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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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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夏季「抵抗與反叛」北師美術館電影
—哲學講座紀實 ◎ 北師美術館

本校北師美術館與巴黎國際哲學院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CIPh）合
作，於臺北與法國蒙特勒伊市（Montreuil）兩
地依同一主題規劃講座。2018夏季電影—哲

學講座主題訂為「抵抗與反叛」（Resistance and 
Revolt），為雙方自合作以來的第九季講座活
動；本季講座由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何重誼助

理教授（Jean-Yves Heurtebise）及本校藝術與造
形設計學系林志明教授共同策劃，自 5月 25日
起至 6月 29日止、連續 6週的週五晚間，假北
師美術館進行 6場次的電影—哲學講座，每場

分別由 6位不同的講者挑選經典電影播放與大家
一起觀賞，解析 6部描述 1960至 2010年間歐
洲、亞洲社會議題之電影，並準備映後座談講

題，一同討論哲學主張與影像美學的辯證與激

盪。

第一場講座在本校林志明教授引領觀眾觀

賞《頤和園》下正式揭開序幕，本片為中國導演

婁燁的作品，雖然電影背景設定為年輕人的愛

情，然而片中也透過大學時期至三十世代的青年

視角，側寫中國在 1980至 1990年代期間的政治
與經濟動盪環境。第二場講座由國立臺灣大學地

理環境資源學系黃宗儀教授引領大家觀賞曾轟動

香港的《低俗喜劇》，與大家討論本片導演及製

作人，是如何從港片發展歷史中挖掘出「低俗幽

默」，並以此做為港人的「本土性」文本，進而

牽動港人表態抵抗中國壓力的本土意識，同時分

析、探索這樣的情節如何引發社會現象，以及如

何在港人主體運動中持續不斷發酵。第三場講座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勞維俊副教授帶

領大家觀賞《天註定》，此片由賈樟柯執導，內

容取材自 4件過去曾於中國發生的真實社會事
件，勞副教授說明導演如何以深厚的中國文學、

戲曲底蘊串寫，並施以細緻到位的美術設計，逐

一分析電影情節中的大漢、烈女、孤郎與迷惘的

少年形象，他們在中國生活期間，是如何強烈地

向中國的發展巨輪抵抗、身影卻又如何在此巨輪

下灰飛煙滅。

第四場講座由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唐

維敏副教授引領大家一同觀賞《陽光燦爛的日

子》，本片實屬華人世界電影圈在千禧年之前

的抵抗行動代表作之一。唐副教授以工作者經

驗回顧這部姜文執導的處女作，與觀眾對談、

討論片中描寫關於青春記憶唯美與錯亂，以及

隱藏在劇情中的文化大革命背景。第五場講

座由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何重誼助理教授

（Jean-Yves Heurtebise）與大家一同欣賞《影
子部隊》，這部於 1969年所拍攝的經典老片，
描述二次大戰期間以巴黎為中心所發展出一連

串對抗納粹獨裁的跨主張、跨種族之抵抗運

動。本片導演尚皮耶．梅爾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自己就曾參加過抵抗運動，沿用參加
社會運動的化名進行電影創作；他在片中善用

劇情來鋪陳抵抗運動分子為大理想犧牲的異常

性唯美，在今日看來已成為珍貴的時代印記。

第六場講座則是由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高滿德講師（Matthieu Kolatte）與大家一同觀
賞《超級大國民》，這部以臺灣白色恐怖時期

為主題所拍攝之作品係由萬仁執導，全片不僅

以精緻的插敘電影手法呈現，高老師也逐一地

分析片中主角依循回憶尋找的故人，說明主角

在思想、身體抵抗無效之後，試圖採取假裝遺

忘、離群索居、拒絕溝通等逃避手法，以保全

最低限度安全的狀態；從探索主角過程中，正

好反映出我們在反抗無效時

的態度轉變歷程。

第九季電影—哲學

講座就在 6月 29日順利圓
滿結束，感謝前來參與講

座的師長朋友們，一同在初

夏禮拜五的夜晚親臨北師美術

館觀賞電影、辯證與激盪不

同的想法。本館也期待未來

能持續策劃不同主題之電

影—哲學講座，與大家

一起找電影、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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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林志明（中間講者）於第

一場講座中和參加者探索《頤和園》裡描述中國於

20世紀末的社會動盪過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勞維俊副教授（站立

者）於第三場講座中帶領參與者從《天註定》片中

呈現的中國真實社會事件，探索國家機器下所對比

出人民的渺小。

 ▲輔仁大學法國語文學系何重誼助理教授（右立者）

於第五場講座中解說《影子部隊》裡描述二戰期間

法國境內發起之抵抗德國納粹運動。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黃宗儀教授（中間

講者）於第二場講座中剖析《低俗喜劇》裡香港文

化所帶動一連串的社會運動過程。

 ▲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唐維敏副教授（站立者）於

第四場講座中透過《陽光燦爛的日子》探索青春年

華歲月的錯亂與唯美。

 ▲國立中央大學法國語文學系高滿德講師（右邊講

者）於第六場講座中說明《超級大國民》傳遞個人

在反抗無效時的態度轉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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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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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4日假至
善樓國際會議廳舉辦「第 29屆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研習」，分別邀請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黃明理教授、國內知名手

工造紙專家王國財先生及其傳人潘慧真小姐擔任

研習講師，分別以「草書的必要—硬筆書寫的

學草門徑」及「手工造紙與硬筆書法」之主題講

授課程，吸引來自全國各地於教學現場服務的現

職教師、以及不少對傳統中國文字之美有興趣的

社會人士參與。長期投入書法研究與教育的黃明

理教授和大家說明、示範書寫板書的技巧及應注

意事項，讓參與者了解、熟悉書寫基本概念後，

以正確的方式練習來寫出優美的文字。王國財先

生自從進入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擔任研究員期間以

來，鑽研手工造紙累積超過 30年的經驗；即便
早已從公職退休多年，今日仍持續從事手工造紙

相關研究與推廣工作。他提到，手工造紙技術能

產生不同特色、性質的紙類，搭配上不同的書畫

技巧後，兩者交會出令人驚艷的作品，可謂相得

益彰；然而造紙過程相當辛苦，也讓這項技藝面

臨後繼無人的困境，期盼在退休後不斷推廣下，

吸引更多人參與手工造紙的世界。

本校長年與麋研齋合作舉辦硬筆書法相關

活動迄今，一方面在校園中逐步耕耘、推廣書法

藝術精神和人文關懷素養，更期盼能拓展至社會

上廣邀一般民眾共襄盛舉；近年來除了硬筆書法

教學相關活動，此次也嘗試延伸至造紙等文藝相

關領域。期許本校在未來持續舉辦相關研習活動

的同時，亦能不斷開創賞析書法藝術之美的各種

可能。

 ▲潘慧真小姐於書法研習中和大家解說手工紙

類別及製造過程。

 
▲

王國財先生回覆參

與學員各種手工造

紙相關問題。

 ▲人文藝術學院郭

博州院長（右）

代表本校致贈黃

明理教授（左）

感謝狀。

 ▲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許育健主任

（右）代表本校致贈潘慧真小姐

（中）及王國財先生（左）感謝狀。

 
▲

黃明理教授示範

板書書寫及應注

意事項。

 ▲黃明理教授（左）示範板書，右為

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許育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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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外的鮮知識
—「北教大名師講座」座位有限 報名要快！ ◎ 圖書館

「北教大名師講座」係

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的創

思構想，自 2015年 3月開辦
講座系列活動以來，匯聚本校

各學院推薦的教師們分享個人

的專長與寶貴經驗，不僅帶來

課堂外的鮮知識，同時也嘉惠

眾多教職員生及慕名而來的校

外聽眾。透過講者們的分享與

聽眾們的回饋所相互激盪出的

智慧火花，廣獲參加者熱烈迴

響、好評不斷，充分展現本校

知識傳承的精神。

2018下半年規劃之講座系
列活動將以科學、教育及藝術

為主題，分別於 10月 1日、
11月 20日、12月 14日辦理 3
場講座。第一場講座將邀請到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英家銘老

師以「文化裡，遇見數學：東

亞算學兩千年的浪漫」為題，

和大家從文化的角度一探數學

的面貌，如果你不知道如何用

古文寫數學、不知道「運籌帷

幄」的「籌」可以用來解方程

式、不知道古代科舉考過數

學、甚至宮廷奪權的戲碼也曾

跟數學有關、有人用數學感謝神佛⋯⋯歡迎大家

一同參加本場講座，感受東亞算學兩千年的浪漫

文化氣息。第二場講座將邀請到教育經營與管理

學系孫志麟老師以「教育創新促進公平與品質：

讓夢想在真實世界中發生」為題，和大家一同探

討教育創新的真諦，並思考教育創新的可行方

法。最後一場講座將由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游孟

書老師以「做藝術不如賴活著？」為題和大家分

享藝術產業經驗，深入了解藝術人經歷一番絞盡

腦汁、嘔心瀝血的掙扎，最後收穫甜美果實的甘

苦。期盼 2018下半年的 3場講座，能給大家不

同的刺激與想法。

各場次之講座將由林淇瀁館長（詩人向

陽）擔任講座主持人，演講當週也將同時於圖書

館網站提供講座教師書單或主題推薦書單，以

串連講座與館藏，幫助本校師生們延伸學習、

擴展視野。另外由於本學期已進行圖書館 3、
4樓之施工作業，演講地點將改於圖書館 1樓
開放學習空間多功能活動區舉行，座位有限，

報 名 要 快！ 報 名 網 址： http://120.127.18.56/
Reservation2007/。



師生表現

107年度資深優良教師表揚名單
系所 職稱 教師姓名 獎勵年屆

音樂學系 教授 劉瓊淑 三十年

音樂學系 教授 楊淑媚 三十年

音樂學系 教授 方銘健 三十年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教授 林曼麗 三十年

體育學系 教授 楊忠祥 三十年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教授 莊淇銘 三十年

教育學系 教授 陳碧祥 二十年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教授 崔夢萍 二十年

語文與創作學系 教授 郝譽翔 二十年

音樂學系 教授 謝宜君 二十年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教授 林仁智 二十年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副教授 張文德 二十年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副教授 張秀穗 二十年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范睿榛 二十年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江政達 二十年

體育學系 助理教授 吳忠誼 十年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劉宣谷 十年

（合計 17人：30年 6人，20年 9人，10年 2人）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新任一級單位主管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新

任／代理）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新

任／代理）

秘書室 主任秘書 何義麟 新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系主任 盧　明 新任

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 黃永和 新任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系主任 楊凱翔 新任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系主任 洪福財 新任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系主任 王學武 新任

教育學系 系主任 林偉文 新任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主任 盧欣宜 新任

106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教師表揚名單

系所 教師姓名

心理與諮商學系 洪素珍

教育學系 黃永和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曾錦達

臺灣文化研究所 林淇瀁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倪明萃

語文與創作學系 盧欣宜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范丙林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顏榮泉

107年度優良導師獎名單
系所 職稱 教師姓名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副教授 王淑芬

語文與創作學系 助理教授 宋如瑜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許炳煌

自然與科學教育學系 教授 盧玉玲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副教授 鄭彥修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副教授 許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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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表現

賀數位系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同學劉競勻、張文馨、林書

磊同學榮獲「2018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總決賽二獎、大中
華區總決賽三等獎 ◎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由 Apple經銷商 STUDIO A校園店 Straight 
A與逢甲大學的「Apple區域教育培訓中心」
（ 全 台 唯 一 Apple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
RTC）合作舉辦之「2018 APP移動應用創新
賽」，自 2017年開辦第一屆以來，吸引許多大
專院校學生參加。今年的比賽總計有國內 34所
大專院校學生、176件作品參加，內容涵蓋各種
不同之專業領域。

經過一連串的評比後，主辦單位於 8月 2
日選出前 5名國內優秀的參賽隊伍，並代表臺
灣赴中國杭州參加 9月 15、16日的大中華區
「2018年 APP移動應用創新賽」總決賽。其中
本校數位系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劉競勻、張文

馨、林書磊三位同學以作品「英路通 Enrutone」
榮獲創新賽總決賽二獎，並於大中華區總決賽榮

獲三等獎。這項作品結合 AR與 Google翻譯技
術，不僅讓使用者可透過掃描建立好的圖卡，透

過遊戲中學習英文，操作上也包括觸控與口說兩

種模式，在使用上具

備容易上手、操作直

覺的優點，對於幼兒

的教育學習是相當實

用之工具。

恭喜三位同學於

今年的賽事中榮獲佳

績，期待同學們能夠

透過一次次的參賽中

累積不同的經驗和想

法，相信在未來必能

再創佳績。

 ▲主辦單位頒予本校數位系玩

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張文馨

（中）、劉競勻（右）二位

同學總決賽二獎。

 
▲

數位系玩具與遊

戲設計碩士班劉

競勻（左）、張

文馨（右）與得

獎作品「英路通

Enrutone」。

狂賀！本校入選「2018年第 18屆雅加達—巨港亞洲運動會」

代表隊員 6位，為國爭光！　 　◎ 體育學系

單位／職級 姓名 2018亞運參賽項目 名次

體育學系校友選手 文姿云 空手道對打（女子組） 金牌

體育學系四年級選手 石修智 室內排球（男子組） 銅牌

體育學系校友教練 何政勳 室內排球（男子組） 銅牌

體育學系教師選手 林家瑩 田徑（女子鉛球） 第四名

體育學系一年級選手 蕭佑然 競技體操（男子團體） 第四名

體育學系三年級選手 吳信賢 沙灘排球（男子組） 八強

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巨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港

文 姿 云（ 上 ）、 林 家 瑩

（中）、石修智（16號、
右）於 2018雅加達—巨港
亞洲運動會中表現優異，榮

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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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印尼教育文化參訪
—認識東南亞文化，開拓國際視野

本校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以下簡稱

東協中心）依據本校「東南亞人才培育促進國際

移動力」高教深耕計畫，規劃辦理印尼教育文化

參訪活動，自今年 5月起進行參訪團員甄選工
作，最後於眾多報名者中遴選出 7位同學，並由
東協中心主任王大修老師於 2018年 8月 5日至
13日率團出訪。此次出訪期間不僅拜訪印尼國
立亞齊大學（Syiah Kuala University），實地體
驗印尼亞齊省大學生之學習經驗，亦參觀拜圖拉

赫大清真寺（Masjid Raya Baiturrahman）體驗不
同之宗教文化，期盼此行培養同學們具國際觀與

競爭力，畢業後能直接與東南亞市場接軌。

2004年 12月 26日，印尼亞齊省海岸線外
的印度洋發生了 9.1級強烈地震，引發了當時震
撼全球的「南亞大海嘯」。這場天災造成了嚴重

的傷亡，粗估亞齊省的死亡人數超過 40萬人。
為了讓同學們在本次出訪期間能親身體驗印尼人

民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天然災害時的態度，以及這

場大型災難對印尼當地所帶來的衝擊與震撼，

因此特別安排行程造訪亞齊海嘯博物館（Aceh 
PLTD Apung）、災害防備學校等地，感受、體
驗當地居民對於天然災害的因應策略。本校同學

們也在國際營隊中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並

從課程中彼此分享不同國家裡可能出現的天然災

害、面對天然災害時的應變措施、人民面對的態

度⋯⋯等，一方面讓同學們了解到各國及其不同

文化所衍生出不同的處理模式，也從意見交流當

中激起更多新的火花。在今日全球氣候異常、極

端氣候於各地頻傳的情況下，各國無不對此提升

天然災害預防應變相關措施，並依不同地區之特

性融入當地校園教學課程中。在參訪災害防備學

校時，同學們透過當地教師及學生之授課指導，

對於地球科學及相關災害知識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與國際營隊裡的各國朋友們參與製作海報、上

台介紹臺灣常見的天然災害，在認識各國的同

時，也將臺灣帶入國際。

結束造訪當地大學之後，這次也安排同學

們實際走訪博物館、海灘等場域，藉此機會在海

外學習認識不同風俗民情、貼近印尼人的生活日

常，一方面培養同學們接納不同文化之差異性，

也同時進行不同文化上的調查及研究。同學們先

從拍攝相片、撰寫圖片故事來學習捕捉外在的景

物圖像，進而從敘述圖像的過程中更深入地了解

其文化背景脈絡及其意涵，讓在地學習不只是走

馬看花，而是真正深度地理解對方的價值觀和想

法。

為了進一步地了解印尼當地人民的生活模

式，參訪行程的後半段安排了一系列的當地生活

體驗。同學們先是參觀椰農如何以椰子來製作繩

索，亞齊省因熱帶氣候因素而大量產出椰子，然

 ◎  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三年級　林玗潔

 ▲東協中心王大修主任（前排右一）及參訪同學與印

尼國立亞齊大學教授合影。

 ▲本校師生與亞齊當地著傳統服飾之新人（後排中間

穿黑色、紅色者分別為新郎及新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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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在椰子飲用完畢之後並不會直接丟棄，婦

女們會利用椰子纖維來製作繩索以及各式各樣耐

重的承載工具。接著則是參訪鹽農和漁夫的工

作，亞齊省由於三面環海的緣故，討海生活遂成

為當地居民的主要謀生職業。來到 Panglima laot
（註 1）漁村時，正好看見漁夫們正在收網，碩
大的網子需要 8位男性才有辦法收網，看著網子
裡頭有著小魚、海龜等多樣的生物，見證了當地

生態物種是如此地豐富；漁夫們見到網子裡的海

龜時，亦隨即將它們放生回歸大海，在獲取生活

所需的同時也維持環境的永續。由於南亞大海嘯

的緣故，亞齊省的漁夫們有著他們獨一無二的故

事：有一位漁夫分享他自己親身經歷南亞大海嘯

的威力和震撼，這場海嘯帶走他所有的家人，唯

獨剩下他一人倖存，經歷家人的生離死別、一個

人孤單地在世上活著，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

滅的悲傷，然而伊斯蘭信仰的教義教導他不能夠

難過太久，因此他將這份傷痛留在心底，並把對

家人的愛轉至漁村裡其他獨自生活的小孩身上，

並且建造了兩艘漁船，透過這樣的方式讓愛得以

延續，也讓孤單的生命得以彼此支持、陪伴，並

做好防範天然災害的相關準備工作，盼能在之後

的災害中，讓悲劇和遺憾得以降到最低，所有參

訪活動也在此劃下完美的句點。

此次印尼教育文化參訪活動的 7位同學
們，經歷了語言學習、文化體驗、社區調查、資

料蒐集、進修／就業領域等多方實地學習。相信

同學們在探索的過程中，對於不同的文化能有更

深地理解、包容與尊重，也期盼同學們藉由海外

參訪所經歷之異國文化衝擊和刺激，進而開拓、

提升自己的所見所聞，未來能以更宏觀的視野去

探索世界上其他不同文化，開創屬於自己的揮灑

天地。

註 1：「Panglima laot」為印尼亞齊省內漁村的地方習
慣法執行機構（customary institution），直譯為「海
洋守衛者」（sea commander），主要負責漁業及海
洋保護區等相關事務。該機構於 2008年亦被接納成為
國際組織「世界漁民論壇」（World Forum of Fisher 
People，WFFP）之一員。

 ▲本校師生至印尼國立亞齊大學進行學習體驗與文化

交流。

 ▲參訪拜圖拉赫大清真寺（Masjid Raya Baiturrahman）。

 ▲本校同學與其他各國國際營隊學員們大合照。

 ▲參訪亞齊海嘯博物館（Ache PLTD Ap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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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同學與各國國際營隊學員於災害防備學校上

課。

 ▲本校同學與漁村小孩合影。

 ▲椰農示範如何從以椰子製作繩索。

 ▲椰農編織繩索一隅。  ▲同學們聆聽當地導覽講述 Panglima laot漁村獨特的
故事。

 ▲椰農教導同學們製作繩索。

▲ 

▲

 當地漁夫為了防範海嘯所建造的大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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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越南語言工作坊　◎ 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學習東南亞語言，體驗異國文化特色

本校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以下簡稱

東協中心）於今年暑假期間陸續開課，分別於 7
月 9日至 12日、7月 16日至 19日舉辦印尼及
越南語言工作坊。此次工作坊除了課堂語言學習

以外，也安排學員們實際體驗印尼及越南當地特

色文化，期盼讓大家在學習語言的同時，也能更

深刻理解其背後之文化脈絡。

印尼語言文化工作坊於 7月 9日率先登
場，邀請到郭翊姍、馮燕妮、李愛珍、陳珊蘭

等多位老師進行印尼語教學及印尼文化分享。

生動活潑的課程內容讓學員們在學習語言的同

時，也進一步地認識、了解許多在臺灣較為少

見之印尼文化。譬如說在印尼常見的特色食物

「墩本」（Tumpeng）—這個以錐形薑黃飯為

主體、周圍堆砌著各種豐富配菜的美食；錐形的

薑黃飯象徵著神明和宇宙主宰者的崇高，周圍的

配菜則代表著整個宇宙及眾生，一方面以此呈現

生態平衡，也寄予生活能更上一層樓。正因著如

此豐富的文化意義，讓墩本成為印尼人每逢生

日、升遷、婚禮、新生兒誕生等各式喜慶活動中

必定會出現的食物。學員在品嘗美食之餘，也在

老師們的帶領下認識了印尼的蠟染（Batik）、
傀儡戲（Wayang）、印尼傳統樂器「昂格隆」
（Angklung）、印尼舞蹈等，體驗別具特色之熱
帶南洋風情。

7月 12日上午，老師們直接帶著學員們前
往位於本校附近的成功國宅一帶，鼓勵他們與現

場的印尼移工們進行簡單的對話，讓學員們能夠

實際演練、應用這幾天所學習到的日常基礎對

話。印尼移工們在聽到學員們以生澀的印尼語進

行簡單地問候寒暄時，個個都露出了笑容，也讓

原先緊張害羞的學員們放下心中的大石頭並開始

與她們交談，也因而從印尼移工們的介紹中，得

知成功國宅裡開設了幾間販售印尼傳統食物的印

尼商店。當天下午則是學員們的學習成果展現，

各小組分別展現這 4天工作坊課程中所學的舞
蹈、樂器及自己製作的印尼小書，活動也就在大

家歡樂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接下來的越南語言

工作坊於 7月 16日正式
展開，邀請到洪金枝老師

講授課程。學員們一方面

學習越南語，課堂中也透

過「水上市場波濤中的越

南」這款桌遊來了解越南

文化。在工作坊期間也安

排一行人前往木柵地區，以景美女中為起點，經

木新市場、安康市場、最後至木柵市場結束，除

了各個市場尋找越南飲食文化的足跡，也順道走

入了越南餐廳小吃及雜貨店，深入探訪這個逐漸

消逝的臺北越南城。在參訪的行程中，學員們一

方面享受道地的越南美食，也了解越南移民在臺

灣的歷史以及今日發展現況。7月 19日則是帶
著學員前往永和參訪南洋台灣姐妹會，經由姐妹

會的講師們的介紹，學員們得以了解今日新住民

及新住民第二代在臺灣社會仍遭遇到有關社會、

經濟、婚姻等各方面的歧視；學員們也在最後的

討論時間裡與姐妹會講師有著更頻繁的互動，除

了更清楚明白彼此之間的價值觀差異，也一同省

思如何讓臺灣在未來能成為更包容多元族群文化

的社會。

東協中心本次舉辦之印尼、越南語言工作

坊皆順利圓滿落幕，感謝學員們的熱情參與，也

期盼在參與工作坊課程時，除了讓學員們學習語

言之外，也能實際與來自東南亞的朋友們對話、

互動，更深入地了解東南亞各國文化，開闊自己

的視野，並真正地了解，進而學習尊重、欣賞不

同的文化之美。

 ▲印尼美食—「墩本」

（Tumpeng）。

 
▲

學員們於課

程中品嘗印

尼美食「墩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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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們學習印尼舞蹈。

 ▲學員們學習印尼傳統樂器「昂格隆」

（Angklung）。

 ▲老師介紹印尼蠟染（Batik），並讓學員們嘗試印尼
服飾。

 ▲老師介紹印尼蠟染（Batik），並讓學員們嘗試印尼
服飾。

 ▲學員們前往成功國宅，與印尼移工對話交流。  ▲學員嘗試以印尼語和印尼移工交談。

 ▲工作坊學習成果展現—昂格隆演奏。

 ▲印尼語言工作坊於 7月 12日圓滿結束，王大修主
任（中立白衣者）與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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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員們參訪南洋台灣姐妹會，了解新住民及新住民

二代在臺灣社會的生活情形。

 ▲洪金枝老師講授越南字母及拼音。  ▲學員們藉由桌遊「水上市場波濤中的越南」進一步

了解越南文化。

 ▲學員們品嘗青芒果沾越南蝦醬。

 ▲工作坊講師引領學員們前進木柵地區之越南商店。

 ▲越南語言工作坊全體

師生合影。

 ▲學員們於工作坊課程中嘗試調製越南當地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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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暑期華語教師研習班
—促進文化交流，推廣華語教與學 ◎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本校教務處華語文中心獲教育部補助，分

別於 7月 3日至 14日、7月 16日至 28日辦理
為期兩週之「印度華語教師研習班」、「美國華

語教師研習班」。7月 3日當日特別邀請教育部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張金淑副司長、印度臺北協會

賈旭明副會長及本校張新仁校長一同出席開訓典

禮，勉勵此次遠道而來參與培訓計畫的印度籍華

語教師。近年來隨著臺灣與印度雙邊經貿發展的

影響，印度政府開始重視華語教育，目前華語已

逐漸成為印度大學生選修熱門的外語之一。本次

前來參與研習的華語教師係以印度國內大學裡任

教之助理教授為主，他們提到在印度國內可以接

觸華語及中華文化的機會不多，並且目前課堂上

所使用之教材皆相對老舊與過時，因此能夠來本

校參與研習、增進華語教學專業知能與實務教學

技能實為十分難得之機會，期盼在華語相關教學

理論、教學實務技巧上能與時俱進，提升未來課

堂中之教學品質與學生之華語文能力。

兩週的「印度華語教師研習班」特別針對

印度華語教師們設計、規劃課程內容，兼具理論

與實務，內容豐富而多元，其中包含了華語教學

相關課程（如華語語音、漢字結構、華語語法教

學等）、文化體驗課程（如中國結、篆刻、剪紙

等）以及文化參訪行程（如鶯歌陶瓷、三峽藍

染、樹火紀念紙博物館等）。所有參與培訓的教

師們藉由課堂培訓及實地參訪，更深入認識臺灣

 ▲印度華語教師團學員於 7月 12日至福源茶廠體驗
臺灣的茶文化。

 ▲美國華語教師團學員造訪淡水八里。

 ▲印度華語教師團於 7月 14日研習結束時合影。

 ▲美國華語教師團學員們於 7月 28日完成研習，滿
載而歸。



活力校園

18

華語文教育之優勢與特色以及臺灣文化精髓，相

信他們於研習結束返國後能夠有效運用這些習得

之華語教學課堂活動，提升印度籍學生來本校學

習華語之動機，促進雙方彼此之交流。

本中心亦於 7月 16日至 28日辦理之「美
國華語教師研習班」。自 2016年暑假開始，本
中心結合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本校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等單位，已陸續辦理過 7個華語教師
研習團活動，也因著如此豐沛的師資與教學資

源，吸引全美中小學華語教師協會總計 19位華
語教師前來參與研習。今年的「美國華語教師研

習班」的專業培訓課程內容主要聚焦於語言、文

化與科技層面，透過漢字結構與華語語法教學、

道家與儒家思想、中醫、茶道、唐宋詩詞等專門

知識佐以多媒體之運用，讓參與研習之全美華語

教師將所學轉化為教案內容，彼此切磋共享，不

僅讓他們在本校培訓期間得以了解目前臺灣之華

語教學現場，也計畫在未來採「師帶生」的方

式，促成中小學組華語遊學團前來本校學習，並

體驗臺灣在地文化。

近年來本中心除了開設華語文課程以外，

每年暑假亦有許多來自國外之華語教師前來本校

進行研習、交流，未來本中心也將持續辦理相關

語言課程及研習活動，期盼讓有心學習華語之學

員們提升華語文聽、說、讀、寫能力，進而促成

本校與不同國家之交流，開拓彼此之視野。

2018南投雙龍部落文化巡禮
 ◎學務處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在本校同學的殷切期待下，學務處原住民

族學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原資中心）於 2018
年 7月 16、17日假南投舉辦雙龍部落文化巡禮
活動。此次活動共有 20位同學參加，其中包括
5位來自國立臺灣大學、輔仁大學以及中山醫學
大學的志工導覽隨團參與，讓本校同學們在體驗

部落文化活動的同時，也能和他校同學進行跨校

文化交流。

此次造訪位於南投山區的雙龍部落係為布

農族人的故鄉，對於多數長年於城市生活的漢族

同學、以及本校以阿美族人為主體的原住民同學

而言，是一個嶄新且截然不同的體驗。一行人先

是搭乘大遊覽車至南投後，換搭部落特色敞篷車

進入雙龍部落，也正式開啟為期兩天的布農文化

體驗課程。在酷熱的七月天裡，耆老帶著同學們

翻山越嶺、實際體驗早期布農族人汗流浹背的打

獵日常；打獵途中也一同自山上採一些天然新鮮

的竹子帶回第一天晚上的住宿營地，這些竹子是

要用來製作活動期間用餐時所需使用到的吃飯用

具。布農族人也在晚餐後，繼續引領同學們進行

族服體驗、搗麻薯、報戰功等各項活動。兩天的

活動行程既短暫且充實，讓來自各族的同學們能

深刻地體驗布農族人的部落生活文化，並理解到

原來各族群的歷史文化，乃是隨著各自不同之發

展，在無形之中塑造出各族獨有特殊文化的關

鍵。此次造訪之布農族自早期開始就是在山上生

活的原住民族，因此食衣住行等日常所需都得依

 ▲同學們專心地聆聽部落耆老講述布農族人的故事。

 ▲同學們將竹子帶回部落，準備製作吃飯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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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自己的體力、一步一腳印的努力，方能獲得充

足的糧食，並讓自己的族群生存下去，而這樣的

部落生活方式，無形之中也讓內斂、穩重、重倫

理等特質在布農族裡不斷地傳承下去。

此次部落文化巡禮於 7月 17日順利圓滿結
束。同學們經過這次的活動後，也開始思考、探

索自己的種族文化源頭，「了解自己從何而來、

之後又要傳承什麼給後代」正是傳承的重要使

命，特別是在今日變遷快速的社會中，汰舊換新

似乎已成了主流價值，也因此更顯示我們需要智

慧來進行文化傳承的工作。原資中心也將於未來

陸續規劃部落文化巡禮活動，期盼這樣的活動能

如同拼圖般地將臺灣各族群的特有文化蒐集起

來，拚湊出臺灣多元且豐富的文化地圖。

107學年度社團博覽會 ◎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於 107年 9月 6
日下午 13時 30分，假本校操場舉辦 107學年度
社團博覽會，期盼讓剛進本校就讀的大一新鮮人

能藉此機會一覽校內各社團；而各社團負責人、

幹部及社員們亦努力籌備，盼能招募更多新血加

入。新生們也可趁著社團博覽會期間親臨各社團

攤位，一方面可以更加瞭解每個社團的活動屬性

及內容，同時也認識各系所的學長姊們，進而找

到並參與符合自己興趣之社團。儘管活動當天正

好遇上一場午後大雷雨，然而卻並未澆熄同學們

 ▲此次部落文化巡禮活動參與同學們的合影。

 
▲

同學們體驗布農族族服、搗麻薯、報戰功等活動。

 ▲儘管當日下了一場午後大雷雨，仍未澆熄同學們的

熱情參與。

 ▲社團博覽會當天，有許多新生參與、了解各社團之

特色及主要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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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熱情；社團博覽會也在各社團成員們使出渾身

解數展現社團特色與成果、以及新生們踴躍參與

之下，於下午 17時 30分順利圓滿結束。
本校目前大約有 80多個社團，主要分為自

治性社團、聯誼性社團、學術性社團、藝能性社

團、體育性社團、音樂性社團、服務性社團等

7類，除了芝山教育文化服務團、簡兮熱舞社、
芝山親善大使等傳統熱門社團以外，隨著時代潮

流的演進與變化，同學們也陸續成立如以電子玩

具、3D列印設計發想的「創想自造社」等新興
主題之社團。從各社團學長姊的分享當中，看見

了他們投入社團活動所付出的熱情，以及言談中

所留露出來的自信光芒，能夠找到一個自己可以

全心投入的興趣所在，並交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好

朋友，大家一同樂在其中，也留下了獨一無二、

屬於自己的大學生活回憶，相信這也將是每個同

學在社團參與過程中最寶貴的經驗。

在社團博覽會之後，學期期間各種精彩豐

富的社團活動課程及社團成果發表等著各位新生

們探索、體驗。衷心期盼每位國北的同學除了在

課業上認真學習以外，也能享受參與社團活動，

開闊視野、結交朋友、培養興趣與嗜好，擁有多

采多姿、豐富且充實的大學生活。

107年度國家防災日複合式防災演練 ◎ 總務處環安組

民國 88年 9月 21日發生之「921大地震」
重創臺灣各地，不僅死傷人數慘重，許多人的生

命財產也受到極大的損害。鑑於 921大地震的經
驗，政府自 91年起將每年的 9月 21日訂定為
「國家防災日」，並自 101年起於各級學校實施
地震防災演練。希望藉由實際操作地震防災演

練，強化國人在地震發生時能具備基本正確之應

變能力，以期在未來一旦發生突然來襲之重大災

害時，得以避免重大傷亡之情事發生。

今年度「國家防災日」演練活動於 107年
9月 27日舉行，由學務處、總務處等行政團隊
先行共同編組、規劃複合式防災演練流程；防

災演練前亦至各辦公室向本校教職員生宣導、

說明「趴下、掩護、穩住」等 3個地震演練口
訣及動作，以及演練當天實施時之相關注意事

項。9月 27日上午 11時 20分，當本校廣播發
布「地震！地震！全校教職員生請立即就地避難

掩護！」時，全體人員相當熟練地實作就地避難

 ▲各社團社員於社團博覽會中向新生們介紹活動內

容。

 ▲國北傳統社團—芝山親善大使。

 ▲本校楊志強副校長於防災演練時，再次提醒全體教

職員生時刻保持防災警覺及應變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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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護動作；並於第二次廣播警報發布後，配合避

難引導班進行人員疏散動作，至指定位置集合、

清點人員；此外安全防護班與校園安全組、警衛

室、救護班也分別同時進行「滅火水龍帶操作使

用」、「緊急意外救護」之演練。最後就在楊志

強副校長致詞下，於 11時 45分順利完成本次複
合式防災演練。

除了防災演練以外，臺北市消防局特別提

供「地震體驗車」、「煙霧體驗室」及「救心巴

士」供本校教職員生體驗。近年來由於全球氣候

變遷導致極端氣候頻繁出現，大型天災發生頻率

增加，特別是今年在鄰近的日本、東南亞的印

尼，以及臺灣都有不小規模的地震頻傳，也更突

顯平時定期演練、保持警覺的重要性。也期盼一

年一度的國家防災日防災演練，一方面讓大家親

身模擬體驗災害來襲時之情境，也藉由防災演練

熟悉相關應變步驟，來達到「多一分準備，少一

分損害」的目標。

 ▲本校同學於防災演練中實際操作「趴下、掩護、穩

住」之步驟。

 ▲防災演練過程中，本校教職員生依指示至本校阿波

羅廣場集合、清點人數。

 ▲本校防災演練過程中，同學們認真模擬抬移傷患流

程。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地震體驗車供本校教職員生

於防災演練中使用。

 ▲本校防空洞為此次防災演練之煙霧體驗室，本校教

職員們前往體驗模擬災害來襲之可能情形。

 ▲防災演練中實際操作滅火水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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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有歌曲更甜蜜∼ 2018年校友總會合唱團成果發表會
 ◎秘書室校友中心

一年一度的校友總會合唱團成果發表會，

於 2018年 7月 4日晚間 19時 30分假本校創意
館雨賢廳盛大演出。當天包括時任主任秘書徐筱

菁副教授、校友總會張清煌理事長、劉奕權榮譽

理事長伉儷、劉新民榮譽常務理事、黃萬福理

事、陳載福秘書長、臺北市校友會鄧漢華理事長

等師長嘉賓，以及本校教職員生、社區朋友和團

員們的親友們皆到場聆賞，一同享受這場夏夜音

樂饗宴。張新仁校長及校友總會亦致贈花籃一

對，祝賀演出順利成功。今年度之校友總會合唱

團仍依循往例，邀請同樣由指揮趙開浚老師指導

之幸安女聲合唱團聯袂演出，期盼兩個合唱團的

共同演出，能讓整場成果發表會的內容更為豐

富、精彩，也能藉此相互觀摩與學習。

校友總會合唱團及幸安合唱團此次採兩

團交替演唱的方式演出，為所有聽眾們帶來多

首悅人動聽的曲目。當日演出程序及曲目依序

為：1. 英文歌曲（幸安女聲合唱團）：Praise 
Ye the Lord、Lunar Lullaby、Precious Moment、
A Joyful Alleluia。2. 英文歌曲（校友總會合
唱團）：Duet from Cantana No.15、秋之歌、
Monkeys In The House。3. 台語歌曲（幸安女聲
合唱團）：四季的風、阿嬤的金孫、紅嬰仔。

4. 英文歌曲（校友總會合唱團）：Across The 
Sea、I Am、Will there really be a "Morning"、
What Sweeter Music。5. 日文及國語歌曲（幸

安女聲合唱團）：川流不息（日文）、夜空

（日文）、今年夏天（國語）、雪花的快樂

（國語）。6. 民謠及流行歌曲（校友總會合唱
團）：人生如蜜、龍燈調、再別康橋、祝福。

7. 大合唱：Yesterday。豐富的歌曲風格不僅充
分展現了校友們平時練習的成果，優美的合聲

更是讓聽眾們陶醉其中，獲得滿堂喝采，也為

2018年 7月夏夜增添了美妙的音符。當晚演出
結束後讓所有人餘音繚繞，也期待、相約明年

此刻再相會！

目前校友總會合唱團團員約近三十人，非

常歡迎對合唱有興趣的校友、在職或退休教職

員工生及眷屬加入，如欲了解詳情請逕洽本校

秘書室校友中心。合唱團竭誠期待新血加入，

一同享受美妙的音符以及合唱的樂趣！

練唱時間： 每學期開學第二週至期末考週前一
週，每週三晚上 19：00∼21：00

練唱地點：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本校藝術館二樓 216合唱教室）

 ▲校友總會合唱團於成果發表

會中演唱多首動人曲目。

 ▲ 2018年校友總會成果發
表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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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紀同窗情誼—57級校友同學會紀實 ◎ 秘書室校友中心

自 57年 7月畢業迄今、屆滿 50週年的 57
級校友們，於 107年 9月 9日相約臺北天成飯店
舉辦同學會。這群臺北師專五年制第一屆畢業的

校友，各班同學不僅彼此有著深厚的同窗情誼，

畢業後人人在各領域皆有斐然的成就，即使很多

人已自工作崗位退休，仍有著滿滿的活力投入校

友會的各項工作，不吝予以母校強而有力的支

持。

此次同學會由劉奕權與吳正牧、廖坤旦與

郭石樹、劉秀蓮與陳秋蓉、周瑞雲與連寬寬等校

友，分別擔任甲、乙、丙、丁班發起人。儘管同

學會當日的天氣飄著細雨，來自全臺各地的各班

同學們仍踴躍出席。本校張新仁校長亦到場致

意，並與校友們同樂、交流，她親自對校友們長

期以來，無論是間接透過校友會或是直接採取行

動支持母校特別表達謝意，讓本校全體教職員生

一直都能感受到校友們的關心。此外本校退休教

師吳萬福榮譽教授及廖幼芽教授、秘書室何義麟

主任秘書及林佩珊秘書亦到場表達祝賀。特別一

提的是，現任校友總會第七屆理事長張清煌先生

亦是 57級乙班畢業同學，他亦於同學會當天特
別為各桌加菜，以展同學情誼。

在目前擔任榮譽理事長的劉奕權校友偕同

其他校友們事前籌備之下，不僅為 57級畢業同
學們編輯特刊，亦與昔日同窗準備懷舊影片及畢

業紀念冊，供大家於活動當天參閱。當大夥準備

一齊合照之際，則播放校友總會合唱團指揮趙開

浚校友的錄音檔，全體校友們齊聲唱起校歌，專

注歌唱且沈浸於歌詞旋律的神情，彷彿大家又回

到當初求學時的自己，一同懷念著校園時光的點

點滴滴，氣氛溫馨感人，同學會也在此圓滿結

束。

此次特刊中收錄一首詩作《走過》，字裡

行間貼切描述著早年師專生就學時的情景，在此

特別節錄部分內容如下：

 ▲張新仁校長（中）於 57級校友會向畢業校友們致
意，感謝校友們長期對本校各項發展之支持（左：

張清煌理事長。右：劉奕權榮譽理事長）。

 ▲何義麟主任秘書、張清煌理事長、張新仁校長、吳萬福榮譽教授（前排座位左二至左五）和 57級畢業校友們
合影，校友們齊聲唱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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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畢  離家鄉  團體紀律共品嚐；
食同鍋  衣一樣  孜孜矻矻課業忙；
住同寢  被摺方  分組選讀求專長；
軍事化  悉照章  端正常規樹榜樣。
唯母校  師資俏  經師人師勸誘導；
教官嚴  心地好  我的怪怪少不了；
書聲朗  志節高  禮堂紅樓弦歌繞；
就寢前  喇叭號  聲聲響起催睡覺；

大澡堂  共沐浴  裸裎相見不稀奇；
有畢旅  有實習  職前培養奠根基。

閱讀這幾行詩句時，似乎往事歷歷在目，

對於 57級畢業同學更是頗具紀念意義，期盼本
校隨著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仍能繼續傳承美好的

師資培育傳統，讓教育志業拓展至每個領域角落

中。

 ▲ 47級畢業校友們合影留念。

47級校友同學會紀實 ◎ 秘書室校友中心

60年前，一群甫十幾、二十歲左右，年輕
有活力的師範畢業生完成學業，投入教職的工

作，肩負起為國家作育英才的重責大任。儘管這

當中有些人因著其他機會和選擇而轉往其他領域

發展，然而無論自己身在哪個崗位，每個人皆兢

兢業業、各自闖出一番成就與天地。一甲子已

過，如今歲入暮年之際，回想起年少時的就學時

光，不由地讓人再次燃起年輕的心。約莫一年前

左右，這群 47級畢業同學們在丙班湯龍雄校友
的積極奔走之下，先是邀請各班部分同學前往宜

蘭南澳拜訪乙班林長盛校友，也進而促成在一年

之後舉辦畢業 60週年同學會的想法。雖然不久
之後湯龍雄校友即因身體因素而無法繼續參與同

學會的籌備工作，然而乙班黃裕城校友在此時接

下這項重要工作，一方面和丁班林祺源校友合

作，並將手上已蒐集之各班同學與師長們的文稿

編輯成冊，最後終於在 107年 7月 28日順利於
本校大禮堂舉辦 47級畢業校友同學會，重敘一
甲子的師生情誼。

同學會當天，來自各地的同學們齊聚一

堂，也邀請到張植珊老師、吳萬福老師、廖幼芽

老師出席參與，大家在享用黃清章校友準備的茶

點同時，不僅和昔日同窗與恩師們相互問候寒

暄，也回憶起求學時光的點滴，儘管每個人自畢

業多年後未曾再見面，然而不變的是當年的師生

及同學情誼。本校張新仁校長亦到場祝賀，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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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們報告校務狀況，也期盼校友們能持續支持

母校，發揚北師精神。活動中，黃裕城校友與

同學們分享〈善待暮年〉這篇文章，並引用其中

的片段「暮年是美好生活的開始，是一種從容、

恬闊、悠哉遊哉的狀態。願我們保持一顆寧靜的

心，少些期盼、多些寬容，寵辱不驚、去留無

礙，微笑向前，善待暮年的自己」和大家共勉，

祝福每個人在步入生命的下半場時，能夠以更坦

然自得的心情，伴隨年歲累積的人生經驗與智

慧，欣賞、享受生命裡的點滴。如此深富哲理的

分享，也道出了 47級畢業校友們內心深切的期
盼。

最後，所有 47級畢業校友一同享用著美好
的西式自助餐點，彼此時而交換意見、時而放聲

大笑，同學會也在歡樂融洽的氣氛下圓滿結束，

人人也帶著愉悅的心情賦歸。

校友聯誼活動「龜山島、礁溪龍潭湖一日遊」 ◎ 秘書室校友中心

為能讓畢業校友們有機會彼此聯繫感情，

本校校友會各地分會常常安排聚會活動。其中校

友總會、臺北市校友會、宜蘭縣校友會、新竹縣

校友會歷年來時常舉辦聯合活動，一方面讓各地

分會得以彼此交流，也透過校友們和退休師長們

一同出遊，增進濃厚的北師情誼。

107年 8月 14日，由校友總會與臺北市校
友會合辦、宜蘭縣校友會協辦的「龜山島、礁溪

龍潭湖一日遊」校友聯誼活動，當天早上總計約

有 40多位臺北市校友會校友搭乘遊覽車，前往
頭城烏魚石港與宜蘭縣校友會合，一行人抵達宜

蘭之後即準備搭船前往龜山島。船隻航行先是進

行繞島的遊覽，校友們在近距離的觀賞龜山島

時，不僅有別於以往自遠距離觀看之感受，尤其

到了充滿硫磺味的區域時更是令大夥兒嘖嘖稱

奇。登島之後，先是參觀島上的坑道與大砲，也

見證了龜山島自早期扮演軍事重地、戍守蘭陽平

原重責大任的角色，轉變為今日兼具觀光特色之

宜蘭地區代表性景點的歷程。大家一邊

凝神聆聽著解說員娓娓道來，並不時提

出問題、討論著龜首與龜尾在蘭陽平原

的南北端所呈現之不同風貌，實是兼具

知性與美感的出遊行程。

中午大家在烏魚石港享用美味的海

鮮後，大夥兒於下午轉往礁溪龍潭湖健

行踏青，一邊欣賞著龍潭湖邊的美麗景

色、談話交誼，也有人騎著鐵馬徜徉在

美景和微風中，臉上滿是笑容。在一天

充實的旅途後，臺北市校友會校友們與

宜蘭縣校友會校友們彼此道別，並相約

下次再見，結束這趟美好的旅程。

 ▲張新仁校長（中）、吳萬福榮譽教授（右二）、何

義麟主任秘書（左一）於 47級校友同學會向校友
們致意。

 ▲各地校友會校友們熱情參與此次龜山島、礁溪龍潭湖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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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