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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聞

2019己亥新春團拜　再接再勵續創高峰
◎人事室

由本校總務處及人事室同仁共同籌辦之

2019己亥年新春團拜活動，業於 108年 2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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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小教師及同學

總計約 420人歡聚一堂。張新仁校長感謝過去一
年來全體同仁的努力，讓本校校務蒸蒸日上，

本校 107學年度日間學士班註冊率高達 95%以
上，為公立一般大學「就學穩定率」排名第六

名，於今日少子化的情形下能有這樣的成績實屬

不易。她勉勵大家繼續努力，在豬年一同再創高

峰，並祝賀全體師生同仁新春諸事如意；同仁們

也於新春團拜時彼此拱手作揖、互道新年恭喜，

在新的一年到來時再次凝聚同仁之間的向心力。

接著本校附設實驗小學的同學們為大家帶來一段

精湛的祥獅獻瑞表演，整齊劃一的動作演出，展

現出他們平日紮實的練習成果與絕佳的默契配

合，也贏得全場滿堂喝彩。

眾所期待的新春團拜重頭戲─摸彩活動，

在主持人熱情地帶動下，整場活動氣氛高潮不

斷，並邀請校長及各學術、行政主管陸續地為摸

彩抽出幸運兒，更不時加碼送出摸彩獎金。副校

長及數位學術行政主管也別出心裁地於摸彩時展

現相關創意活動，讓全場同仁們掌聲不斷、驚喜

連連。新春團拜最後於 12時 30分順利圓滿結
束，感謝全體同仁的積極參與，以及許多睽違許

久的退休師長們返校同樂，讓我們心懷感恩與希

望，迎接嶄新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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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新仁校長於新春團拜向全體同仁拜年。

 ▲張新仁校長（左五）與附設實驗小學表演同學們合影。

 ▲楊志強副校長（右）於摸彩活動中抽出得獎者。

 ▲張新仁校長（中）於摸彩活動中抽出得獎者。

 ▲何義麟主任秘書（左二）於摸彩活動中抽出得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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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語文教學與文學創作研討會 ◎語文與創作學系

由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語文教育系、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共同舉

辦之「第一屆語文教學與文學創作研討會」，

於 2019年 1月 16日（三）9點 30分至 16時 30
分，假本校附設實驗小學及篤行樓 601國際會議
廳舉行。本次活動規劃為公開授課及論文發表二

部分進行，前半部特別邀請來自中國四川省成都

師範銀都紫藤小學的鍾敏老師，至本校附設實驗

小學進行五年級語文公開授課。此次授課以臺灣

翰林版第十課〈憨孫耶，好去睏啊！〉（蕭蕭作

品）作為授課文本，鍾老師將教學重點放在品讀

文章語句，讓學生從品讀中見畫面、聽聲音、感

受祖孫情意，進而體會親情之可貴。鍾老師於課

堂中與五年級學生齊讀課題，並向學生提問「祖

母在什麼時候、什麼場景對文中的『我』說出這

句話？」以及與學生共同梳理課文的時間脈絡。

公開授課結束後的綜合座談，計有本校語文與創

作學系許育健主任、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

育學系楊裕貿主任、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蔡

玲婉教授及本校附設實驗小學祝勤捷校長共同參

與討論，同時也有現場參與的老師提出心得與疑

惑，都能經由鍾老師一一予以詳細說明，讓整場

公開授課充實圓滿，頗獲好評。

公開授課結束後，緊接著是後半部於本校

篤行樓 601國際會議廳登場的論文發表，共有
9位教授分別於三場次發表語文教學相關論文。
第一場次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劉

君𤥢助理教授發表論文〈故事圖畫書閱讀進程：

以安東尼．布朗《大猩猩》為例〉、本校語文

與創作學系陳佳君副教授發表論文〈焦點式課

文文本分析之理論與應用─以思維力為重心的

考察〉、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蔡玲婉教授

發表論文〈教師運用磨課師教學影片進行二年級

大意教學之研究〉。第二場次則由本校語文與創

作學系許育健主任發表論文〈CORE：數位閱讀
理解策略之探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陳

昭吟副教授發表論文〈論兒童文學在國小國語文

多元識讀之應用—以繪本和動畫為例〉、以及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魏聰祺教授發表論

 ▲成都師範銀都紫藤小學鍾敏老師。

 ▲鍾敏老師於本校附設實驗小學公開授課。

 ▲第一場次論文發表人、主持人合影。

（左至右：劉君 、陳佳君、蔡玲婉、楊裕貿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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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辨」教學過程─以呂世浩〈他叫「秦始

皇」嗎？〉為例〉。第三場次由國立臺南大學國

語文學系陳光明副教授發表論文〈南一版社會科

教科書連接成分的研究─以複句為考察範圍〉、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蘇伊文教授發表

論文〈從 107年學測及指考國文情境 &整合 &
跨域單選題談素養試題的迷思〉、與本校通識教

育中心蔡娉婷副教授發表論文〈應用深度討論於

ePUB3電子書翻轉學習之閱讀理解課程設計及
實務〉。最後綜合座談則由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

許育健主任主持，本次研討會也在所有與會師生

與發表論文的教授們彼此踴躍提問與交流下順利

圓滿結束。

許育健主任表示，第一屆語文教學與文學

創作研討會乃集結本校、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及國

立臺南大學 3校語文教育相關學系的多位教授之
心血，以及各系之行政工作人員彼此協力合作下

順利舉行。內容安排上不僅將論文發表聚焦於語

文教學相關領域，更融入「公開授課」以呼應

十二年國教新課程之要求，期能提供在職教師及

師資生良好的教學觀摩示範。企盼未來語文教育

之發展不僅日新益新，同時朝向更精實與專業的

語文教學圖像前行。
 ▲第三場次論文發表人、主持人合影。

（左至右：陳光明、蘇伊文、蔡娉婷、許育健老師）

 ▲與會師生於論文發表綜合座談後合影。

 ▲第二場次論文發表人、主持人合影。

（左至右：許育健、陳昭吟、魏聰祺、蔡玲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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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澳洲華語教師研習班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本校教務處華語文中心獲教育部補助，於

2019年 1月 7日至 20日辦理為期兩週之「澳洲
華語教師研習班」。本次前來參與研習者共計

14人，目前分別在澳洲國內大專院校附屬之華
語中心、華語文學校、中小學等擔任華語文教

師。為期兩週的研習也特別針對澳洲華語教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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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麵人、茶藝等）以及文化

參訪行程（如糕餅博物館、三峽藍染、故宮博物

院等）。所有參與研習的華語教師們藉由課堂培

訓及實地參訪，更深入認識臺灣華語文教育之優

勢與特色以及臺灣文化精髓；他們也在這兩週的

研習課程裡展現活潑、熱情的一面，不僅在課堂

上積極參與，課餘也不斷地和本次參與的教師們

討論課程及文化體驗的歷程，十足展現出他們對

於華語教學的熱忱。

本校張新仁校長於 1月 14日親自宴請澳洲
華語教師、相互交流華語教學實務經驗，並於 1
月 20日出席結訓儀式，此次研習也順利圓滿結
束。本中心感謝校長及學校的重視與肯定，相信

14位教師們在研習結束返國後，能夠有效運用
所學至華語教學課堂活動，提升澳洲籍學生來本

校學習華語之動機，促進雙方在華語教學領域上

有更多的交流。

 ▲澳洲華語教師團學員造訪郭元益糕餅博物館。

 
▲

文化體驗課程

─捏麵人。

 ▲文化體驗課程─茶藝。

 ▲張新仁校長親自宴請澳洲華語教師團學員。

 ▲澳洲華語教師團於 1月 20日研習結束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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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鹿大附中師生來訪，開創臺日交流新頁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陳嘉煥助理教授

2019年 2月 15日本校姊妹校日本鹿兒島大

學教育學部附屬中學副校長二川美俊先生率領該

校山內誠、牧俊輔兩位英文老師，以及田上愛、

尾辻遙那兩名優秀學生至本校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以下簡稱兒英系）及附設實驗小學進行年度拜

會活動。由於兒英系過去幾年在該校進行之全英

語授課實習頗受該校師生重視與肯定，使得該校

同學在英語科目的學習動機明顯增強，因此二川

副校長及兩位英語老師此行之目的，除了再度熱

情邀請兒英系師生前往該校進行海外移地實習，

同時提出新的合作提案，期盼更多兒英系同學能

夠前往鹿兒島擔任該校首度舉辦之短期英語梯隊

的輔導老師，以擴展該校各年級學生學習與實際

運用英語的機會。

當日上午二川副校長及兩位英語老師先與

兒英系黃淑鴻主任與陳湄涵老師，洽談規劃兒英

系英語師資培育生於 2019年 9月前往該校進行

海外全英語實習及英語梯隊的合作事宜。會談結

束後，兩位過去曾經接受本校師資培育生全英語

授課的田上愛、尾辻遙那同學，分別至兒英系與

附設實驗小學展現其英語寫作與會話能力。九年

級的田上愛同學透過投影片，佐以流暢的英語，

介紹明治維新時期鹿兒島的代表人物之一─西鄉

隆盛；而八年級的尾辻遙那同學則是以流利的英

語表演日本傳統單口相聲「落語」。這兩場英語

演示活動皆獲兒英系與附屬實驗小學師生們的熱

烈回應，為該校英語教學的具體成效做了最佳的

示範。

正式拜會行程結束後，兒英系陳淑惠、陳

嘉煥兩位老師帶領了二川副校長一行人前往永康

街，踏足日治時期所遺留下來之日式建築群，以

及素有「天堂路」之稱的新生南路二、三段，欣

賞相互比鄰之清真寺、聖家堂等兩座具有特色的

建築，並品嘗當地巷弄間各種知名特色美食與點

心，為此次來訪行程劃下完美的句點。本校殷切

期盼透過姊妹校彼此之交流合作，兒英系同學們

在未來能有更多的學習機會，進而提升自我英語

教學專業能力以及擴大國際視野。

 ▲附設實驗小學祝勤捷校長（右一）、林孜蓰組長（左一）、李宜恩老師（左二）對田上愛、尾辻遙那同學的表現讚不絕口。
 ▲日本鹿兒島大學附屬中學一行人拜訪本校兒英系（左至

右：田上愛同學、尾辻遙那同學、山內誠老師、兒英系

黃淑鴻主任、二川美俊副校長、牧俊輔老師、陳嘉煥老

師、陳湄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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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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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月 23日假科
學館 101會議室舉辦「第 30屆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研習」，此次邀請來自

河南省信陽學院藝術學院的特聘教授熊永生、本

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教授陳財發擔任研習講

師，兩人分別以「硬筆書法藝術與寫經」及「板

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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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硬筆書法的志工人

員，以及不少對傳統中國文字之美有興趣的社會

人士參與。出身臺灣、長年投入書法研究的熊永

生教授以深入淺出的方式和學員們說明硬筆書法

的概念，也分享自己親身抄寫經文中獲得之益

處，並於現場展示許多經文抄寫之作品。陳財發

教授長期投入書法研究與教育，對於書寫板書的

技巧相當有心得，透過他的說明及示範，讓學員

們得以了解、熟悉書寫基本概念，以及書寫板書

時的技巧及相關注意事項，進而以正確的方式練

習，逐步養成、書寫出優美的文字。

本院長年與麋研齋合作舉辦硬筆書法相關

活動，除了在校園中逐步耕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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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民眾參與。在今日硬筆取代了傳統毛筆、甚

至電腦及智慧型手機越來越普及的情況下，「提

筆寫字」並未因而消失，反倒成為臺灣社會中的

新浪潮，有越來越多人投入學習硬筆書法之行列

中。本院期盼與麋研齋持續舉辦之硬筆書法相關

活動，能讓書法藝術之美得以繼續延續、傳遞書

法藝術精神及人文關懷素養之種子，持續創新與

發展書法藝術特色。

 ▲語文與創作學系兼華

語文中心主任盧欣

宜 教 授（ 左 ） 代 表

本校致贈熊永生教授

（右）感謝狀。

 ▲熊永生教授說明硬筆練習要訣，學員們認真記錄。

 ▲熊永生教授以影片說明硬筆書法的練習過程。

 ▲陳財發教授示範板書的書寫。

 ▲陳財發教授現場指導學員們書寫板書。

 ▲麋研齋創辦人楊淑凌

小姐（右）代表致贈

陳財發教授（左）感

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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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於 2019上半年度
規劃 107學年度之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係以教
育主題為基礎，廣邀各界專家老師前來與本校師

生們分享文化、學術研究、全球化、教學創新、

教育政策等議題，盼能帶給本校師生不同的視

野與觀點，開創教育領域的各種可能。截至上

半年度已舉辦 6場次之講座，分別為 2月 25日
由美國大西洋學院（College of Atlantic）戴豪蔮
（Bonnie Tai）教授主講《具有文化識能的教育
領導力：以生態恢復力為例》；3月 7日由本系
退休教師吳明清教授主講《問與答─研究論文的

構思與撰寫》；3月 14日由 LIMA臺灣原住民
青年團團長洪簡廷卉（Tuhi Martukaw）主講《有

意義的國際參與及在地串連經驗談》；3月 21
日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特聘教
育學教授 Prof. Carlos Alberto Torres主講《Global 
Citizenship and Global Universi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Cosmopolitanism.》以
及桃園市中壢區中平國小退休校長陳新平主講

《學校創新經營與教學卓越》；4月 18日由靜
宜大學教育研究所黃政傑榮譽教授主講《談實驗

教育政策》。場場精彩且頗受師生們一致好評。

感謝本校師生對於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的熱烈迴

響與肯定，本系將持續規劃教育相對論系列講

座，相關訊息請密切留意教經系首頁研討會／講

座訊息。

 ▲ 3月 14日洪簡廷卉（Tuhi Martukaw）主講《有意
義的國際參與及在地串連經驗談》。

 ▲ 3月 7日吳明清教授主講《問與答─研究論文的構
思與撰寫》。

 ▲ 3 月 21 日 Prof. Carlos Alberto Torres 主講《Global 
Citizenship and Global Universities in the Age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and Cosmopolitanism.》

 ▲ 2月 25日戴豪蔮（Bonnie Tai）教授主講《具有文
化識能的教育領導力：以生態恢復力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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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山咖啡館」教師論壇熱烈登場！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
◎教育學院

有感於即將上路之 108新課綱將為我國教
育帶來重大轉變與革新，本校教育學院於 2018
年 4∼6及 10∼12月，分別舉辦 4場次及 6場次
之「芝山咖啡館」教師論壇，盼能透過主題性之

系列論壇講座，提供本校教師在教學與研究上彼

此相互交流之平台，並獲得許多教師們的熱烈

迴響與肯定。2019年 3∼6月本院持續規劃辦理
6場次「芝山咖啡館」教師論壇，訂定主題「異
文化的視野」將邀請本校曾於國外留學／講學之

教師擔任主講人，每場次並安排 2位老師分別擔
任主持人及與談人，希望在主講人生動豐富的分

享、主持人的穿針引線和與談人的熱烈回饋下，

讓本校教師得以一窺各國文化下的教學經驗特色

並從中汲取優點；同時也能在異文化的刺激下，

以不同視野檢視臺灣當前教育的現況與處境，並

思考未來臺灣教育的方向與出路。

活動相關資訊請逕洽本校教育學院官網

https://ce.ntue.edu.tw/最新消息查詢。

 ▲ 3月 21日陳新平校長主講《學校創新經營與教學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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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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師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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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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國際文化大使》計畫
—體驗臺灣在地文化，拓展多元文化世界觀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由廣達文教基金會舉辦之 2018《國際文化
大使》計畫，邀請全臺各大專院校總計 8萬多名
外籍生申請參與，基金會再從所有提出申請之

外籍生中選拔出 15位國際文化大使，每人分別
造訪全臺 15所中小學夥伴學校並與該校師生交
流，除了將語言、自然、人文、飲食等外國生活

文化帶入校園；同時也直接和許多仍未曾有出國

的中小學學生面對面，開啟他們不同的學習體

驗。本校華語文中心丹尼斯（巴西）、梁智恩

（韓國）、黎公富（越南）、黎氏紅深（越南）

4位學員在近 100位提出申請之外籍生中脫穎而
出、入選為國際文化大使，並於 2018年 11月
19日至 2018年 12月 21日前往夥伴小學執行文
化交流任務。

15位國際文化大使分別於各校完成文化交
流任務後，基金會於 2019年 1月選拔出此次活
動之首獎，最後由本校黎公富同學獲得此項殊

榮。此外本校丹尼斯同學亦榮獲最佳執行獎，黎

公富、黎氏紅深 2位同學榮獲最佳網路人氣獎，
可說是成果豐碩。本中心期盼、祝福學員們一方

面可以藉由參與此次活動，實際體驗文化交流，

也能累積不同學習經驗，提升自己在華語文學習

路上的信心。

 
▲

15位國際文化大使入選代表與師長們
合影（前排左二至左五：本校華語文

中心盧欣宜主任、巴拉圭駐台參事、

廣達文化基金會徐繪珈執行長、教育

部邱玉蟬參事）。

 ▲ 15位國際文化大使入選代表
（本校入選 4位分別為前排左
二：黎氏紅深；前排左四：丹尼

斯；後排左二至左三：梁智恩、

黎公富）與廣達文教基金會徐繪

珈執行長（前排左五）合影。

 ▲本校黎公富同學獲得 2018國際文化大使首獎（左
至右：徐繪珈執行長、黎公富、邱玉蟬參事）。



活力校園

15

 ▲文化交流任務─黎公富（越南籍，黑襯衫者）。

 ▲文化交流任務─丹尼斯（巴西籍，黃色上衣者）。

 ▲文化交流任務─梁智恩（韓國籍）。

 ▲文化交流任務─黎氏紅深（越南籍）。

魔鏡魔鏡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 2018年度公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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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公演《紙飛機》已於
107年 12月 27日在臺北市政府親子劇場圓滿落
幕。此次公演的主題為「手足關係」，藉由主角

樂樂面對弟弟出生後的心境變化，來訴說家中兄

弟姊妹的相處與矛盾。樂樂自從弟弟出生後就變

得悶悶不樂，總覺得弟弟搶走了爸爸媽媽的目光

與關心，好希望弟弟消失不見。但是當神秘的解

憂巫婆出現、真的將弟弟變不見之後，樂樂此時

回憶起和弟弟相處的快樂時光，才知道弟弟的

好、並決心要和弟弟好好地相處。最後解憂巫婆

感受到樂樂內心的改變，將弟弟變回來與大家同

樂。透過樂樂與弟弟相處過程中的心境轉折，向

觀眾們傳達手足之情的可貴，並了解彼此互相陪

伴與理解的重要性。

魔鏡魔境成立至今已邁入第 18 個年頭，每
年的 9∼12月晚上，行政大樓 7樓幼教系的木板
教室總是燈火通明。導演和演員們為了偏遠地區

 ▲《紙飛機》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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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鏡魔境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演出人員謝幕感謝所有觀眾。

心諮王朝成年禮 ◎心理與諮商學系

—心理與諮商學系 20週年系慶活動

本校自民國 87年創立心理與諮商學系迄今
已屆滿 20年，為慶祝本系 20多年來的發展，特
別規劃於 2018年 12月 15日擴大舉辦 20週年系
慶活動，廣邀歷屆畢業系所校友們回娘家一同

慶祝，盼能在此值得紀念的時刻聯絡情感、彼

此交流。而在系慶舉辦前，本系先是成立系慶

Facebook粉絲專頁，每週以系上專任教師為主
角、結合英雄電影合成海報，並佐以幽默精彩的

文字預告即將到來的系慶活動，生動有趣的宣傳

不僅吸引許多系所校友們的關注與熱烈迴響，也

透過大家不斷的分享與轉發，提升了本系在網路

社群裡的能見度。此外如系慶紀念帽 T、由本系
老師親筆簽名之 Q版漫畫頭像桌曆等系慶週邊
紀念商品也深獲校友們一致好評。

12月 15日系慶當天不僅有 200多位系所校
友熱情參與，亦有多位自本系退休、或目前已轉

任至他校任教之老師們也一起回娘家共襄盛舉，

氣氛熱鬧溫馨；活動現場也同時進行 Facebook
線上直播，讓當天無法前來的校友們能一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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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不停歇地努力排練：舞

台組於教室外走廊上努力地製作大型布景和各種

精緻的道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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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

的笑容，對於魔鏡魔境的成員們來說，就是最大

的鼓勵和堅持下去的動力，也讓籌備過程中的辛

苦都化為甘甜。此次魔鏡魔鏡也是第一次嘗試不

同於往年的演出主題，盼能拓展戲劇主題的創作

領域，帶給大家更多令人驚豔作品，咱們相約

2019年度公演再相會！

 ▲校友們熱烈參與「大師隨堂考」活動。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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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週年系慶全體大合照。

樂。會場中不僅陳列了歷年來本系所獲得的運動

獎盃，「碩士班沙龍區」更陳列了歷屆研究生碩

士論文，展示了校友們當年認真學習的心血結

晶，同時會場中的螢幕也不斷輪放著各屆系友照

片回顧，勾起校友們在校期間的點點滴滴。會場

內特別準備了 Q版老師手拿牌，讓校友們可以
拍照留念。最重要的是，此次 20週年的系慶延
續了先前 10週年系慶時所建立「直屬家族表」
之傳統，將直屬家屬表以復古家譜的方式呈現，

讓歷屆校友們在簽到時也能和直屬學長姐弟妹們

認識，促成直屬家屬成員彼此間的交流。

系慶活動在「校園闖關趣」揭開序幕，每

位校友們在領取一張集章券之後，依著上面的指

示來闖關，同時回味校園各個充滿回憶的建築

物。人在美國正值休假期間的吳毓瑩老師也先預

錄影片，並於當天以視訊方式與大家同慶。接著

系辦邀請了幾位老師上台高歌一曲，讓系友們看

到老師們不同於課堂上的風采；同時也秘密邀請

獻唱老師的導生們一同上台進行合唱，讓所有師

生們驚喜連連！接下來進行本系歷任教師們奇聞

趣事問答活動，讓現場氣氛熱烈、笑聲不斷，也

揭露出老師們的小秘密；抽獎活動的獎品包含了

老師們親筆簽名的出版書籍、系慶週邊禮品，每

位得獎者與抽獎老師合影，場面歡樂且溫馨。活

動尾聲進行第二屆系所友會會長選舉，在所有人

一致的掌聲下，選出大學部 103級的李景恩擔任
會長，20週年系慶活動最後也在圓桌餐敘中圓
滿結束。期待、祝福本系歷屆校友們能夠在各領

域貢獻所學，開創美好的發展與未來，展望於

30週年到來時更上層樓。

 ▲全體心諮系教師合影。 ▲導師與導生在「心諮演唱會」中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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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523地區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第 23屆在臺外國留學生華語暨臺語趣味演講比賽」
國際扶輪 3523地區於 108年 1月 20日辦

理「第 23屆在臺外國留學生華語暨臺語趣味演
講比賽」，由該區的一、四、五分區轄下的台

北松山扶輪社主辦，本屆演講比賽總計有來自

19個國家、18個團隊、46位在臺外籍留學生參
與，他們藉由唱歌、影片、舞蹈等方式，分享自

己在臺灣學習語言的有趣經驗，以及他們所發現

到的「臺灣之美」。本中心也有多位分別來自巴

西、德國、馬來西亞、厄瓜多、美國、法國、墨

西哥、義大利的外籍同學參加，不僅獲得大學組

的第二名，更囊括高中組的全名次，可見本中心

外籍生的華語學習成果豐碩，成績斐然！

榮獲大學組第二名的「熊貓公主隊」是由

慕艾莎（馬來西亞）、彭曦（德國）、丹尼斯

（巴西）以及葛文儀（厄瓜多）4位同學組成。
他們運用簡報，分享臺灣與他們各自國家在文化

上的不同，對他們而言，用包包揹著寵物出門是

很新奇的事；此外相較於他們自己國家的大眾運

輸系統，臺北捷運更為明亮、乾淨、便捷。高中

組第一名的「法西美女隊」是由賀妍（巴西）與

劉芯語（法國；非本中心學生）組成，她們喜歡

臺灣人善良的性格，也覺得臺灣的社會發展十分

進步。高中組第二名的「美國紳士隊」是由許艾

米、楊衍 2位美國籍同學組成，他們分享自己在
臺灣學習中文時感到困難之處，以及在臺灣生活

中所面臨的文化衝擊─ 1位喜歡臺灣的鼎泰豐小
籠包，另 1位則還是習慣麥當勞等美式速食。高

 ▲高中組第一名（左至右）：

劉芯語（法國）、賀妍（巴西）。

 ▲高中組第二名（左至右）：

許艾米、楊衍。

 ▲大學組第二名「熊貓公主隊」（左至右）：彭曦

（德國）、葛文儀（厄瓜多）、丹尼斯（巴西）、

慕艾莎（馬來西亞）。

 ▲慕艾莎、彭曦、丹尼

斯、葛文儀（左至右）

分享臺灣與自己國家在

文化上之不同。

 ▲高中組第三名（左至右）：

李艾仁（法國）、張綺霞（巴西）。

 
▲

劉芯語、賀妍（左至

右）分享她們喜歡臺灣

的人事物。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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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求職準備系列講座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規劃辦理 108
年求職準備系列講座，已於 3月 11、18日中午
12時 10分至 13時假本校至善樓 B1國際會議
廳，分別以「職場實戰力」、「不能職有我知

道」為題舉辦兩場次講座，邀請業界人士與本校

同學分享在踏入職場時須注意之各項事宜，以及

如何培養自我職場實力，從眾多求職者中脫穎而

出，精彩的演講也獲得同學們的青睞與熱烈迴

響。4月至 6月師培中心將持續舉辦 6場次之求
職準備系列講座，主題將以「謀職攻略」為重

點，期盼能幫助同學們更了解各行各業的生態，

同時也有機會更深入地自我探索，找到符合自我

能力及志趣之工作。歡迎同學們踴躍參與，各場

次詳細資訊及報名請洽師培中心。

 ▲臺語特別獎（左至右）：

林子喬、周羽婕。

 ▲林子喬、周羽婕（左至右）分

享學習臺語的趣事。

中組第三名是由李艾仁（法國）與張綺霞（巴

西）2位同學獲得，她們身著美麗的旗袍，除了
分享在臺灣的有趣經驗，同時演唱臺語經典歌曲

〈愛拚才會贏〉讓全場為之驚艷。臺語特別獎部

分，則是由林子喬（巴西）及周羽婕（義大利）

獲得，他們運用角色扮演、吉他伴奏配唱的方

式，分享她們學習臺語時的趣事，特別是臺語隨

著語調不同、語意就會不同，讓她們在學習華語

以外也增添了其他有趣的學習經驗。

恭喜本中心多位外籍同學於本屆演講比賽

中獲得佳績，期待所有外籍同學們在本校學習期

間，能多方嘗試、參與和體驗各種活動，在學習

華語文之餘也能藉此增加練習、使用華語之機

會，並分享他們的臺灣在地文化體驗。

 ▲李艾仁、張綺霞（左至右）分享她們在臺灣的生活

經驗。

 ▲許艾米、楊衍（左至右）分享他們學

習華語和文化適應上所面臨之挑戰。



校友園地

20

春暖花開金豬報喜　校友總會改選迎新氣象 ◎秘書室校友中心

春天已至，稍微溫暖的天氣讓人有了外出

活動的動力，人們紛紛外出踏青郊遊，也因此得

以順利展開各項活動。108年 2月 16日上午，
校友總會於本校大禮堂召開第七屆第十次理事會

議進行理事長及理監事之改選，內政部徐國勇部

長及夫人以個人會員身分出席會議，表達對校友

總會的支持，張新仁校長亦親自到場致意，向校

友總會第七屆張清煌理事長及理監事表達謝意。

張清煌理事長於會中先是感謝理監事一路的相

挺，讓他得以完成北師校友育才基金的募款以及

會務的改革，為母校日後持續穩健發展盡一份心

力；同時也頒予數位理監事、擔任榮譽職的校友

及母校師長精美的水晶獎盃，表達最高的敬意與

深深的感激。接著召開的第八屆第一次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也分別選出第八屆的理監事，並

由 64級傑出校友蔡松棋會計師榮膺第八屆理事
長一職，監事長則由曹金平校友擔任。蔡松棋校

友曾擔任扶輪社地區總監及慈善基金會董事，是

會計界相當傑出之人士，相信他在接下理事長的

棒子後，必能帶領校友總會更向前發展邁進，並

持續從旁協助推動北師各項校務之蓬勃發展。

108年 3月 24日上午，校友總會召開第八
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內政部徐國勇部長亦

撥冗與會，一方面感恩母校的栽培，也期望校友

們在自己的專業崗位上協助並回饋母校；本校何

義麟主任秘書則代表張新仁校長出席，預祝大會

順利成功。甫上任的蔡松棋理事長也於會中闡述

他的治會理念，希望透過分組合作讓校友總會及

地方校友會能更緊密的結合，促使會務更加活

絡。「分組」則採類似扶輪社之模式，設立如健

康促進、校友組織、教育關懷、校長教師甄試等

各功能性的委員會，不僅藉此服務校友，更盼能

進一步服務社會，發揚北師精神。

 ▲校友總會第八屆第一次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張新仁校長致詞。

 ▲校友總會理事長交接儀式（左：蔡松棋。右：張清煌）。

 
▲

校友總會第八屆第一次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徐國勇部長致詞。

 ▲校友總會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徐國勇部長

（左三）致詞。

 ▲校友總會第八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蔡松棋理事長（右二）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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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校友會理監事改選側記 ◎秘書室校友中心

本校臺北市校友會於 108年 2月 24日上午
召開第九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除例行性審

議工作報告、收支決算、預算及工作計畫外，也

討論規劃即將進行之理監事改選工作，盼能讓地

區校友會之會務工作得以順利傳承，凝聚地區校

友們感情，最後決議訂於 108年 3月 23日進行
理監事改選工作。

臺北市校友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 3
月 23日上午假景美星靚點花園飯店召開，雖然
當日細雨綿綿，仍有許多校友們踴躍出席參與理

監事改選。本校何義麟主任秘書則代表張新仁校

長出席當日會議，他於會中先向各位校友們致

意，感謝大家長期對母校的支持，同時也祝福大

會圓滿成功，順利完成理監事改選作業。鄧漢華

理事長在會議召開後，先感謝理監事及工作團隊

的一路相挺；他特別感謝 58級丁班校友們的支
持，因而讓臺北市校友會與宜蘭縣校友會、新竹

縣校友會保持密切與熱烈的互動，共同合作舉辦

多次校友聯誼旅遊活動，成功凝聚校友們情感。

他表示自己儘管交棒卸下理事長乙職，未來仍將

以榮譽理事長的身分繼續為各位校友們服務。最

後選舉結果由 57級連寬寬校友接任理事長、陳

智育校長擔任常務監事。連寬寬校友目前同時也

身兼臺北市退休校長協會理事長乙職，領導能力

強、善於整合各方意見及凝聚共識。她先是感謝

歷屆理監事的辛勤努力，為臺北市校友會打下了

穩固之基礎，讓各項會務工作得以不斷拓展與推

行，她也期許自己在接下理事長乙職之後，一方

面延續過去各項會務工作，也期盼能借重各位校

友們的專長，凝聚、彙整共識，進而發展推動新

的會務以服務更多的校友們，加強各地區校友會

彼此間之聯繫，成為校友總會最堅強支持回饋母

校的強力後盾。

 ▲ 57級連寬寬校友接任臺北市校友會第十屆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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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