伊婷 驚蜇 佳作

語碩一 曾鈺婷 青春痘 佳作

語碩一 楊喻斐 電梯 佳作

語四乙 王昱婷 暗戀 佳作

圖文組（8名）
班級 姓名 篇名 獎次

課傳所

教碩二

楊晴伊 夢田 特優

藝一甲 邱玥 舊糖廠的一角 優選

語碩一 張遠謀 人孔蓋 優選

體一甲 曾柏翰 獨自 佳作

自一甲 黃晨星 轉換 佳作

語碩一 林纓 泰雅族老人與夕陽 佳作

語碩一 楊培婕 細緻 佳作

語三乙 陳星宇 奔向 佳作

散文組（7名）
班級 姓名 篇名 獎次

語碩二 陸怡臻 日光時分 特優

語碩二 任宇文 全民健保不給付 優選

語二甲 蕭信維 海 優選

語碩三 林雅慧 少年遊 佳作

語二甲 林宜臻 心有不甘 佳作

語二甲 陳芊妤 髮器 佳作

語三甲 郭家瑋 呼吸的方式 佳作

 ▲新詩組評審（左至右）：簡文志老師、王文仁老

師、傅怡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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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入佳境：「開拓國際視野與移地沉浸學習」海外參訪側記

 ◎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本校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依據教育部「教

學創新試辦計畫：開拓國際視野與移地沉浸學

習」，規劃辦理越南教育文化參訪活動，自今

年 10月起進行參訪學生甄選工作，最後從眾多
參加者當中遴選出 13位同學，並由本校東協人
力教育中心主任王大修老師領隊於 2017年 11月
14日至 21日率團出訪。此次出訪期間除了拜訪
越南河內地區新潮大學、富壽綜合職業學院等地

體驗越南大學生之學習與文化、交流台越語言教

學現狀，亦拜訪當地台商企業進行見習，盼以此

培養學生之國際觀與競爭力，畢業後能直接與東

南亞市場接軌。值得一提的是，相較於過往越南

參訪的先例，東協人力教育中心在規劃本次「教

學創新試辦計畫」的海外實地參訪行程上與先前

較為不同，這些差異遂成為今年出訪之特色。

為了讓學生在本次出訪期間能親身體驗越

南的特色慶典，因此刻意將越南的重要節日「教

師節」（每年的 11/20）規劃安排至行程中。有
關參訪地點之選擇，出訪團除了代表本校與越南

數間大學談議合作備忘錄，為能讓學生能真正體

驗越南生活，以及感受當地大學生的生活樣貌，

此次選擇造訪宣光、富壽、永福等地並入榻當地

大學之校舍，期盼藉此看到不同於胡志明市、河

內等大型城市的風貌。此外，在拜訪越南的新潮

大學、雄王大學、富壽綜合職業學院等三校進行

大學交流時，也安排與各校學生進行學伴互動，

讓同學們實際以越南語進行沉浸式語言學習，學

習從不同文化的差異中彼此欣賞、對話，也讓這

趟旅程因著這些夥伴而更為豐富。

 ▲本校師生與越南新潮大學交流。

 ▲本校師生與越南富壽綜合職業學院交流。  ▲旅途中與越南新潮大學學伴合影。

 ▲旅途中與越南雄王大學學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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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造訪當地的大學，這次也安排同學們

實際走訪當地學校、街道、市場等場域，讓同學

藉此機會在海外學習社區踏查，培養同學觀察周

邊文化環境的敏銳度和分析能力，並同時進行田

野調查的研究訓練。同學們一方面透過拍攝相

片、撰寫圖片故事來學習如何捕捉外在的景物圖

像，進而從敘述圖像的過程中，更深入地了解其

文化背景脈絡及背後意涵，以獲得深度回饋與成

長。

在今日全球化經濟的時代，國內之高等教

育亦需轉型以因應、培育未來所需要的人才，故

此次也安排同學參觀在越台商設立之塗料、食品

公司，並由當地的台商協會會長與公司高層為同

學們進行講座。同學們有感於畢業後即將面臨競

爭激烈的職場環境，在講座中不斷地提問、請

益，盼能藉由業界觀點與建議，來檢視自己需具

備哪些條件以提升競爭力，也透過全球變遷以進

一步地掌握越南、甚至全東南亞的產業變遷與趨

勢展望。透過實地走訪以及與業界人士的對話，

幫助同學們對於越南產業與台商發展慢慢有了初

步的認識。

「飲食」則是此次同學們於出訪期間很特

別的體驗。在越南學伴們的帶領之下，同學們

有機會造訪當地街道、市集店家享用道地的越

南菜；有幾餐更是在學伴的指導下，一步步地

進行洗、切、包、炸等程序，親手

完成越南道地料理。

 ▲參訪越南聖若瑟教堂（河內大教堂）。

 ▲參訪越南雄王文化信仰之宗廟。

 ▲在越台資塗料企業經營者的講座。

 ▲在越台資食品企業經營者的講座。

 
▲

此次交流期間拜訪之越南

大學所提供之越式美食。

 ▲團員分組學習越南料理的製作。

手親手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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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嘗到「越南好滋味」之後，同學們也一

覽「越南好風光」。一行人於宣光省納杭縣的

山、島、湖等美景中入船，遠盼著美麗的湖光山

色、感受到清爽海風吹拂與暖陽推波下的清悠自

在。在船上稍事休憩後，接下來是頗富挑戰性的

納杭縣著名生態旅遊景點「夢瀑布」，每位同學

皆撩起褲管至膝赤腳涉水而過，途中一路越過青

苔、石塊、溪流，逐步向前攀向目標高處，即使

偶有失足跌入水中、弄濕衣物，全體同學皆不視

為苦、無一絲抱怨，甚至沈浸在登訪山林的喜悅

情緒中不曾停歇。

隨著出訪旅程即將進入尾聲之際，隨之到

來的是越南當地的教師節。在越南文化中，教師

節之活動規模與熱鬧程度遠超出同學們的想像；

教師節前夕，許多攤販就已於越南街道、路邊擺

設許多鮮花，為此熱鬧慶典作準備。在雄王大學

和富壽綜合職業學院的安排下，同學們得以參與

越南教師節的慶典，從排場、佈置、道具、節目

等細節，直到獻花、頒獎等部分，都足以見到越

南文化對於教師節的重視。越南的學生們為籌辦

教師節的活動，準備了歌藝、傳統舞蹈、話劇、

日本舞等不同的表演節目，並在表演裡面融入

如「雄王傳說」等越南當地民俗神話傳說之元

素，此外越南國服的走秀與展演，也展現了在

地文化的特色。同學們在參與這場教師節慶典

的盛宴中，竟臨時接獲邀請上台演出，與當地學

生進行交流。面對如此臨時的任務、且僅有短暫

準備時間的情況下，每位同學發揮自己過去累積

的社團活動與營隊經驗，安排了層次感與變化兼

具的演出節目，上台後先是以越南語向所有人問

好，節目的最後更以翻跟斗等高難度動作炒熱現

場氣氛。這次的臨時任務，也讓同學們學習在異

地文化中如何隨機應變、團隊合作，一起共同完

成一件事。一行人在慶典即將結束、也是此次參

訪的尾聲之際，富壽綜合職業學院的代表，帶領

同學們製作外界視為越南傳統文化精神標誌「斗

笠」，作為此次出訪之紀念。

此次參與海外參訪的同學們在旅程中經歷

了語言學習、文化體驗、社區調查、資料蒐集、

進修／就業領域等多方觀照與實地學習，可以說

是滿載而歸。這趟旅程的結束，或許將能為出訪

同學們另啟一條通往新的學習歷程及人生規劃的

道路。期盼同學們藉由海外實習期間所經歷之異

國文化的衝擊和刺激，開拓、提升自己的所見所

聞與視野，亦能突破自我原有的格局，為未來畢

業後的就職接軌開啟更多無限可能，最終達到

「學用合一、產學一致」的目標。

 ▲越南學伴贈送出訪團員越南

斗笠。

 ▲出訪團員逐步製作斗笠的

過程。

 ▲越南當地之教師節活動，場面盛大且特色紛陳。

 ▲旅途中探索體

驗越南當地之

自然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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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談美感與藝術」講座 
—科技人與藝術的交會，帶來美感新視野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邀請聯華電子榮譽董事

長曹興誠先生，於 106年 12月 19日下午 3時
30分，以「收藏家談美感與藝術」為題於本校
藝術館 405國際演講廳進行演講。當天下午吸引
了爆滿的聽眾前來參與聆聽，現場氣氛熱鬧，全

場活動由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親自主持，在

張新仁校長蒞臨並致詞歡迎後揭開序幕。

曹董事長自卸下科技業大老的身分後，除

了自學研究佛法，更醉心於中華文物藝術品的收

藏。他於講座中分享許多自己一路研究藝術品以

來的心得，體會、領悟到「鑑者知真假，賞者知

高低，收藏是手段，鑑賞是目的」的精髓；他同

時也分享到，儘管自己是物理背景出身的科技

人，然而如數學裡談到的「相似律」、「接近

律」等概念，讓他亦能透過不同的視角來分析藝

術，他認為「科學」和「美」並沒有什麼不同，

不應以一分為二的眼光來看這兩者；它們背後必

有共同類似且令人感動的本質，因此最後以「等

號是最美麗的符號」作結。現場聽眾也於最後提

問討論時間踴躍發問，儘管面對著各式各樣的問

題，曹董事長仍不吝分享自己對於藝術與美的獨

到見解，也讓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謝各位前來聆聽講座的聽眾們，一同享

受、沉浸在如此與眾不同的藝術氣息中。人文藝

術學院也期盼未來能夠有機會舉辦類似的講座，

藉由不同專業素養背景的人物分享，進而帶給大

家對於藝術與美能有著更多的想像。

 ▲張新仁校長蒞臨致詞。

 ▲曹興誠先生蒞臨本校演說，與大家分享藝術收藏

之心得。

 ▲曹興誠先生以身為科技人的學思背景，談到不應將

「科學」與「美」一分為二，應看出背後其令人感

動的本質。

 ▲郭博州院長代表本校致贈曹興誠先生

「天目碗」。

 ◎人文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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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週年校慶「科學變變變之趣味科學親子體驗研習活動」 
帶領大家探究科學世界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為慶祝本校 122週年校慶，本系特別於 106
年 12月 2日上午 9時至 12時，假本校科學館
201、301、401、501實驗室舉辦「科學變變變
之趣味科學親子體驗研習活動」。當日包括本系

系友、本校教職員、附近學區家長與國小學童等

總計 19組親子組、約 50人參加，精彩的活動內
容不僅寓教於樂，也讓所有大、小朋友們度過美

好的親子時光。

此次活動總共有 4個關卡，是由本系畢業
系友協助策劃，設計出以創意、啟發學童科學知

能及培養學童創意思考為取向的趣味科學活動，

並於活動前教導本系在學生各個活動的實驗操作

方式。每個關卡進行時間為 45分鐘，內容分別
為「艾莎的冰雪魔法」、「輕功水上漂」、「轉

吧轉吧走馬燈」及「怪怪飛行器」。「艾莎的

冰雪魔法」是讓小朋友觀察醋酸鈉過飽和溶液

之結晶變化，也是小朋友們反應最為喜歡的活

動項目；「輕功水上漂」則是讓小朋友嘗試不

同東西在水面上所產生各種不可思議的效果，

一窺表面張力的奇妙；「轉吧轉吧走馬燈」先

讓小朋友們觀賞卡通實驗操作教學影片，接著

再開始進行走馬燈的製作，每個小朋友在黑暗

中看到轉轉發亮的走馬燈都很興奮，最後也都

做好屬於自己的走馬燈成品帶回家；「怪怪飛

行器」則是讓小朋友親手 DIY製作、組裝飛行
器，也讓他們嘗試自己控制力道進行發射。所

有關卡讓小朋友不僅從實做中學習，也同時大

幅提升他們的成就感。

這次除了畢業校友們協助策劃各項活動關

卡內容，系上的在校學生也花了許多心力進行

事前準備，並於當天活動中協助參與活動的親

子們能夠順利操作，亦是一個難得的學習經

驗。感謝所有參與活動的大、小朋友們熱情

的肯定和讚賞，讓活動得以圓滿完成。

 ▲關卡 1─艾莎的冰雪魔法。  ▲關卡 3─轉吧轉吧走馬燈。 ▲關卡 2─輕功水上漂。

 ▲關卡 4─怪怪飛行器。  ▲科學趣味活動結束後全體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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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你資道啊」文化季暨靜態成果展 
盼原住民族文化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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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

原資中心）中心於 107年 1月 17至 19日，假篤
行樓 1樓中庭辦理「原來你資道啊」一年一度的
原住民族文化季活動，活動開幕當天吸引許多本

校師生共襄盛舉，現場氣氛熱鬧非凡。此次原資

中心將活動主題訂定為「原來你資道啊」，象徵

著無論在電影、書籍、音樂等各個角落，都可見

到原住民族文化的影子，藉此讓大家明瞭原住民

族的文化元素早已深植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

活動開幕當天由張新仁校長為大會揭牌。

張校長提到本校成立原資中心，是因為每個族群

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有著各自不同的教育需

求；原資中心一方面除了希望提供本校原住民族

同學們在校學習的協助，更重要的是希望培養原

住民族同學們成為優秀的教師，回到自己的家

鄉、部落做教育與傳承的工作。因此除了本校培

育師資能力的各項專業課程以外，更期許原資中

心幫助原住民同學們更深入了解自己的文化，喚

起他們認同自己身分的意識，融入成為自己的特

色，好在未來投身教育工作時，能夠開發出適合

自己族群的教學課程，將知識與自我文化認同傳

承給下一代。目前就讀本校教育系二年級的劉沛

勛同學分享時提到，在她自己所屬的世代，普遍

觀念裡習慣地認為長者的傳統技能和文化早已消

失，然而透過原資中心所辦理的講座與課程，讓

她得以理解父母口中所說的文化內涵與精神，重

新找回自己的身分認同和文化印記。

為期三天的文化季活動主要以靜態展示形

式呈現，現場展出包括原資中心每個月精心規劃

的文化講座課程內容及成果。在族裡長輩老師的

教學傳承之下，許多原住民族同學們精心製作出

兼具原住民族文化卻又不失個人特色的作品，極

具深刻意義。展出期間有許多校內外人士前來參

觀，特別一提的是，活動開幕當天現場特別致贈

參加者限量的手提袋，從袋上的設計圖案中，可

以看見原住民族圖騰藉由今日新興之構圖技術，

 ▲張新仁校長蒞臨致詞。

 ▲張新仁校長與顏晴榮學務長共同為本次活動揭牌。

 ▲張新仁校長與顏晴榮學務長共同切下活動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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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同事們：職場菜鳥的人際互動經驗分享」講座 
一窺職場酸甜苦辣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我和我的同事們：職場菜鳥的人際互動

經驗分享」講座於 2018年 3月 13日下午 15時
30分，假本校至善樓 B1國際會議廳舉行。這

場講座係由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魏郁禎老

師執行「106學年度推動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
計畫」之系列活動，當天邀請到黃楷㨗（103級

賦予其傳統文化精神一個嶄新的生命。

三天的文化季成果展於 1月 19日圓滿落
幕，感謝所有前來參觀展出的校、內外人士。原

資中心將持續戮力推動原住民族同學課業及學習

輔導、原住民族學生事務及資源整合、原住民族

學生生活適應與心靈輔導陪伴、原住民族學生文

化陶冶與發展、原住民族教育相關之課程與活動

協助等工作，期盼培養原住民族同學兼具學養與

傳統文化薰陶；也歡迎非原住民族身分之教職

員生參與本中心舉辦之各項活動，更了解各原

住民族特別的傳統技能文

化，欣賞彼此不同文化之

特色。

 ▲活動開幕與會者大合照。
 ▲文化季暨靜態成果展開幕當天，吸引了許多本校師生

參與共襄盛舉。

 
▲

參與活動開幕的朋友們，

皆能獲取具有原民文化特

色之限量手提袋。

 ▲魏郁禎老師於講座前的引言。  ▲黃楷  學長分享自己適應、融入職場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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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江怡賢（106級教經系）、蔡伃婷
（106級語創系）、陳貞聿（96級心諮系）共
4位畢業學長姐返校，與在校同學們分享自己
的職場經驗，以及初踏入職場至今一路以來的

心境轉變歷程，一方面藉由他們的分享，讓在

校同學對於職場的想像能有更清楚的輪廓；同

時也期盼能幫助大家再一次地思考、釐清自己

未來的職涯發展方向。

黃楷㨗學長目前於台北市中正運動中心擔

任課務部組長，分享自己身為一位剛到新職場

的辦公室菜鳥，如何讓自己一步步地適應、融

入團隊和工作環境中。江怡賢學姊目前於大數

據企業裡擔任數位行銷專員，她提到無論自己

身在哪個工作職場，「溝通力」是每個人都應

具備的重要能力，特別在面對不同的人時，如

何以對方可接受且聽得懂的語言溝通，是每個

人必須不斷學習的課題。蔡伃婷學姊目前從事

公視兒少節目主持人與企劃工作，剛結束國小

半年實習的她提到，從國小教學到大眾媒體，

這樣的轉變也讓自己必須有所調整，但是「關

關難過關關過」，在自我調整的過程中，也逐

漸發掘過去所未察覺的潛力。目前於鎵興國際

擔任副理的陳貞聿學姊，是 4位校友當中最資
深的工作者，她分享道：「無論年資深淺，在

職場裡的每一個人都是初心者。」鼓勵大家

在未來的工作生涯中，應抱持著不斷學習的態

度，才能讓自己在工作年資累積的同時，也厚

植自己的實力。隨後的綜合問答時間，同學們

則踴躍地向學長姊們提問與意見交流，迴響不

斷，也讓原定兩個小時的講座延長至下午 18
時左右圓滿結束。

活動當天共有 115位同學前來參與講座。
感謝本校師生們踴躍參與，本計劃目前也正規

劃接下來的活動場次，期盼能幫助同學們更了

解職場的點點滴滴，敬請各位期待！

 ▲綜合問答時間（左至右：黃楷  、江怡賢、陳貞
聿、蔡伃婷）。

 ▲陳貞聿學姊分享到在職涯過程中不斷學習的重要

性。

 ▲蔡伃婷學姊分享從國小教育轉至大眾傳播領域過程

中，學習和發掘到的自我潛能。

 ▲江怡賢學姊分享溝通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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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數位科技設計創意體驗營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自 2015年首次舉辦「數

位科技與娛樂設計活動體驗營」以來，迄今已

正式邁入第 4年。本活動營主要招募對象為全
台各地高中職學生，目的是希望藉由讓學員們

從實際體驗操作活動中，一方面能了解本系之

教學理念及發展方向，同時對於當

前數位科技設計娛樂產業的最

新發展動態有初步認識。

此次創意體驗營於 2018年 2月 6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6時，假本校自然系 b501教室舉行，
總計共有 34位來自全台各地之高中職學生參
與。今年營隊內容總共分成五大主題體驗課程，

分別為平板數位繪圖、熱塑水晶創意創作、VR
虛擬實境遊戲體驗、DASH機器人操控程式體驗
以及各式桌遊體驗競賽。由於大部分的高中職學

生都沒有接觸過這類課程，也因此對於活動內容

感到十分新奇有趣。而學生們參與活動後的回饋

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參與者對於本次安排

內容非常滿意，藉由動手玩創意的體驗，引發了

自己對於數位科技設計的興趣和想像力；較可惜

的是活動時間限制之故，因此對於程式設計的了

解仍然有限。大部分學生都反映，若有機會再參

加類似的營隊，希望能有更多時間進行深度體

驗，對於數位科技設計領域有著更深入的理解。

感謝所有參與本次活動的學員們熱烈迴

響，讓今年的營會順利圓滿落幕，個個也滿載而

歸。本系也期盼未來在規劃相關活動時，能持續

帶給所有學員們更深刻的學習體驗。

 ▲體驗課程─平板數位繪圖。

 ▲體驗課程─ VR虛擬實境遊戲體驗。

 ▲體驗課程─ DASH機器人操控程式體驗。

 ▲體驗課程─熱塑水晶創意創作。

 ▲范主任（右一）與所有營會參與學員合影。

 ▲本系范丙林主任於營會中歡迎

學員並簡介活動內容。

教學

前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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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Review of Jakarta Biennial 2017
 ◎Cullen Pitney (Master of Arts in Critical and Curatorial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Art)

Our trip to Indonesia was highly rewarding in 
many ways, fi rst of which is of course academically. 
Prior to our arrival in Indonesia, we had been 
focusing on globalization and its effect on the art 
world, in particular, the rise of the global biennial 
as a form of exhibition. We had been discussing 
what the global biennial means to each country 
that adopts it as a model, as well the different 
ways in which each country interprets the form of 
the biennial. Being able to attend a few of these 
biennials, though, brought immense depth to these 
topics and allowed us to feel the reality of these 
abstract concepts.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several different art institutions in Indonesia, the 
fi rst of which was the Jakarta biennial. Unlike many 
of the biennials I had previously attended in New 
York and Taipei, the Jakarta biennial was not held 
in a museum but instead dispersed across several 
venues, the largest of which was a warehouse we 
went to shortly after our arrival. Later we learned 
that the biennial was so decentralized because of 
issues with financing, and that the biennial is not 
tied to a larger institution. This was an important 
experience for many of us, who are used to a 
more extensive art events being tied to institutions 
and their funding, so it was quite useful for us to 
see how a biennial can be organized outside of 
those constraints. The biennial itself exceeded our 
expectations: the concept was challenging, as it 
was a topic very closely tied to the local culture and 
language. But as we moved through the biennial, 
the skillful curation of the artworks slowly opened 
the concept up to us. I was thoroughly impressed 
with the biennial and thought this was a masterful 
us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biennial to bring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While in Jakarta we also visited the Macan 
Museum,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Jakarta. Similar 

to the biennial, the museum displayed its local art 
history and then situated that art history within 
a broader global art history. The most rewarding 
part of this visit for our class was the knowledge 
we gained about Indonesian art history. What was 
also impressive was the way in which the museum 
addressed its public. The Macan Museum is the 
fi rst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art open 
to the public in Jakarta, and for that reason the 
museum attempted to bring the local audience into 
the arena of global art history by first presenting 
Indonesia's place within that history. I found the 
aims of the museum particularly compelling for that 
reason.

In Jogja we were exposed to many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of the art world, many of which 
are specific to Indonesia. We first attended the 
Jogja biennial, which had a similar approach 
to the Jakarta biennial, whereby it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the global by first understanding the 
local fellow countries located on the equator. These 
two biennials offered us an approach to biennials 
that many of us had not experienced, and for that 
reason were very enlightening. In addition to the 
biennial, we visited several small galleries and art 
spaces scattered throughout the city. What was most 
striking was our meeting with artist collectives, 
which Jogja is known for. Meeting with local artists 
and understanding the scope of their collaboration 
wa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our trip. 

 ▲ The Death of a Tiger, installation 
by Indonesian artist Timoteus 
Anggawan Kusno at the Jogja 
Bienn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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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allowed us to understand a part of the art world 
that many of us were not familiar with, a part that 
lies outside the institutions and creates its own 
organic support structure built on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It was this experience that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my understanding of what it is to 
make art.

Our adventures through the art world in 
Indonesia perfectly complemented our discussions 
in class and after returning from our trip we have 

enriched our conversation even further. Aside from 
academic growth, it feels as though we experienced 
an equal amount of personal growth. We are a 
large group made up of many different cultures to 
begin with, so each of us experience a new culture 
together through its food and its people was a 
unique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me. Going to 
Indonesia as a group made it even more meaningful. 
Each of us had someth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trip 
and altogether it was our ability to share and discuss 

our experiences that made the 
trip so worthwhile. Jakarta and 
Jogja are cities unlike any I 
have visited before, and I am 
incredibly grateful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being introduced 
to them through its art; I feel 
I’ve gotten to see a side of 
Indonesia that most do not get 
to.

 ▲ Group photo for visiting members 
(後排左二戴紅帽者為撰寫本文之
學生 Cullen Pitney).

2018人文藝術季即將熱烈展開！
敬邀本校全體教職員生同樂藝術饗宴

 ◎人文藝術學院

2018人文藝術季將於 5月 1日中午假
本校篤行樓一樓中庭及周圍廣場正式展開，

當天現場將由本校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大四

畢業展─「新一代設計展校內展」偕同音

樂學系及校內表演團體演出，為今年人文

藝術季揭開序幕。閉幕式暨音樂與詩音樂會

將於 5月 29日晚上 18時 30分於本校雨賢
廳舉行，由本校圖書館館長林淇瀁教授與本

校音樂系李雅婷助理教授共同策劃。今年度

人文藝術季承襲過去歷年來的特色，規劃安

排多場人文藝術活動，包括已於 3月 15日
開跑進行的人文藝術學院吉祥物設計大賽、

5月 10日至 5月 12日的《鞋子髒ㄒㄧㄒ》
市集、6月 1日的歡樂派對遊行，以及人文
藝術系列講座等，內容多元豐富。活動詳

情請至人文藝術學院網站：http://cha.ntue.
edu.tw/，或於 FB搜尋「國北教大人文藝
術學院」或「國北人文藝術季 NTUE ARTS 
FEST」粉絲專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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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開　校友相偕團聚

 ◎秘書室校友中心

丁酉送歲，戊戌迎春，正值春暖花開、百

業回到各自崗位之際，校友總會於 107年 2月
24日，於景美召開第七屆第七次理事會議暨第
三次會員代表大會，相聚開會審理例行會務，本

校張新仁校長當天亦出席，並親自向校友總會會

員代表們報告校務發展近況。張校長提到，本校

榮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第三類經費補助

款共五千二百多萬元，這筆費用除了充裕學校的

教學品質、資源，更可以照顧部分弱勢學生。她

進一步表示，少子化導致就學人數偏低以及師資

延長退休年限造成畢業生出路問題，是本校目前

面臨之重大挑戰；而母校必盡一切力量來因應、

解決上列困難，再創佳績。接下來，張清煌理事

長於會中向所有在場出席之校友及母校師長道賀

新年；在大家長期的支持和努力之下，北師校友

育才基金也即將達成目標，讓母校得以培育更多

本校優秀學生。在場校友們皆報以熱烈迴響，並

紛紛表示將繼續支持母校，充分發揮北師精神。

107年 3月 25日，臺北市校友會亦於景美
召開第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三次會員

大會，由秘書室校友中心林顯丞主任代表本校出

席致意，一方面感謝校友們的支持，並同時邀請

校友為本校男子一級排球隊加油！在新的一年伊

始之際，期盼在校友會長期支持下，讓母校各項

發展蒸蒸日上！

 ▲校友總會第七屆

第七次理事會議

暨第三次會員代

表大會合影。

 ▲臺北市校友會第九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暨第三次會員大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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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教大校史館簡介—傳歷史精神　恢宏教育價值

 ◎秘書室校友中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史館展示內容豐富，

收藏了本校自日治時期至今的公文書、各式教學

教具、實驗器材、教科書、獎狀與影像等資料，

透過呈現各時期之代表性文物，完整呈現臺灣教

育史之發展歷程。本館為了彰顯北教大「世紀典

範」之教學成果，進而將展示內容分為 4大主
題，說明如下：

單元 1 u傳世∼為教育寫歷史

介紹北教大歷屆校長，各改制時期之校

徽、校訓、校歌，以及不同時期的校門與校區圖

片。參觀來賓一方面回味不同時期之校史風華，

也同時緬懷那一段篳路藍縷的艱辛里程。

單元 2 u紀元∼尋北師之軌跡

以北教大各時期的改制興革為展示主軸，

簡介日治時期的芝山巖學堂、臺灣總督府國語學

校、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臺灣總督府臺北

第二師範學校，戰後的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

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1987年升格為臺
灣省立臺北師範學院，以及 1991年由省立改隸
為國立臺北師範學院，2005年升格改制為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的重要年度大事紀要。

單元 3 u典學∼興紅樓以育才

本區展示內容聚焦於北教大的校園生活點

滴，包括跨進高入學門檻之後，如何以各種兼顧

學理與實務的教學課程，養成學生綜合學識，以

及北教大透過各式各樣體育訓練、住宿管理、藝

文薰陶、教育實習等，形塑出允文允武、品學俱

優的學生特質。

單元 4 u風範∼開曠宇之功名

進入本館最後單元，映入眼簾的有芳蘭

會、國師同學會、校友總會組織、姊妹校、國際

交流等有關展示，足以讓大家體認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多元化發展的面貌。

本校校史館採預約開放制，欲參觀本館，

請聯絡本校秘書室校友中心：(02)27321104分機
82085洽林智遠先生。

 ▲校史館完整呈現本校自創校

伊始以來各時期的改制演進

歷程。

 ▲校史館保存有本校各時期

之文物，圖為日治時期師

範生使用之體育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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