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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Ar/t/chitecture臺南環境藝術創作展」
—藝術融合環境與建築，再現當地藝文新風貌 ◎人文藝術學院

由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桑德基金會（Sonder Foundation）共同舉辦
之 2018第一屆「Ar/t/chitecture臺南環境藝術創
作展」（以下簡稱臺南環藝展），於 2018年 11
月 6日至 24日在臺南盛大展開。此次臺南環藝
展旨在探討藝術和建築環境的議題，邀請藝術家

們在臺南進行環境藝術的創作，以不失原有建築

的面貌為前提，將大自然稍加施工或修飾，讓人

們將目光重回大自然，進而獲得不同的藝術感

受。主辦單位期盼透過邀請國內外著名的藝術家

進行創作展演、專業創作研習與學術研討，擴大

臺南國際能見度並累積藝術文化的能量，帶動城

市行銷，讓世界看到臺南。而此次邀請到國內外

5個國家（波蘭、荷蘭、巴西、澳洲及臺灣）、
18位創作者及團隊參與展出（註 1），活動內容
包含藝術家聯展、創作工作坊、藝術家講座、工

作營，希望以保存文化資產及生態資源的角度，

同時藉由藝術深入社區與民眾近距離之互動，提

升、厚植國人之文化底蘊。

首先登場的是 11月 5日至 20日假臺南東
門美術館展出的「藝術家聯展」。11月 10日下
午 14時係「環境藝術創作展／藝術家聯展」開
幕活動，由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臺南

市政府文化局葉澤山局長、荷蘭駐臺辦事處代表

André Verkade以及波蘭駐臺辦事處代表一一致
詞後，為國際藝術家週系列活動正式揭開序幕。

藝術家聯展特別邀請 18位國內外知名藝術家提
供近期作品共同展出，而此次參展藝術家、同

時亦是策展人之一的 Bartosz Janczak於分享時提
到，藝術家和建築師彼此之間的合作、以及藝術

家為公共空間進行創作，發展至今已有著令人著

迷的進展；我們應該對此抱持開放的態度，繼續

將建築物內、外部，甚至整個城市轉變為藝術狀

態。藝術就是一種溝通的方式，藉由它來讓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們得以相互交流，進而激發出新的

創作。

「創作工作坊」則於 11月 6日至 22日假
臺南安平的漁光島舉行。這場由藝術家們駐村進

行創作的活動，是此次展出裡最具特色之活動，

不僅在漁光島的社區活動中心、數面民宅牆面、

漁光島國小、新營文化中心留下 11件美麗的壁
畫，也在漁光島附近沙灘的森林步道中留下 4件
大型雕塑作品。透過漁光島豐富多元的生態環

境、文化內容及特殊空間，以保存文化資產及生

態資源的角度出發，融入藝術作品來重現島嶼新

風貌。

 ▲「環境藝術創作展／藝術家聯展」開幕當天藝術家們及貴

賓合影留念（前排左一至左四：Adrian Doyle、João Lobato 
Tolentino、Maciej Swiatnicki、郭博州院長。後排左三至左八：
Roberto Machado（淺藍襯衫）、Carlos Diego Correa Uribbe 
Castro、Bartek Świa tecki、Daniel Chazme、Bartosz Janczak、
Robert Seikon。後排右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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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月 10日「環境藝術創作展／藝術家聯展」於東
門美術館展覽開幕，郭博州院長代表本校致詞歡迎

與會出席的貴賓。

 
▲

藝術家 Robert Seikon壁畫作品（漁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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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 Daniel Chazme於新營文化中心繪製牆面。

 ▲藝術家Maciej Swiatnick於漁光島億載國小漁光分
校繪製牆面。

 ▲藝術家 Bartek Świa tecki於漁光島民宅旁繪製牆面。

 ▲藝術家 Zacharias Zedz於漁光島居民提供的工作室
進行雕塑銲接。

 ▲藝術家 Bartek Świa tecki壁畫作品（漁光島）。

 ▲藝術家 Zacharias Zedz木工作品（漁光島）。

 ▲藝術家 Maciej Swiatnicki作品（億載國小漁光分
校）。

 ▲藝術家團體 Coletivo Muda作品（漁光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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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 Adrian Doyle（前排右二）於「藝術家講座」
結束後與本校師生合影（前排左二：郭博州院長）。

 ▲藝術家 João Lobato Tolentino（前戴眼鏡者），
Carlos Diego Correa Uribbe Castro（後）向億載國小
漁光分校學童示範創作。

 ▲策展人 Roberto Machado（前排左）於「藝術家講座」結
束後與國立臺南大學師生合影（前排右：國立臺南大學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系主任潘青林教授）。

「藝術家講座」於開展期間假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以及國立臺南大

學辦理 4場，以「藝術家作為策展人」、「環
境藝術創作展策展經驗」、「Ar/t/chitecture─
城市藝術」為主題，邀請 Roberto Machado（西
班牙）、Adrian Doyle（澳洲）、Robert Seikon
（波蘭）等藝術家和學校師生、社區民眾、藝術

工作者們，一起參與研討當代藝術的新趨勢，席

間與會者也和藝術家們針對藝術融入環境的理念

和實作經驗，進行交流與對談。

「工作營」則於 11月 20日假臺南億載國
小漁光分校辦理，由 Coletivo Muda的兩位藝
術家 João Lobato Tolentino、Carlos Diego Correa 
Uribbe Castro帶領該校小朋友進行藝術創作，透
過運用色紙創作拼貼畫並結合該校特色之海洋教

育；此外藝術家們也在工作營的活動中，引領該

校師生參觀他們在漁光島創作現場的大型雕塑作

品，讓該校師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次臺灣環藝展活動內容豐富，不僅讓國

內外藝術家能與當地居民互動、對話，藝術作品

本身與當地環境、建築相互輝映，更讓人們得以

用不同的角度來認識漁光島，也開啟了一道通往

藝術欣賞的體驗路徑。人藝學院也期盼未來能持

續舉辦相關展覽活動，探索藝術融入生活的各種

可能，更歡迎各位能夠親自前往漁光島，在欣賞

各種藝術創作的同時，也能感受「藝術即生活」

的創作理念。

註 1　  「Ar/t/chitecture 臺南環境藝術創作展」參
展藝術家（國外 8 位，國內 10 位）

波蘭 Bartek Ś wią tecki, Bartosz Janczak*, Daniel 
Chazme, Maciej Swiatnicki, Robert Seikon

巴西 Coletivo Muda (João Lobato Tolentino, Carlos 
Diego Correa Uribbe Castro) 

荷蘭 Zacharias Zedz

澳洲 Adrian Doyle

臺灣 許自貴、郭博州、林熺俊、李政勳、陳建
大 明、 黃 金 福、 陳 廷 晉、 李 承 亮、 林 蔭
棠、洪明爵

*  Bartosz Janczak、Roberto Machado（西班牙）
為此次臺南環藝展策展人（2 人亦為桑德基金會創
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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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絡天地海 Grounding」Jack Doherty蘇打燒創作展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游孟書助理教授

由本校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以下簡稱藝

設系）主辦、人文藝術學院及「Cloud Forest 
Collective」雲森陶陶工作室協辦的「土絡天地
海 Grounding」Jack Doherty 蘇打燒創作展，
於 2018年 10月 2日至 13日假本校北師美術
館舉行。此次創作展係由本系游孟書老師與雲

森陶陶工作室負責人 David Pipkin攜手合作策
劃，邀請國際知名英國陶藝家 Jack Doherty以
「Grounding- Vessels from the sea, the land and 
the sky」為主題展出近年來的作品，當中記述著
Jack Doherty自己在創作過程中與土地、海、天
相生相融，以及環境與人之間的對話與流動。

10月 2日展覽開幕當天，在本校張新仁校
長、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藝設系陳淳迪主

任致詞，以及音樂學系同學們現場演奏的優美樂

音下正式揭開序幕。而開幕日正好適逢國際陶藝

學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eramics，IAC）
第 48屆會員大會期間（2018年 9月 29日至 10
月 3日，本屆於新北市鶯歌陶瓷博物館舉行），
不僅吸引眾多校內外師生貴賓一睹英國陶藝大師

之新作與風采，也有多位國內外陶藝專家學者特

地前來本校出席參與，為現場增添熱鬧之氣氛。

Jack Doherty生於愛爾蘭，在當地畢業之後
便在英格蘭發展。他曾擔任英國陶藝協會會長、

英國「李奇名窯」（Leach Pottery）總監，展覽
及工作坊遍及英國、歐陸、北美及亞洲，作品刊

載於各大陶藝期刊雜誌，並曾多次應邀來臺舉辦

展覽。Jack Doherty先前就已和本校有多年合作
淵源：2010年 11月曾於本校藝術館M201藝術
空間舉辦「樸真 Pure Simplicity」個展；此外他
在擔任李奇名窯總監期間，每年提供藝設系同學

海外實習機會，促進本校陶藝同學參與國際產業

實習交流。Jack Doherty代表性的創作特色在於
「蘇打燒」─這是一種使用單一種土質、掛單

一種氧化銅釉、搭配單一種燒製方式的技法，卻

能衍生出多重層次的釉色變化與質感，也造就了

作品的豐富性及其獨一無二的炫麗色調。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覽期間亦安排 10月

3日上午 10時至 12時、下午 14時至 17時，分
別於本校藝術館 M405國際會議廳及藝術館中
庭舉辦「陶藝創作經驗談」講座及「手做陶藝

成型示範」工作坊。在上午場次的講座裡，Jack 
Doherty和大家分享自身創作經驗，從創作思路
的延伸及發展，談論自己選擇蘇打燒作為藝術創

作媒材的心路歷程；也分享自己在任職李奇名窯

總監期間，對歷史、環境等議題反思後在想法上

的轉變。在問答時間中，聽眾們針對不同世代及

地區對於陶瓷創作的觀點、以及陶瓷創作者在創

作過程中如何發現美學、可能會遇到的困境與挑

戰等議題與 Jack Doherty進行思辨交流。下午場
次的陶藝工作坊，Jack Doherty於藝術館中庭示

 ▲英國陶藝家 Jack Doherty（前排左五）、本校張新
仁校長（前排左四）、藝設系羅森豪教授（前排左

三）、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前排左二戴帽

者）、藝設系陳淳迪主任（後排左二）、藝設系李

炳曄助理教授（後排左一）、藝設系游孟書助理教

授（最前方右邊白衣蹲者）於展覽開幕後與國際陶

藝學會（ICA）友人們合影。

 ▲ Jack Doherty創作展於 10月 2日開幕，吸引眾多校
內外師生出席一睹陶藝大師風采（右一至右二：藝

設系游孟書助理教授、Jack Doh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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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手做陶藝成型技法，從手拉坏小杯、小碗開始

暖身，並一邊示範同時談論創作的思想及看法，

並不時與同學們進行對話，最後以示範製作大型

花器作為結束。

本次展出於 10月 13日順利圓滿落幕，特
別感謝北師美術館林曼麗教授、藝設系羅森豪老

師指導協助安排展覽場地等事務，也感謝本系碩

士班陶藝組同學們，從作品運輸、展場設計、文

宣、佈置展場、開幕茶會、場地租借、技術協助

等準備工作上提供許多協助，讓此次展出得以順

利進行。也期盼同學們能藉由展覽活動期間累積

國際展覽相關經驗，並從和 Jack Doherty等大師
面對面的交流，直接向大師們學習陶藝專業技術

與更寬廣的藝術視野。本校陶藝課程歷年來不斷

進行國際交流及推廣，每年仍持續推展李奇名窯

的實習機會，至今已培育多位臺灣傑出陶藝工作

者，並於近年來代表本校在日本、韓國、中國等

地參與國際展出，期待未來能持續舉辦相關展

覽，培育更多陶藝人才，在國際間綻放來自臺灣

的藝術生命力。

 ▲ Jack Doherty（右）於「陶藝創作經驗談」講座中
與藝設系同學們分享創作心路歷程，並與藝設系游

孟書老師（左）進行技術與看法之交流。

 ▲ Jack Doherty 在
藝設系中庭為同

學說明並展示創

作過程。

 ▲「陶藝創作經驗談」講座後全體人員合影（前排左至

右：本校藝設系羅森豪教授、雲森陶陶工作室負責人

David Pipkin、Jack Doherty夫人 Sarah Frangleton、Jack 
Doherty、本校藝設系游孟書助理教授）。

 ▲本校藝設系同學們於「手做陶藝成型示範」工作坊結束後合影（前排坐者右至左：藝設系游孟書助理教授、

Jack Doherty、Jack Doherty夫人 Sarah Frangle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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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文化日活動 ◎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

—「同一片天空下，不同的世界」印尼亞齊省見聞分享

本校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以下簡稱

東協中心）於 2018年 10月 25日下午 12時 20
分，假本校北師美術館一樓演講廳熱鬧舉辦「印

尼文化日」活動，內容包括介紹印尼文化、伊斯

蘭信仰等。活動當天不僅吸引本校許多教職員生

的熱情參與，也邀請附近居民共襄盛舉，在季秋

午後一同享受特別的南洋異國風情。

負責策劃本活動的 7位同學在 2018年暑假
期間，由東協中心主任王大修老師率團出訪印尼

國立亞齊大學（Syiah Kuala University）參與夏
季營隊，同學們在活動期間不僅能與當地大學生

進行交流，也感受到亞齊省其獨特之人文風情。

在活動結束後，同學們決定將這趟出訪之行之見

聞，介紹給更多人認識、了解，進而催生了本次

印尼文化日之活動。

活動當天同學們先向大家介紹印尼這個

位於赤道的熱帶國家之相關基本資訊，接著介

紹印尼亞齊省當地歷史、傳統美食、以及印尼

服飾與舞蹈。活動現場也準備了印尼炒泡麵

（Mie Instan）、椰絲球（Klepon）、椰糖糕
（Dodol）、傳統蒸蛋糕（Kue Bolu）、椰汁芒
果糕（Nagasari isi mangga）等印尼道地的點心
請大家品嚐，讓與會的聽眾們沉浸在文化導覽的

同時，也從各式美食中體驗南洋好滋味。

活動中同學們也準備一段習自亞齊當地大

學生所傳授之印尼舞蹈表演，將活動氣氛炒熱至

最高潮。在舞蹈表演結束後，同學們也邀請在場

的聽眾們，一起做出舞蹈表演中代表「團結一

心」的動作，象徵著本活動「將大家串連在一

起」的初衷。活動最後則是由 3位同學分享這趟
參加夏季營隊的心得，同時邀請現場聽眾體驗伊

斯蘭婦女包頭巾之特殊文化，並於現場舉辦抽獎

活動，將此次從印尼之行帶回來的特色小禮物分

享給所有在場的朋友們，整場活動也在此圓滿結

束。

隨著時代的演進以及社會發展，今日已有

越來越多來自東南亞地區的移工和新住民在臺灣

生活。此次舉辦印尼文化日，是希望國人藉此機

會更深入了解、認識印尼文化，消弭對於東南亞

移工的偏見及歧視；同時也關心臺灣新住民在國

內生活適應等相關問題，讓臺灣成為一個包容多

元族群文化的友善國家。

 ▲主講同學們與聽眾們一同

完成印尼傳統舞蹈中象徵

「團結一心」的動作。

 ▲暑期出訪印尼亞齊省的同學向大家介紹印尼國徽與

國旗，及其背後蘊含之文化精神意涵。

 
▲

與會聽眾於中場休息

時間體驗印尼美食。

息

。

 ▲ 10月 25日「印尼文化日活動」吸引許多師生前往
聆聽，現場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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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521區 2018-2019年度國際成年禮
—體驗孔廟儀式，開啟學習成長新頁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由臺灣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協會（隸屬國

際扶輪 3521區）引薦、目前於本校教務處華語
文中心學習華語的高中職外籍交換生，於 107
年 11月 25日下午 13時至 17時，假臺北市孔廟
參與國際成年禮活動。此次國際成年禮活動，

不僅讓這群高中職外籍交換生有機會體驗各種

孔廟儀式並了解其象徵意涵，交換生們亦於當

日準備活動表演，藉以呈現來臺期間之學習成

果。

成年禮在司儀隆重的開場白下正式開始。

交換生們以成年禮生的身分，完成穿過黌門、

禮門，以金盆盛泉水洗手等一連串的儀式，藉

此象徵洗滌舊習、進入禮儀；接著禮生隨著主

祭官、陪祭官點燭、燃香、上香、祭孔，並由

主祭官唸祝禱詞、獻

花、獻果。此外，廟方也請交換生的接待家庭及

家長們執行弱冠、笄禮儀式，期勉學生於成年之

際亦能獨當一面。而 3位於本校修習華語的交換
生許艾米（美國）、張綺霞（巴西）、張宇陽

（匈牙利）同學則代表所有成年禮生，以華語向

師長們致成年感恩詞，感謝師長們的諄諄教誨。

交換生們也精心準備舞龍舞獅、中國武術、電音

三太子等文化表演，不僅展現學習成果，也讓此

次成年禮活動在精彩的表演中圓滿結束。

每年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高中交換學生，

透過協會至臺灣各高中職做學習交流，並固定安

排至本校華語文中心學習華語及中華文化。祝福

每一位交換生在臺灣學習期間不僅提升華語文能

力，也能對華人文化有更深入的認識，開啟更豐

富精彩的人生。

 ▲華語文中心高中
職外籍

交換生李艾仁（
法國）

體驗洗滌舊習儀
式。

 ▲華語文中心高中職外籍交換生
於成年禮活動中表

演電音三太子。

 ▲華語文中心 3位高中職外籍
交換生代表全體成年禮生致

感謝詞（左至右：許艾米、

張綺霞、張宇陽）。

  ▲▲全體高中職外籍交換生於臺北市孔廟合影。全體高中職外籍交換生於臺北市孔廟合影。

中 高中職外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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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月 21日弦樂四重奏（左至右：小提琴─彭泰、
江育誠、中提琴─陳玟瑜、大提琴─林祐萱）。

 
▲

11月 21日木管
二重奏（左至

右：長笛─陳

奕貞、雙簧管

─王芷聿）。

123週年校慶暨圖書館週慶祝活動
—琴聲‧書香 午間音樂饗宴 ◎圖書館

為慶祝本校 123週年校慶，圖書館與音樂
學系學會特別規劃於 2018年 11月 21日及 12月
5日中午 12時 30分，假圖書館一樓大廳舉辦兩
場校慶午間音樂會。由音樂學系同學組成之室內

樂團準備了多首旋律悅耳的曲目，讓平日僅能輕

聲討論、安靜閱讀的圖書館一樓大廳化身為小型

音樂廳，為書香滿溢的圖書館增添了美妙音符。

第一場午間音樂會於 11月 21日中午由弦
樂四重奏揭開序幕，小提琴彭泰與江育誠、中

提琴陳玟瑜、大提琴林祐萱共 4位同學帶來了
〈卡農〉、〈女人香〉兩首樂曲。〈卡農〉是巴

洛克時期德國作曲家約翰‧帕海貝爾（Johann 
Pachelbel）最著名的作品；〈女人香〉則為阿
根廷式的探戈（Tango）舞曲，採「A-B-A-B」
曲式：首段 A部分呈現慵懶卻不失幽默之風
味，進入 B時曲子轉為小調，從詼諧轉變呈現
激情的感覺，接著回到 A然後再進到 B結束，
透過兩者之間的反差，創造出若即若離的朦朧

感。接著登場的木管二重奏，由雙簧管王芷聿、

長笛陳奕貞帶來〈我是快樂的捕鳥人〉（Der 
Vogelfänger bin ich ja），這是莫札特著名歌劇
《魔笛》（Die Zauberflöte）裡由捕鳥人帕帕基
諾（Papageno）演唱的詠嘆調。整首曲子以民謠
為基調，彷彿帕帕基諾就在大家眼前自我介紹，

活靈活現地呈現出他單純可愛的性格。

第二場午間音樂會於 12月 5日中午在圖書
館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致詞後展開，當日弦

樂四重奏係由小提琴陳羿僑與李姿璇、中提琴馮

啟欣、大提琴陳柔安帶來貝多芬的〈英雄四重

奏〉（Beethoven String Quartet in C Major Op.59 
No.3 Mov.I），這首曲子呈現出面對生命中的不
幸時仍不消沉、持續在黑暗及孤獨中勇敢奮鬥

的精神，也符應貝多芬一生面對種種挑戰考驗

時仍不向命運低頭的勇氣。接著吉他二重奏由

 ▲ 12月 5日弦樂四重奏（左至右：小提琴─陳羿僑、
李姿璇、中提琴─馮啟欣、大提琴─陳柔安）。

 ▲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於 12月 5日音樂會開場
致詞歡迎所有出席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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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健琛、林家均帶來耳熟能詳的中國民歌〈茉

莉花〉以及作曲家 John Johnson兩首輕快活潑
的曲子〈The Platt pavin〉、〈Galliard to the platt 
pavin〉，平易近人的旋律引起聽眾們的共鳴，
也為此次午間音樂會劃下圓滿的句點。

此次圖書館舉辦之兩場午間音樂會，讓優

美的旋律徜徉在書香氣息之中，不僅讓提前入座

的教職員生享受到美妙的音樂，也吸引不少進館

閱報及查找資料的讀者們駐足聆聽。林淇瀁館長

於音樂會結束時特別頒發感謝狀，感謝音樂學系

學會及全體 12位演出同學，為聽眾帶來美好的
午間音樂饗宴。圖書館也期盼未來能持續合作，

讓琴聲與書香彼此交會，洋溢著知性兼具感性的

人文藝術氣息。

 ▲ 2018年 10月 1日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英家銘老師
與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合影。

 ▲ 2018年 11月 20日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孫志麟老師
與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合影。

 
▲

林淇瀁館長（左）於音

樂會結束後頒發感謝狀

（右：林家均）。

2018「北教大名師講座」圓滿落幕
—2019即將登場，敬請期待！ ◎圖書館

2018下半年 3場「北教大名師講座」分別
於 10月 1日、11月 20日、12月 14日舉行，因
配合圖書館 3、4樓改造施工作業，演講地點改
於 1樓多功能活動區，小型書展則採本館網頁線
上呈現，方便本校師生隨時瀏覽講座圖書著作書

目及展覽清單。3場講座均由林淇瀁館長（詩人
向陽）擔任主持人，並承襲以往本校各學院推薦

教師分享個人學思專長及寶貴經驗傳統，頗獲參

與講座師生同仁們好評。

第一場講座「文化裡，遇見數學：東亞算

學兩千年的浪漫」由本校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英

家銘老師主講，以人文史觀之角度，分享聽眾們

較少聽到的東亞數學發展史；第二場講座「教

育創新促進公平與品質：讓夢想在真實世界中

發生」由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孫志麟老師

主講，他引介教育的雙核心價值─「公平與品

質」，並舉「教育創新 100」的 7個實例，提供
「創新領導、能力培植、革新環境、創新文化、

音

狀

 ▲ 12月 5日吉他二重奏
（左至右：繆健琛、

林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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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 11月 20日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游孟書老師
與林淇瀁館長（詩人向陽）合影。

 ▲北教大名師講座場場精彩，吸引本校師生同仁們熱

烈參與。

網絡連結、永續創新、支持系統」7把鑰匙，與
大家一同深入探討如何促進教育公平與品質的實

踐。第三場講座「做藝術不如賴活著？」由本校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游孟書老師主講，分享藝術

創作產業經驗。游老師邀請大家一同思考：藝術

若只是怡情養性，想必優雅、輕鬆而愉快；然而

您可曾想過，賴藝術維生的現實狀態是什麼模

樣？究竟藝術工作者都在做什麼？如今當代藝術

已然成為產業，龐大的產業鏈涉及生產線與公司

產業化的經營，除了從事藝術教育、簽經紀或展

覽約、接個案／大藝術家的分案，在創作與作品

之外還有成立工作室、品牌設計、參展、與公私

部門開會、產品行銷等許多的行政與雜務需要處

理，此外也需要經營維繫與產業界的良好關係

等。最後游老師以 Top 100 Living Artists為例，
讓聽眾進一步了解藝術產業與產值，也讓聽眾對

藝術工作的甘與苦有了初步的認識，對於做藝術

「是追求夢想？還是為了生活成為寄居蟹？」有

了更具體深刻之理解和想像。

「北教大名師講座」2018年場次順利圓滿
結束，感謝各位親臨參與講座之師生同仁們予以

熱烈迴響。2019年圖書館將持續規劃辦理「北
教大名師講座」，期盼所有聽眾能從每ㄧ場演講

中獲得更多能量，敬請大家期待與支持。

「教殊 育見創新的你」 ◎教育學系一甲　賴思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創新 2018—學習策略與方法」成果發表會

本校教育學系於 107年 12月 22日上午 9
時 30分至 16時 30分，假本校至善樓國際會議
廳舉辦「創新 2018─學習策略與方法」成果發
表會，不僅邀請到本校傑出校友進行專題演講，

同時介紹數個創新教育團體並分享其創新策略。

這場成果發表會，緣起於本學期初教育系同學們

參觀之「台北 2018雜學展─勇不設限」，50多
位修習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教授「學習策略與方

法」課程之教育系同學，在雜學展中有幸認識許

多懷著不同教育理念的機構創辦人及教師。同學

們從各組採訪與對話中，一方面深入了解他們的

教育理念與看法，同時將採訪內容彙集成為發表

會之主題。在林偉文主任指導、歷經 3個多月的
策劃與籌備下，順利促成此次活動。

發表會當天由資訊工業策進會（資策會）

創新學習中心王嬿茵專案經理，以「實驗人生，

十年旅程─談走上教育科技之路及經驗分享」為

題進行演講。身為本校畢業傑出校友的王經理，

大方與在場嘉賓及師生們分享自己如何從學校畢

業、歷經實習與讀研，最後成為教育創新實踐

者，將教育科技專案推向國際，並榮獲許多國際

首獎等一路以來的過程。期盼藉由自己過來人的

經驗，鼓勵同學們不斷發想教育創新的想法及實

踐。

當日下半場之活動則是有 8組同學進行成
果發表。「Mr. Dream」訪問微亮計畫創辦人
Jacob，透過「教練」的協助引導人們朝向理想
的道路邁進。「學習，部一樣」訪問 Ibu部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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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團隊團長郭孔寧，透過大學生與部落孩子們的

互動產生教學相長的作用。「轉角，不一樣的禮

物」訪問顧琬婷老師如何透過網路讓更多人了解

特教現場，進而讓一般社會大眾能更友善地面對

特殊生。「美感教育的崛起─教科書的革命」

訪問美感細胞計畫的創辦人陳慕天，如何美化

「教科書」這項學習路上最重要的工具，進而讓

孩子能夠在學習中培養美感。「引領人生的一道

光」訪問亮語文創的阿亮老師與小品老師，如何

透過創新的教學讓孩子能愛上學習、體會學習的

樂趣。「性！教育性？」訪問 UDSTAND的創
辦人 Jay，希望藉由遊戲或動畫等方式教導性知
識，期待社會能以更開放的眼光來看待性教育。

「她與 TA的生命教育之美」訪問 TATA創辦人
李茂芊，如何透過體驗式生命教育，讓大家更了

解如何和寵物相處，以減少流浪動物之問題。

「『步』出自己的路」訪問台北城市散步執行長

邱翊，如何設計特色課程並實際走訪古蹟景點，

讓文化教育走出課本，也能感受城市。席間也邀

請到林新發前校長、潘慶輝校長及吳順火校長予

以同學們指導，盼藉由理論與實務兼具之活動內

容，提供同學們對於學習策略與方法能有不同的

思考。

當日活動在下午 16時 30分順利圓滿結
束，感謝所有前來與會的師生同仁們，給予教育

學系同學們許多鼓勵。同學們也因著這場發表

會，看到了教育的新風貌，更從約訪、訪談、分

析統整到最後上台發表，體驗大學學習的重要歷

程。期盼藉由這學期的課程學習中，讓同學們能

有更深更廣的視野來思考學習策略與方法，看見

教育創新實踐的無限可能。
 
▲

教育學系同學於成果發表

會會後與師長們合影（前

排坐者左至右：潘慶輝校

長、林偉文主任、周玉秀

教授、王嬿茵專案經理、

吳順火校長）。

 ▲教育學系同學於成果

發表會會後與師長們

合影（前排坐者左

二至右：林偉文主

任、林新發教授、吳

順火校長、潘慶輝校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