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新聞

仲夏晚風，琴韻悠揚 ◎ 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音樂學系

—2018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際鋼琴音樂節

本校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與音樂學系

於 2018年 8月 17日至 21日，舉辦「2018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國際鋼琴音樂節」，為期 5天的國
際鋼琴音樂節包括大師鋼琴獨奏會、大師個別指

導課、音樂名人講座、學員成果發表音樂會等精

彩豐富之活動內容。今年的國際鋼琴音樂節邀

請到義大利鋼琴家 Enrico Pompili及 Giampaolo 
Stuani、芬蘭鋼琴家 Tawaststjerna Hui Ying、愛
沙尼亞鋼琴家 Irina Zahharenkova等 4位國際知
名大師來臺指導、演出。音樂節期間舉辦之部分

活動內容亦開放一般民眾參與、旁聽，期待藉此

一方面讓學習鋼琴的學員有機會接受大師指導，

另一方面同時推廣藝術文化，讓社會大眾也有機

會親臨現場欣賞悅人的音樂，體驗鋼琴演奏的迷

人魅力。

此次開幕音樂會於 8月 17日晚間 19時 30
分假國家演奏廳舉行，在義大利鋼琴家 Enrico 
Pompili所彈奏出優美的琴聲中，為此次音樂
節正式揭開序幕。音樂節期間舉辦之 4場鋼琴
獨奏會、1場聯合音樂會，皆由這些曾經榮獲
西班牙 XIII PALOMA O’SHEA、愛爾蘭都柏
林、日本濱松、義大利 BUSONI、VIOTTI及
CASAGRANDE、 蘇 格 蘭、 美 國 KAPELL 及
CLEVELAND、德國萊比錫等國際鋼琴大賽的
大師們一同演出。8月 17至 21日總計 5天的大

師個別指導課，報名參加的學員們期盼在大師

們一對一的指導下，得以增進鋼琴演奏技巧。8
月 18、19日的兩場次音樂名人講座，分別邀請
到音樂學系張欽全主任及知名樂評人焦元溥先生

演講授課。在鋼琴演奏、大師教學及名人講座等

不同形式的活動下，讓大家一同體驗感性與知性

兼具的鋼琴音樂之美。8月 21日下午 16時、由
VICTOR YEH擔綱演出之臺灣榮耀鋼琴家鋼琴
獨奏會，再次以悅耳的琴聲帶給聽眾美好的音樂

饗宴；閉幕音樂會亦於當晚 19時 30分登場，由
大師挑選出 9位學員進行聯合發表，一展他們此
次接受大師個別指導課的學習成果，正式為音樂

節系列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本校自 2016年起舉辦國際鋼琴音樂節迄今
已有 3年，一方面除了邀請國際大師訪臺演奏、
教學，開啟懷抱音樂夢想的孩子們有不一樣的視

野及想法，同時也開放一般民眾參與鋼琴音樂節

之各項藝文活動，讓美好的樂音走入一般普羅大

眾的生活當中，拉近古典鋼琴音樂與人們的距

離。感謝所有參與活動的本校教職員生及各界親

朋好友，也期盼透過本校舉辦之國際鋼琴音樂

節，帶動國內音樂環境的蓬勃發展、健全臺灣的

音樂環境，培育臺灣出身的音樂人才，進而在國

際音樂界大放異彩。

 ▲本校張新仁校長於 2018國際鋼琴音樂節開幕式歡
迎此次來臺獻技之國際鋼琴大師們，並祝福活動順

利圓滿成功。

 ▲G i a m p a o l o  S t u a n i、E n r i c o  P o m p i l i、 I r i n a 
Zahharenkova、Tawaststjerna Hui Ying（左至右）4
位國際鋼琴大師於開幕式時自我介紹，並表達此次

訪臺的興奮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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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rico Pompili於 8月 17日假國家音樂廳開幕音樂
會演出，為鋼琴音樂節活動揭開序幕。

 
▲

Enrico Pompili 於
學員個別指導課

中指導學員鋼琴

演奏技巧。

 
▲

本校音樂學系張欽全主任（左四）於國

際鋼琴音樂節閉幕式與學員們合影。

 ▲ Irina Zahharenkova於 8月 20日
大師鋼琴聯合音樂會中演奏。

 ▲Giampaolo Stuani鋼琴獨奏會於 8月 18日假本校創
意館雨賢廳演出。

 ▲國內知名音樂人焦元溥先生於 8月 19日音樂名人
講座中與聽眾們熱情交流、分享。

 ▲ Irina Zahharenkova於學員個別指
導課中指導學員鋼琴演奏技巧。

 ▲鋼琴大師們頒予學員們結訓證書，並勉勵、祝福學

員們在習琴路上更加精進。

▲▲

音樂學系張欽欽欽全全主全主任（左四張欽張欽全全

 ▲本校音樂學系張欽全主任於大師指導講座中指導學

員鋼琴演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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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
 ◎學務處校園安全組

本校自 1895年創校迄今已逾兩甲子，不僅
歷史悠久，擁有優良師資及豐沛的學習資源，更

是我國教育改革先鋒及教學創新基地。在 107學
年度伊始之際，學務處於 9月 5至 6日舉辦為期
2日之 107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盼能以此
幫助本學年入學之全體大一新生能快速融入本校

環境、瞭解各系特色及各項學習資源，並儘早規

劃未來學習生涯發展。

9月 5日當天上午，在本校張新仁校長致詞
下，為新生始業輔導活動正式揭開序幕。張校長

首先歡迎所有大一新鮮人加入國北這個大家庭，

並於致詞時表示本校是師資培育龍頭，以培育優

秀國小、幼教、特教師資及社會專業人才為己

任。她特別勉勵所有大一新生，在今日變化快速

的世界裡，應學習如何順應世界潮流、拓展國際

視野、深化第二外語學習，並且善用學校各項學

習資源及支持系統，以取得關鍵能力，實踐「創

新、跨域、跨界」三大學習主軸，厚積自身學

識，完善職涯規劃，開創璀璨未來。

接下來由本校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陳淳迪

主任、教育學院吳麗君院長、數學暨資訊教育學

系楊凱翔主任、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何心蕊博

士等 4位老師，以三大學習主軸結合今年的活動
主題「斜槓青年」，勉勵新生在未來四年求學生

涯中朝向「創新、跨域、跨界」邁進，成為擁有

多種專長、符合未來需求和趨勢的 π型人才。陳
淳迪主任提到「創意」不等同於「創新」—其

關鍵在於捕捉到創意之後，進而落實完成並產生

功效才算是「創新」。吳麗君院長期勉同學們在

校求學期間務必珍惜並運用學校提供的資源，將

自己世界的盡頭擴展到更廣更遠，若能累積實地

的海外經驗，必能讓自己的視野更加寬廣，擁有

與他人不同之見地和想法。楊凱翔主任期勉同學

培養第二專長、強化跨域能力、提升競爭力，以

因應現今國內外少子化趨勢，及今日職場對於跨

領域、多專長人才之高度需求。何心蕊博士則是

向同學們介紹本校各項學習環境、制度、計畫、

支持系統以及相關措施，希望在學校各項豐沛的

學習資源裡，協助同學們培養國際化能力，紮根

校內、走出校園、邁向國際。

關於課程說明部分，教務處周志宏教務長

向同學們詳細介紹新課程架構調整之內涵，說明

有關課程架構調整目的、研議之過程、對學生學

習之影響等，都是希望同學們在學習過程中結合

跨領域學習、國際化及教學創新之趨勢，期能在

未來具備企業界及師資培育均強調之第二專長或

多元專長能力，亦提升畢業後同學們的就業競爭

力。而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教務處課

務組、教學發展中心等單位，分別以「大學新鮮

人職涯探索與規劃」、「印象深課」、「教學相

長，有你同行」等主題接續和同學們分享，同時

融入業務服務項目之說明，讓同學們能更充分瞭

解本校各項學習資源及使用方式。

第一天晚上登場的「團康競技」是本校特

有的晚會活動，由全體大一新生及學長姐們共同

參與，活動中大家一同參與各系團隊默契的隊呼

競賽及舞蹈創意表演，讓原本彼此陌生的大一新

 ▲本校張新仁校長於 107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中
歡迎、勉勵各位新生。

 ▲ 9月 5日課程架構說明—周志宏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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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們能夠快速地熟悉彼此、建立團結情誼，經過

一番激烈的競爭，活動最後是由體育系榮膺本次

團康競技活動「精神總錦標獎」的殊榮。

9月 6日上午，學務處顏晴榮學務長分別介
紹與新生活動接觸頻率很高的學務處各處室，隨

後由生活輔導組、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心理

輔導組、衛生保健組、體育室、校園安全組分別

介紹業務服務項目。此外今年也聘請臺北市消防

局翁紹榮講師以「災害案例教育及求生要領」為

題，向同學們宣導正確的防災暨避難觀念，盼能

強化同學災防知識，享有平安充實的大學生涯。

下午則由課外活動指導組主辦之「社團迎新表演

及博覽會」，各社團接力登台演出，活力四射的

表演也帶動台下的新生們熱情參與回應，使新生

們充分感受學校迎新的熱情以及校園裡的活力朝

氣，為本次活動劃下完美句點。衷心祝福每一位

新生在踏入本校、開啟大學求學生涯之際，能以

開放、不自我設限的心胸與態度，多方嘗試各種

不同領域的學習，盡情揮灑青春，成就更美好的

自己。

 ▲ 9月 5日師長勉勵—教育學院吳麗君院長。

 ▲ 9月 5日師長勉勵—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楊凱翔

主任。

 ▲ 9月 6日樂活國北—顏晴榮學務長。

 ▲ 9月 5日師長勉勵—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陳淳迪

主任。

 ▲ 9月 5日師長勉勵—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何心

蕊博士。

 ▲新生始業輔導團康競技活動，由體育系榮獲精神總

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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