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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傳承．創新」—北師 DNA代代相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4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張新仁校長致詞
◎張新仁校長

內政部徐國勇部長、教育部范巽綠政次、

葉霞翟前校長女兒胡為美女士、陳鏡潭校長、張

玉成校長、校友總會李建興榮譽理事長、趙昌平

榮譽理事長、劉奕權榮譽理事長、張清煌榮譽理

事長、現任蔡松棋理事長、簡文秀榮譽永久理

事、吳萬福名譽教授、李瓊董事長、各位貴賓、

各位傑出校友、先進、各位教授、行政同仁、各

位同學，大家早安，大家好！ 
今天是本校 124週年校慶盛事，首先謹

代表本校全體師生向徐部長（也是本校傑出校

友）、范政次致上深深的謝意，兩位長官能撥冗

蒞臨本校慶祝大會，讓大會倍增光彩，典禮更顯

隆重。

國北教大自 1895年創校以來，歷經 124年
的歲月，在歷屆師生共同努力下，不僅是國內小

教、幼教、特教師資培育的龍頭，畢業校友更遍

及海內外，在藝術、音樂、文學、教育、法政、

會計等專業領域，卓然有成。今年校慶最大的特

色之一，便是邀請歷屆傑出校友回到母校。本校

自 100年校慶起選拔傑出校友迄今已 24屆，共
有 337位傑出校友。為聯絡北師情誼，凝聚校友
能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總會」決議於

124 週年校慶當日下午舉行「傑出校友聯誼會」

成立大會，今天已有 70名傑出校友回到母校共
同慶生，讓大會倍感溫馨。

為了讓傑出校友見證母校的傳承與蛻變，

在今天 124週年校慶，我們特別精心安排若干活
動。首先，音樂與藝術一直是國北教大的特色與

品牌，臺灣早期知名的藝術家及音樂家都是由國

北教大所培育。在今天校慶活動的一開始，感謝

音樂系鋼琴王子張欽全主任規劃了一場國際級的

音樂饗宴，由本校榮獲彈性薪資的音樂系新加坡

籍知名指揮家王雅蕙副教授，帶領國北教大音樂

系管弦樂團的精彩演出（柴可夫斯基第 5號交響
曲 最終樂章）；緊接著由音樂系同樣榮獲彈性
薪資的韓國籍男高音崔勝震助理教授演唱（你是

我心中的摯愛）；最後，由我國著名女聲樂家，

同時也是國北教大傑出校友簡文秀女士，壓軸演

唱臺灣歌謠之父，也是本校校友鄧雨賢的作品

「望春風」，以及世界名曲（奇異恩典），並在

兩位聲樂家的天籟美聲領唱生日快樂歌，揭開

124週年校慶飲水思源、溫馨感人的序幕！
其次，緊接著登場的，是由校友總會蔡松

棋理事長、陳志芬傑出校友等籌備委員會帶頭費

心策劃，在本校「北師美術館」舉辦「北師校友

藝術大展」，動人的標題是「依舊愛您」，展期

至 12月 4日。今天下午 2：30將舉行開幕式，
將近 100位校友藝術家回母校齊聚一堂，以 124
件藝術創作展，共同慶賀母校 124週年創校紀
念。

再其次，本校近幾年來在全校師生共同努

力下，分別榮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精緻師資素質

及特色發展計畫」、「教師多元升等計畫」、

「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精進全英語

學位學制班別計畫」及「招生專業化計畫」等多

項重要競爭型計畫，使學校不斷與時俱進與創新

發展。尤其難得的是，今年 4月榮獲英國泰晤

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9

亞洲大學最佳教學與學習策略（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of the Year）」的入圍獎項，

本校是亞洲八個國家八所入圍學校中臺灣唯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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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新仁校長於校慶慶祝大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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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大學，顯示本校百年積累的教學實踐優勢，

獲得國際肯定的殊榮！

獲獎的最大特色之一，是本校首創全球第

一個結合「學習者中心」教學設計和數位教學平

台的「教學魔法師數位教學平台」（在大家袋子

中有該平台的介紹），以及整合數位科技與創新

教學的 30 多間「數位高互動教室」，這些都有

助於達成目前 12年國教改革強調的促進學生自
發、互動、共好的理念。我們在慶祝大會結束後

會安排傑出校友參觀這些數位高互動教室。

除此之外，本校也將於今天為「國際英語

學位學程」座落的「芳蘭樓」舉行揭牌儀式。

「芳蘭樓」原名「師資訓練大樓」，是葉霞翟校

長任內爭取省教育廳補助的建設，於 1973年 11
月 24日正式落成啟用。1981年特殊教育中心遷
入該棟大樓，成為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基地。本校

於 2016 年分別獲教育部補助設立兩個全英語學

位學程—「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

程」，便設置於該棟二樓，一樓仍維持特殊教育

學系的專業教室。為傳達飲水思源之意，因而以

本校舊時「芳蘭校區」的名稱，重新更名為「芳

蘭樓」。我們希望透過重新命名，不僅能凝聚北

師人的歸屬感，同時更能彰顯本校之榮光，並展

現本校「傳承再創新，邁入國際鍊結新紀元」的

決心。

最後，將安排傑出校友參觀蛻變的圖書

館。國北教大圖書館成立已 30多年。自 2017年
起感恩獲得教育部補助，分批進行 1至 7樓的
空間大改造。其中，1-4 樓改建為符合國際強調

「user-centered」空間設計的最新趨勢。此外，

更將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具有百年歷史、由藝術家

米開朗基羅創作的《白晝》Day，以及《天堂》

與《地獄》三座石膏雕像，從「北師美術館」

搬遷置放於圖書館 1樓大廳，打造臺灣首間圖

書、資訊與藝術三結合的圖書館。今天將會由國

藝會董事長兼本校「北師美術館」館長的林曼麗

教授，親自向傑出校友們進行該雕像之佈展說

明。

各位貴賓，請看我們舞臺上的背板，今年

校慶的主視覺採 DNA 基因傳承與蛻變的圖像，

是由本校藝設系陳淳迪主任指導研究生陳詩茵同

學設計完成，正可體現本校傳承與創新無縫接

軌，培養學生創新、跨域、跨界能力的宗旨。今

天所安排的音樂表演、藝術美展、教學創新，以

及大幅度翻轉之空間改造，均奠基在國北教大代

代傳承的優勢 DNA，並因應國際趨勢與社會需

求而不斷創新發展，進而打造國北教大獨一無二

的特色品牌。

「傳承再創新，邁入新紀元」的豐碩成果

與發展前景，均仰賴所有師生、學術及行政團隊

的共同努力。因此，我們將頒獎這一年對校務發

展具卓越貢獻之教師、單位及員工，以表彰他們

對學校的貢獻，同時也表揚第 24屆各專業領域
優秀的傑出校友。

這次贈送各位來賓的禮物，有百年校慶校

友們捐款建造的鐘樓 3D列印模型，當時恭請李
登輝總統蒞臨致詞，120週年雙甲子校慶時恭請
馬英九總統蒞臨鳴鐘。這個作品可是由圖書館創

新科技與 STEM中心的師生親手製作列印完成
的，一件費時 5小時；也有 90年歷史二級古蹟
的大禮堂與校樹紀念盤，以及精美筆記本。這些

雖不大，卻都由本校師生設計完成，有母校滿滿

的愛。

最後，再次誠摯感謝全校教職員工長期的

服務與付出，也感謝校友們及各界人士贊助本校

獎掖學子。我們經歷了 124年成長茁壯，邁向第
三甲子的未來，母校一定會更好！祝福國北教大

校運昌隆，祝福各位闔家安康、萬事如意！校慶

活動圓滿順利！謝謝大家！

02

 ▲張新仁校長開心地介紹由圖書館創新科技與 STEM
中心的師生親手製作的本校鐘樓 3D列印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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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徐國勇部長感恩母校對其人生的影響

內政部徐國勇部長在致詞時表示，他人生中有很多學習

階段，但是真正影響他的是當年在北師的學習歷程。他表

示，在北師接受到的不僅是知識的學習，在好的生活習慣養

成及性格陶冶各方面，也是受用無窮。因此，在北師生活的

點滴均永遠在他心裡，相信這也是每位北教大校友永遠的回

憶。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創校 124週年校慶成立傑出校友聯誼會
舉辦國際級音樂饗宴及「北師校友藝術大展」

◎祕書室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8年 11月 30日舉行 124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本校傑出校友內政
部徐國勇部長及教育部范巽綠政務次長均出席慶祝大會並致詞，與來自各地校友及在校師

生同向國北教大祝賀。

 教育部范巽綠政務次長肯定並感謝北教大對國內小學教育創新發展、培育國家優秀師資
的付出及貢獻

教育部范巽綠政務次長也在校慶慶祝

大會致詞時，肯定並感謝北教大長久以來對

國內小學教育創新發展、培育國家優秀師資

的付出及貢獻。她表示，北教大在師資培育

方面非常專業，且注重學生人格及人品的養

成，並以傳承創新的精神，用心培育出跨領

域、具國際觀的學生，進而成為全國甚至是

國際級最優秀的老師以及專業領域優秀人

才。

此外，范政次也表示，教育部有多項課

程與教學，以及師資培育的重要專案研究計

畫，多委由北教大進行研究，其中，有兩項

重要計畫，第一項為「課程與教學資源整合

平台（CIRN）」，從 2015年開始就委託張
校長團隊，她表示，北教大團隊非常用心的

將所有與課程教學有關資源整合於平台，目

前為止利用的老師非常多，已經突破 200萬

人次進入該平台，她對於北教大團隊能將這

麼好的數位平台建構完成，表示相當感謝。

第二項為「分組合作學習」專案計畫，范政

次表示，該專案計畫迄今已邁入第 8年，主
要目的在於改變長期以來教師單向講述、學

生被動聽講的傳統教學型態，而轉變成「以

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使學生能積極主

動參與學習，進而提升學習成效。

生活習慣

在北師生活的生

慣養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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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徐國勇部長於校慶

慶祝大會中致詞。

 ▲教育部范巽綠政

次於校慶慶祝大

會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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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級音樂饗宴揭開國北教大校慶慶祝大會序幕

為慶祝創校 124週年校慶，國北教
大規劃一系列慶祝活動，慶祝大會開場

表演是由國北教大榮獲彈性薪資的音樂

系知名指揮家王雅蕙副教授，帶領國北

教大音樂系管弦樂團演出 Tchaikovsky 
Symphony No.5 Finale（柴可夫斯基第 5
號交響曲 最終樂章）；在悠揚的交響曲
樂音之後，緊接著由本校也榮獲彈性薪

資的韓國籍男高音崔勝震助理教授演唱

Dein ist mein Ganges Herz （Das land des 
lächeln） F.Lehar（你是我心中的摯愛，
弗朗茲 萊哈爾創作的詠嘆調）。最後，

由我國著名女聲樂家，同時也是國北教

大傑出校友簡文秀女士，壓軸演唱臺灣

歌謠之父，也是本校校友鄧雨賢的作品

「望春風」，以及世界名曲「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向母校國北教大
祝賀。隨後，在兩位聲樂家的天籟美聲

領唱生日快樂歌下，在場所有貴賓齊向

國北教大恭賀 124週年校慶生日快樂！

 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感謝母校對
校友的支持，並期許校友總會能更

多服務母校及校友

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在致詞時

表示本年度校慶是他參加多次校慶以

來，第一次這麼具有藝術文化味道的

一個校慶，除了祝賀母校生日快樂以

外，並感謝母校對校友的支持。

他也提到國北校友共同的 DNA，
就是北師、就是北教大，不管在任何

場合、在任何地方，校友對母校都念茲在茲。

他並提到自去年 2月接任校友總會理事長一職之後，便成
立多個不同性質的委員會，期許校友總會，能夠連結整合歷屆

校友，發揮各人所長，為學校、為社會、為彼此，做更多的事

情。最後並邀請與會者參與下午的傑出校友聯誼會成立大會以

及校友美展開幕大典。

 「北師校友藝術大展」
展出 124件藝術創作，
慶祝 124週年校慶

為慶祝 124週年校慶，
本校校友總會特別規劃「北

師校友藝術大展」，邀請超

過 100位校友藝術家及本
校藝設系師長，於「北師美

術館」聯合展出藝術創作，

展期至 12月 4日，並於校
慶當天下午 2時 30分舉辦
「北師校友藝術大展」開幕

式，將近 100位校友藝術家
回母校齊聚一堂，以 124件
藝術創作展，慶賀母校 124
週年創校紀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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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總會蔡松棋

理事長於校慶慶

祝大會中致詞。

 ▲韓籍男高音崔勝震助理教

授（左）與知名指揮家王

雅蕙副教授（右）於校慶

音樂中合作精彩演出。

 ▲傑出聲樂家簡文秀校友（左拿麥克風者）及崔勝震助理

教授（右拿麥克風者）帶領大家在優美的管弦樂聲中歡

唱生日快樂歌。

會序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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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空間大改造符合國際「使用者中
心」的新趨勢，更首創臺灣圖書、資

訊、藝術三結合的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已成立 30多年，自 2017年
起陸續獲得教育部補助，進行 1至 7樓空
間大改造，其中 1-4樓改建為符合國際強調
「user-centered」空間設計的最新趨勢。

此外，更將紐約大都會美術館具有百年

歷史、由藝術家米開朗基羅創作的《白晝》

Day，以及《天堂》與《地獄》三座石膏雕
像，從「北師美術館」搬遷置放於圖書館 1
樓大廳，打造臺灣首間圖書、資訊與藝術三

結合的圖書館。校慶當日，並由國藝會董事

長兼本校「北師美術館」館長的林曼麗教

授，親自向傑出校友們進行該雕像之佈展說

明。

 代代傳承優勢與創新發展的基因蛻變，
打造國北教大獨一無二的特色品牌

張校長也於慶祝大會中介紹今年校慶

主視覺採 DNA基因傳承與蛻變的圖像。張
校長表示，這正是本校強調傳承與創新無縫

接軌的特色。她並強調，當天所安排的音樂

表演、藝術美展、以及大幅度翻轉之空間改

造，均奠基在國北教大代代傳承在藝術、音

樂、文學、教育等領域的優勢 DNA，並因應
國際趨勢與社會需求不斷創新發展，進而打

造國北教大獨一無二的特色品牌。

 榮獲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9亞洲大學最佳「教學與學
習策略」入圍獎，是全球八所入圍學校中臺灣

唯一入圍的大學

本校近幾年來在張新仁校長的帶領及全校師

生齊心齊力的共同努力之下，辦學績效卓著，分別

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精緻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教

師多元升等計畫」、「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

畫」、「招生專業化計畫」等多項重要競爭型計

畫，帶領學校不斷與時俱進。尤其難得的是，更

於 2019年榮獲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9亞洲大學最佳教學與學習策略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of the Year）」之入
圍獎項，是全球八所入圍學校中臺灣唯一入圍的大

學，顯示本校積累百年歷史的教學實踐優勢獲得國

際肯定的殊榮！

 「傑出校友校園巡禮」—近 70名傑出校友見
證母校設施的翻轉與蛻變

為了讓學生有更好的學習效果，本校近幾年積

極改善學校軟硬體設施及環境，並首創 30多間「數
位高互動教室」，整合了數位科技、教學魔法師數

位教學平台、小組互動的教室座位等，以因應 12年
國教改革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多元創新教學

與學習環境。因此，校慶慶祝大會禮成之後，首次

安排「傑出校友校園巡禮」活動，邀請歷屆傑出校

友實際感受母校空間改造及相關設施革新的成果。

 校友總會舉行「傑出校友聯誼會」成立大會

本校傑出校友選拔迄今歷時 24屆，共有 337位傑出校友。為聯絡北師情誼，凝聚校友能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總會」決議於 124週年校慶當日成立「傑出校友聯誼會」，當天將近 70名
傑出校友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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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校友聯誼會」成立大會，校友開心合照（前排中為張新仁校長）。



焦點新聞

 為「國際英語學位學程」座落的「芳蘭樓」舉行揭牌儀式

本校深具歷史意義之建築「芳蘭樓」，

也在校慶當日舉行揭牌儀式，由張新仁校

長、葉霞翟前校長的女兒胡為美女士，以及

校友總會李建興榮譽理事長、趙昌平榮譽理

事長、劉奕權榮譽理事長、張清煌榮譽理事

長及蔡松棋理事長一起揭牌，並邀請近 70名
傑出校友及一級行政主管觀禮。

該棟大樓係於 1973年 11月 24日落成啟
用，這是當時本校葉霞翟校長任內爭取省教

育廳補助之建設，原名「師資訓練大樓」。

1981年本校特殊教育中心遷入該棟大樓，建
立特殊教育師資培育基地。2016年本校獲教
育部補助設立「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

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及「學習與教學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即設置於該棟二樓，一樓仍

為特殊教育學系的專業教室。為飲水思源，

並彰顯該棟建築之多元功能，爰以本校舊時

所在地「下內埔」旁「芳蘭大厝」名稱，重

新更名為「芳蘭樓」。透過重新命名，不僅

凝聚北師人的歸屬感，同時更彰顯本校之榮

光，並展現本校「傳承再創新，邁入新紀

元」之決心。

「124週年慶，愛您依舊」校友美展
—百年北師，百人藝術大展 ◎秘書室校友中心

本校 124週年校慶，北師校友總會為發揚
北師藝術優良校風，邀請 100位校友、師長，集
結約 124件作品，於下午 2：30假北師美術館
辦理「2019愛您依舊—北師藝術大展」開幕活
動，現場超過百名師長、校友共聚一堂，以畫交

流話當年，並進行「人畫合一」活動，堪稱是全

國最盛大的藝術校友聯合美展。

本校自 1895創立芝山巖學堂迄今已有 124
年的校齡，其中自國語學校階段起，即已將美術

課程納入，加上日籍教師的啟發，造就了臺灣早

期第一代的洋畫家，如：黃土水、陳植棋、李石

樵、倪蔣懷、陳澄波、廖繼春、李梅樹等人。更

於 1947年設立藝術師範科，也是臺灣最早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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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蘭樓揭牌儀式。（左起：楊志強副校長、張清

煌榮譽理事長、趙昌平榮譽理事長、胡為美女

士、張新仁校長、李建興榮譽理事長、劉奕權榮

譽理事長、蔡松棋理事長）

 ▲北師藝術大展於 11/30（週六）拉開序幕。  ▲開幕當日參觀人潮洶湧。



焦點新聞

的藝術科系，張新仁校長首先致詞，北師橫跨三

個世紀，歷經 9次更名與改制，到今日的藝術與
造形設計學系，學校培育無數的藝壇菁英，是國

內最重要的藝術人才搖籃，今日看見校友的聯

展，展現出北師校友的藝術創作及教學能量。

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表示：「此次展覽

集結北師老、中、青三代，展出內容包含了油

畫、水彩、水墨、書法、版畫、攝影、工藝等，

不只讓各屆的校友透過藝術互相交流、見習，也

讓民眾得以在藝術殿堂上，近距離欣賞藝術，品

味藝術。」

在收件其間，有位 88歲的周福番老校友，
帶著蹣跚的步履，風塵僕僕帶著作品一路從宜蘭

搭火車來到台北送作品、繳寫資料，周老校長表

示以身為北師人為榮，無論如何也要來參加母校

的校友藝術大展，精神令人動容。另現年近 90
歲的吳隆榮校長，也是臺陽美術學會理事長、中

華民國兒童美術學會榮譽理事長，很高興的說：

「此次北師校友聯展，水準極高，不只是北師的

校友美展，也是活生生的一部臺灣近代、現代美

術史，一般民眾或對藝術有研究者，都值得來北

師美術館細細品賞」。

此次《2019—愛您依舊》北師藝術大

展，展期自 11月 30日至 12月 4日，每日 10：
00至 18：00免費參觀，吸引大批民眾及學校單
位團體參觀，堪稱本校 124週年校慶一大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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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新仁校長與參觀來賓於參展作品前合影。（右

起：張新仁校長、臺北市教育局何雅娟副局長、校

友總會吳隆榮理事、臺北市校友會連寬寬理事長、

林明助校長）

 ▲全體校友於參觀結束後與張新仁校長（首排中間紅色外套者）

在攝影師的指導下開心合影。

 ▲ 12/2（週一）高雄中學學生參訪時，聆聽志工老師
講解。

 ▲ 12/3（週二）和平實小的小朋友，專心聽著志工老
師的介紹。師 介

 ▲感謝志工老師們的熱情支援。



焦點新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4週年校慶特展
—傑出校友學籍簿暨校史檔案展 ◎總務處文書組

歷史不可抹滅，文化必須傳承，用展覽來講述歷史，讓檔案來說明見

證。本次校慶之檔案特展係融入學生巧思與互動遊戲，期許吸引年輕學子願

意主動更加了解我們的母校，以校為榮，激勵日後學校以我為榮。

學校是培育學生的場所，學籍資料係構成

校史的重要佐證，本校建校迄今 124年，文物史
料豐富，檔案保存完整，本次特別於篤行樓 1樓
展出日治時期知名傑出校友的學籍資料表，分別

是藝術家陳澄波先生、音樂家鄧雨賢先生、第一

任臺北市長吳三連先生、現任臺北市長柯文哲的

祖父柯世元先生。藉由學籍資料簿的記錄，得以

一窺當時學生的學校生活及學習狀況等相關情

形。本次所展的日治時期珍貴學籍資料簿皆獲其

親屬簽屬同意書在案。

本校經九次更名與改制，百年淬鍊迄今，

見證了時代的更迭與變遷，造就出現今的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在另一展區，視聽館 1樓展示第二
次世界大戰後本校校名變更之正式公文及二戰後

首任校長唐守謙派任為本校校長之派令。

本次展覽之日治時期傑出校友名字，特由

學生運用巧思設計烙印在展覽主題「中繼站」

中，低調的將歷史呈現在海報上，您也許有注

意，也許沒看到，但，他就是這樣真實的呈現在

您眼前。

本次展覽由總務處文書組與秘書室校友中

心共同辦理，並商請何義麟主任秘書指導主題方

向與史料鑑定，委託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林詠

能教授指導學生規劃策展與執行；藉由行政與學

術單位的攜手合作，結合臺灣史學、文化傳承、

學生創意與行政支援，由教授專業領導，帶入新

世代學生的創意，以專業分工創造最大效益。

期許透過此次檔案特展，凸顯檔案保存的

重要性，在回顧歷史的同

時，遠瞻未來，藉由檔案

加值應用，持續為學校

歷史保留更多珍貴的

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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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志強副校長於

開展時致詞。

 ▲「中繼站：那些過去，哪些未來？」  ▲「校名月台」敘述著本校的歷史進程。  ▲優秀的前人造就了今日的北教大。

 ▲參觀師生專心聆聽導覽同學解說。

（右二為楊志強副校長，後排為林詠能老師）

 ▲向勞苦功高的幕後同仁致敬。

（左三為何義麟主任秘書）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