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生表現

賀本校同學參與 107年度「DIGI＋數位新星大賞」
期末成果展，榮獲佳績！ ◎理學院

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

會自 106年起推動「DIGI + Talent跨域數位人才
加速躍升計畫」，首創法人實務研習單位及其合

作企業，共同培育跨域數位人才，並向各大學

校院學生開放法人豐沛資源，提供實務研習機

會，總計 107年度共培育 355名跨域數位人才，
盼能藉此促進產、官、學三方之合作，協助臺

灣企業之數位轉型。107年度「DIGI + 數位新星
大賞」自 107年 3月公告、4月推薦研習學生、
5月進行海選、6月公布錄取研習名單，接著由
法人實務研習單位安排之導師，帶領獲選之同

學組成跨校、跨領域之團隊，結合產業界實戰經

驗，發展 AI人工智慧、Fintech金融科技、AR
／ VR智慧內容、資料科學、IoT智慧聯網等專
題作品。為期近半年的研習結束後，主辦單位於

107年 12月 4、5日假華南銀行國際會議中心舉
辦期末成果發表會，展示 13所法人研習單位近
百件專題成果，並從中甄選出 20組最新研發亮
點。107年本校共有 12位同學自海選階段脫穎
而出，並分別獲選進入 7間研習單位，其中有 5
組共 6位同學於期末成果發表會中獲獎，實屬不
易。期盼 12位參與 6個月研習的同學們，都能
從中學習、增進自身實戰能力，並於未來順利接

軌職場，提升就業競爭力。另，108年度「DIGI 
+ Talent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本校作業
窗口轉由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承辦，有興

趣參加之同學可逕洽本校師培中心或至「DIGI + 
Talent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官網 http://
www.digitalent.org.tw查詢。

 ▲本校數位系周洺翰同學（左）進行專題發表。

 ▲本校語創系程婕同學（右三）、數位系周洺翰同學

（右一）分別榮獲 DIGI + 數位新星大賞期末成果
展團體組及個人組第三名。

107年度「DIGI + 數位新星大賞」期末成果展獲獎同學名單
名　次 系　所 姓　名 專題名稱 研習單位

團體組第一名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
蔡佳娟 智慧穿戴紡織品開發與應用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團體組第二名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
曾語萱 雲端客製化設計平台 印刷創新科技研究發展中心

團體組第三名 語文與創作學系 程　婕 英語村數位教材內容開發 資訊工業策進會

個人組第三名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周洺翰 XR-防盲小尖兵 資訊工業策進會

團體組特選
資訊科學系 黃玠喬 TW-BIM虛擬元件國際供應

鏈平臺
臺灣建築中心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李昆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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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
◎語文與創作學系

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以下簡稱語創系）

為培養文學創作人才，鼓勵本校學生文學創作風

氣，進一步深耕文學土壤，規劃舉辦 2018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徵文活動，向本校各系所在

學學生（含碩博士班及進修班別）徵件。

本次文學獎共分為「新詩組」、「散文

組」與「極短篇組」3組進行徵選，自公告訊息

至 2018年 12月 6日收件截止日，收到新詩組

44件、散文組 46件、極短篇組 75件、總計共

165篇稿件，並由語創系組成評審工作小組，負

責檢視來稿資格及評審作業後，公告並通知入圍

決選之同學。接下來則是進行公開決審會議，聘

請校外著名專家評審參與討論後，宣布各組獲獎

同學及優秀作品。

公開決審會議於 2018年 12月 18日下午 13

時 30分假本校行政大樓 A306教室辦理，此次

各組邀請多位校外專家評審委員：新詩組邀請到

吳懷晨、顧蕙倩、煮雪的人（本名張家瑞）；散

文組邀請到簡文志、陳銘磻、丁威仁；極短篇組

邀請到愛亞（本名周李丌）、游善鈞、陳裕盛。

如此盛大之校外專家評審委員陣容，也吸引了

約 20位喜愛文學的師生出席。語創系許育健主

任於開場致詞時提到：文學獎與藝術創作難免都

有主觀層面評判，所以無論是評審或與會同學都

有不一樣的看法，「在主觀中尋求客觀」即是本

次決選最寶貴的地方。在介紹各組評審委員及頒

發感謝狀後，由評審委員們對於入圍的各項作品

進行評審，並在最後評選出各組 1名特優、2名

優選及數名佳作作品，由評審委員頒發獎狀給得

獎同學，肯定其文采的同時也勉勵同學們再接再

厲，書寫出屬於自己的生命篇章。活動最後則

由擔任此次文學獎總召集人的語創系陳文成老師

進行總結，陳老師一方面再次肯定各組得獎者的

創作實力，也期許未來文學獎能看見更多優秀作

品，為文學注入更多的創作活力。

 ▲新詩組公開決審專家評審委員（左至右）：

顧蕙倩、吳懷晨、煮雪的人（本名張家瑞）。

 ▲極短篇組公開決審專家評審委員（左至右）：

游善鈞、陳裕盛、愛亞（本名周李丌）。

 ▲散文組公開決審專家評審委員（左至右）：

丁威仁、陳銘璠、簡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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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詩組評審委員與

參加同學合影。

散文組（9名）
班　　級 姓　名 篇　名 名　次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楊喻斐 異鄉愁 特　優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四年甲班 倪子涵 平安 優　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四年甲班 嚴飛鴻 野炊一事 優　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甲班 黃卉萱 過渡之夏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乙班 廖苡婷 地鐵巴黎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張　晴 山在跳舞，海在笑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許巽絜 阿尼姆斯的觀察週誌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甲班 張靜蓉 樂園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徐滋妤 像河一樣擁我入眠 佳　作

新詩組（9名）
班　　級 姓　名 篇　名 名　次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徐滋妤 SM情話 特　優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曾佳雯 中二病 優　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二年甲班 張育甄 只有名字不曾消亡 優　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王雨欣 諧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呂振嘉 眾聲中的巴別塔 佳　作

心理與諮商學系一年甲班 匡子詠 防空洞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甲班 張靜蓉 天性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甲班 葉秀威 說好 佳　作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龔嘉妤 寂寞相聲 佳　作

極短篇組（8名）
班　　級 姓　名 篇　名 名　次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二年甲班 趙昱凱 影子不會自己移動 特　優

語文與創作學系三年甲班 梁友惠 疑心 優　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陳曉寗 後悔湯 優　選

教育經營管理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詹凱珽 菸 佳　作

心理與諮商學系四年甲班 黃瑀婷 貳拾二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四年甲班 楊舒嵐 阿姨 佳　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陳　欣 沉落的鈣板藻 佳　作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三年甲班 邱語柔 微觀世界 佳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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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文組評審簡文志老師（右）頒

發優選證書（左：語創四甲嚴飛

鴻同學）。

 ▲活動召集人陳文成老師（左）頒

予散文組評審委員丁威仁老師

（右）感謝狀。

 ▲極短篇組評審陳裕盛老師（左）

頒發優選證書（右：語碩二陳曉

同學）。

 ▲散文組評審委員與

參加同學合影。

 ▲極短篇組評審愛亞老師（左，本

名周李丌）頒發特優證書（右：

文創二甲趙昱凱同學）。

 ▲新詩組評審吳懷晨老師（左）頒

發優選證書（右：語創二甲張育

甄同學）。

 ▲語創系許育健主任（右）頒予新

詩組評審委員煮雪的人（左，本

名張家瑞）感謝狀。

 ▲極短篇組評審委員

與參加同學合影。

新詩組評審吳懷晨老師（左）

散文組評審簡文志老師（右） 極 篇組評審愛 老老師（左 本 極 篇組評審陳裕盛老盛老老師（師（左）左

語創系許育健主任（右） 予新活動 集 陳文成老師（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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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
教職員工羽球賽成績

 ◎學務處體育室

名　次 系　所

冠　軍 教育學系

亞　軍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季　軍 語文與創作學系

殿　軍 資訊科學系

107學年度
校長盃羽球賽成績

 ◎學務處體育室

107學年度
校長盃桌球賽成績

 ◎學務處體育室

第一名：國北教大附設實小。

第二名：總務處 A隊。
第三名：總務處 B隊。
第四名：理學院。

全體參賽同仁合影。

名　次 系　所

冠　軍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亞　軍 特殊教育學系

季　軍 教育學系

殿　軍 心理與諮商學系

名　次 系　所

第一名 國北教大附設實小

第二名 總務處 A隊

第三名 總務處 B隊

第四名 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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