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生表現

 賀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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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企業最愛大學 TOP10。
 108學年度公立一般大學學士班註冊率 98.36%，
居全國公立一般大學第三名。

 108學年度教育部好大學新指標：「大學部就學穩定率」95.48%，
居全國公立一般大學第五名。

 107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全數通過。
 獲教育部 107年度「高教深耕計畫」經費補助新臺幣 5052萬元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4週年校慶
 「校務發展貢獻獎」頒發獎項清單 

124週年校慶
擬頒發獎項

獲獎依據 獲獎者

107學年度競爭型計
畫貢獻獎

本校爭取教育部多項競爭型計

畫，獎勵競爭型計畫超過 100萬
元之承辦單位或主持人

•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學發展中心
• 補助師資培育大學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
計畫／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 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校務研究中心
• 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重點學校計畫／研究
發展處

107學年度政府部門
（含科技部）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貢獻獎

獎勵 107學年度獲政府相關部門
（含科技部）委辦、補助及產學

合作計畫金額超過 100萬元之單
位或個人

張新仁、劉遠楨、周志宏、周淑卿、林曼麗、

楊凱翔、張郁雯、盧玉玲、陳錦芬、戴雅茗、

孫劍秋、郭博州、鄒小蘭、林靜雯、吳天偉、

張文德、趙貞怡、崔夢萍、陳淳迪、周金城、

蔡元芳、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試務行政組、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北師美術館、

進修推廣處、教務處註冊組、特殊教育中心、

學務處資源教室、學務處體育室、

總務處環安組、研究發展處國際組

108學年度大學部註
冊率及續讀率績優學

系獎

本校 108學年度註冊率及續讀率
序位合計前 3名之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心理與諮商學系、體育學系

106學年度畢業 1年
就業率百分百系所獎

獎勵本校 106學年度大學或研究
所畢業 1年就業率 100％之系所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育學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臺灣文化研究所、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體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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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表現

124週年校慶
擬頒發獎項

獲獎依據 獲獎者

108年度通過教師甄
試人數最多學系獎

獎勵 108年度考取教師甄試人數
（不含公費）前 3名學系

教育學系（42名）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41名）
體育學系（38名）

108年度通過教師資
格考試績優學系獎

獎勵應屆通過人數前 3名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33名）
教育學系（31名）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30名）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30名）

108年度學海系列獎
獎勵 108年度執行學海築夢計畫
學系

新南向學海築夢：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郭博州）

108年度海外教學實
習或教育見習服務獎

獎勵 108年度系所教師帶領學生
進行二週以上海外教育見習、教

學實習

陳錦芬、吳麗君、田耐青、王俊斌、黃永和、

陳湄涵、周玉秀

107學年度
職涯導師服務獎

獎勵 107學年度提供個別諮詢、
團體解測（UCAN）、辦理職涯
輔導講座、企業參訪活動、開設

職涯發展或專業實習課程之受益

學生總人次前 3名職涯導師

魏郁禎（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297人次）
盧欣宜（語文與創作學系，186人次）
林義斌（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132人次）

107學年度國際學術
研討會或展演績優獎

獎勵 107學年度辦理國際學術研
討會或展演之系所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第八屆亞洲化學教育研討
會

音樂學系： 呂昭炫吉他作品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8年第三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
際鋼琴音樂節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第一屆教育與法律國際
研討會 :台灣教育基本
法實施 20週年之回顧與
展望

108年度
社團表現優良獎

獎勵 108年度表現優良之社團 耕古國樂社、芝山親善大使、慈愛社

107年度
校務基金貢獻獎

獎勵 107年度對校務基金貢獻
超過 100萬元之推廣教育單位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4,256,020元）

108年度優秀員工
及團體獎

108年度遴選服務效能及工作績
效優異員工及團體

優秀員工： 李淑娟、袁婷婷、王小萍、
黃　渝、景瓊茹、黃育賢

優秀團體： 教學發展中心、
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教務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4週年校慶
 「校務發展貢獻獎」頒發獎項清單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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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表現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4周年校慶音樂會 ◎音樂系

2019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4週年校慶，
特別邀請波蘭維尼奧夫斯基國際小提琴大賽得

主及俄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授 Lev 
Solodovnikov與本校音樂學系聯合演出柴可夫斯
基 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並由本校專任教授指
揮家王雅蕙老師帶領管弦樂團於國家音樂廳盛大

演出。

演出當晚嘉賓雲集，眾多音樂藝術界資深

前輩均蒞臨現場，張新仁校長與林新發前校長均

出席此盛大慶祝音樂會，同時各大專院校音樂系

所多位貴賓也出席恭賀本校 124週年校慶。
非常感謝本校同仁們鼎力支持，感謝一直

支持並贊助音樂學系之史坦威鋼琴中心、功學

社、東和樂器等。音樂學系用最堅強的陣容和最

誠摯的心意為大家演出，祝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校運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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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音樂會邀請到波蘭維尼奧夫斯基國際小提琴大

賽得主及俄國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授 Lev 
Solodovnikov與本校音樂學系管弦樂團聯合演出。

 
▲

彩排實況。

 ▲本校音樂系管弦樂團指揮王雅蕙老師指揮時神情。

 ▲校慶音樂會於 108年 10月 23日晚上
假國家音樂廳演出，現場坐無虛席。



師生表現

教職員網球隊重返榮耀：榮獲全國大專教職員網球賽甲組亞軍
◎體育學系　李加耀教授

本校職員網球隊一直是國內教師組比賽的

常勝軍，不過，近幾年在全國教職員最高級的賽

事裡，成績表現偶有起伏，也多年未曾領受冠軍

賽的氣氛。

今年，加入本校體育室的宏偉與亭雅兩位

生力軍，讓教職員網球隊對於此次大專院校教職

員網球錦標賽充滿了信心，也激勵了大家賽前積

極備戰的態度。

首戰，我們對上去年拿下乙組冠軍甫升上

甲組的台北大學，小英（英哲老師）與 Kevin
（啟文主任）打頭陣。一開賽可能因為首發之

故，有些怯場與緊張，最後仍然穩住陣腳，

以 4:1的比數獲得勝利（比賽以五點雙打為賽
制），這一役給剛晉升上甲組的台北大學一個震

撼教育，也給我們國北教職員隊無比的安定感。

第二場對上甲組的勁旅，也是去年的亞

軍，政治大學，翁院長（梓林院長）與耀哥（加

耀老師）遇到國手級的對手，不幸敗北，讓晉級

之路萌生陰影。賽事的壓力壟罩著球隊，此時我

們發揮了強大的韌性，蔡總務長（葉榮老師）與

小陳（慶和老師）扛住壓力，拿下關鍵點，贏了

政大，讓國北信心大振！

晉級的最後一場賽事，遇到東海大學，去

年，我們國北就是輸給東海大學，以至於無法順

利晉級冠亞軍賽，當時懊喪的心情，加上今日欲

報一箭之仇的雙重感受浮現，大夥兒無不摩拳擦

掌，蓄勢待發。小吳（忠誼老師）與黃金左手

（顯丞老師）遇到東海最強的雙打，雙方你來我

往，纏鬥僵持到「搶七」，這一局以些微差距輸

球，此刻，賽局被追成 2：2平手，去年輸球給
東海大學的記憶再度湧現，不過，在祥哥（益祥

主任）與亭雅穩紮穩打的堅持下守住了勝利，國

北終於再度挺進甲組的最後四強賽。

四強之戰，首先，我們遇到擁有眾多國手

的逢甲大學，杰哥（政杰老師）與宏偉發揮壓制

力，順利拿下第一點，隨後小吳（忠誼老師）與

黃金左手（顯丞老師）再度在「搶七」時輸球，

翁院長與耀哥也無法守成，此時，球隊陷入 1:2
的落後之勢，我們有著再輸一點即無法進入冠軍

賽的巨大壓力。蔡總務長與小陳（慶和老師）又

扛下重擔，合力出擊，終於幫球隊贏下最為關鍵

的比賽，協助國北再度重回睽違已久的甲組冠軍

賽。

冠軍賽的對手是連續九年蟬聯冠軍的正修

科大，他們球員一字排開，幾乎都是國家賽事好

手出身。不過，我們國北也不遑多讓，毫不遜

色，院長與宏偉，小吳與顯丞皆表現出色。可惜

國北力戰到最後，仍不敵好手如雲的正修科大，

飲恨抱回亞軍的獎杯。

今年於中正大學舉辦的全國教職員網球

賽，我們國北教職員網球隊雖以亞軍坐收，但卻

是經過六年漫長等待後的甜美果實。此刻，將

我們獲得全國大專教職員

甲組亞軍的喜悅與大家分

享。也歡迎各位同仁們，

起身拿起球拍（沒球拍翁

院長會贊助），到網球場

與我們揮汗打球，一起享

受網球之美好，以球強

身，並且，以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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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教職員網球好手抱回

全國大專教職員網球賽甲

組亞軍獎杯，開心合影。



師生表現

109級體育表演會 ENJOY運動夜　轉動新視界
◎體育學系四年級　楊孟翰

今年是辦理本校體育表演會第二十四年，

每年的體育表演會是體育學系最盛大的活動，也

是校慶系列活動的最終站。在科技如此發達的

現在，越來越多人選擇在家看電視而非外出運

動，一百零九級體育表演會，以「電視節目」的

概念延伸發想，讓畫面中的人物走出螢幕和觀

眾互動，希望觀眾在享受演出的同時，能夠顛

覆他們對電視節目、對運動的看法。更以口號

「ENJOY運動夜 轉動新視界」直接清楚明瞭的
傳達 109級體育表演會的核心概念。

第 24屆體育表演會搭配背景主題「電視節
目」呈現每一個節目，藉由轉台的方式呈現一個

又一個表演。每個節目的內容是將各項運動的專

業動作，藉由風格多樣的音樂，搭配上多彩絢麗

的燈光以及創意的表演呈現給現場觀眾，將體育

運動提升到一個不一樣的層次。希望用最好的

視覺饗宴和新的體育樣貌出現在觀眾眼前。我

們希望能夠讓觀眾愛上體育運動，也能夠實際

去運動，真正地落實「ENJOY運動夜 轉動新視
界」。

本次 109級體育表演會，不只是校慶活動
的終點站，更是體育學系 109級嘔心瀝血之作，
經歷了大學三年體育表演會的洗禮、儲備，從大

一新生的懵懂無知，到大四的成長茁壯，將這三

年所經歷的一切轉化成能量，並將這些能量投注

在此次「ENJOY運動夜 轉動新視界」體育表演
會上，將這段求學歷程呈現在觀眾面前，邀請大

家一同見證這段路上的成長與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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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震天下。

 ▲小將蕭佑然將代表國家

參加 2020東京奧運。

 ▲曼妙的水上芭蕾。

 ▲看我的厲害。哈，砸！

 ▲扯鈴小將向大家拜年。

 ▲叢林之王—泰山。小小將蕭佑佑然將將代表表 家
▲看看



師生表現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24週年校慶  
獎學金受獎名單

獎學金 獲獎學生

葉校長霞翟獎學金 張恩臨（兒三甲）、黃晨星（自三甲）、黃昱嘉（特四甲）

常依福智獎學金 甄佑泰（數資系 106.6畢）、侯舜仁（資科碩二）、陳彥霖（心諮系 106.6畢）、
林奕秀（心諮所 106.6畢）、葉倪秀（心諮所 107.6畢）、高郁倢（心諮所 107.6畢）、
張宇傑（心諮所 107.6畢）、蔡函儒（心諮所 107.6畢）、施惟友（心諮所 107.6畢）、
林小文（心諮所 107.7畢）、賴敬云（心諮所 108.1畢）、楊菁薷（心諮所 108.1畢）、
吳秉原（心諮所 108.1畢）、丁李衡（心諮所 108.1畢）、陳沛宜（心諮所 108.6畢）、
張瑩瑩（心諮所 108.6畢）、蔡蕙如（心諮所 108.6畢）、酒小萍（心諮所 108.6畢）、
虞如斯（心諮所 108.6畢）、魏大紘（心諮所 108.6畢）、邱璽霖（心諮所 108.6畢）、
陳怡睿（心諮所 108.6畢）、江孟𣽆（心諮所 108.6畢）、曾郁方（心諮所 108.6畢）、
鄭暐翰（社發系 107.6畢）、藍晨維（社發系 107.6畢）、蘇冠霖（社發系 107.6畢）、
林俊生（社發系 108.1畢）、葉維信（社發系 108.6畢）

周餘龍教授

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林宥玲（教育四甲）、林承翰（教育二甲）、許維容（社三甲）、陳瑩真（社二甲）、

郭品君（社二甲）、張淼森（語創四乙—師資組）、張筱娸（語創三甲－文學組）、

張毓娟（藝設三甲—藝術組）、張豔瑢（音三甲）、徐苡庭（兒二甲）、

周忻珮（文四甲）、陳佳綾（文二甲）、彭曉君（體四甲）、林辰杰（數三甲）、

林文心（資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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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嚐嚐灌籃滋味。
 ▲聚沙成塔。

 ▲乘風破浪。
 ▲一飛而過。

 ▲ENJOY運動夜，
轉動新視界！

 ▲ 2019北教大體育表演會在盛大的謝幕會中完美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