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生表現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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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倡文學創作風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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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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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創系許育健主任認為：文學是滋養生活

重要的途徑之一。經常閱讀文學作品可以使人有

所感悟、有所啟發；若能創作文學作品，則可更

進一步以文學表述個人情感或對社會現狀的反

思。北教大文學獎的設立，即為喜好文學的學子

們提供舞台，在創作的路上初試啼聲，也分享自

己對文學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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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2月 5日收件截止日，新詩組收到 66
件、散文組 48件、極短篇組 59件、總計共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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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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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文學獎決審會議現場。

 ▲新詩組評審委員（左至右）趙文豪、顧蕙倩、馬翊

航與活動召集人陳文成老師（右 1）合影。
 ▲極短篇組評審委員（左至右）鄒敦怜、吳鈞堯、

張啟疆。

 ▲散文組評審委員（左至右）謝靜國、簡文志、李俊東。

 ▲散文組評審委員李俊東（左）頒發優選獎狀給得

獎者—林欣茹（右）。

 ▲散文組評審委員謝靜國（左）頒發佳作獎狀給得獎

者—徐滋妤（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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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組得獎名單（５名）

班　級 姓　名 篇　名 獎次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級文學創作組 陳佳榆 吐與暈 特優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四年級 倪子涵 逢六之際 優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二年級文學創作組 林欣茹 原來是青春 優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徐滋妤 大魚游過 佳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級文學創作組 陳鋒哲 單向軌道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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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決審會議於 2019年 12月 24日中午 12
時 15分及下午 3點 30分假本校行政大樓 A304
教室辦理，此次各組邀請多位校外專家評審委

員：新詩組邀請到顧蕙倩、馬翊航、趙文豪；散

文組邀請到簡文志、李俊東、謝靜國；極短篇組

邀請到吳鈞堯、張啟疆、鄒敦怜。如此盛大之校

外專家評審委員陣容，也吸引了約 30位喜愛文
學的師生出席。

本活動總召集人為語創系陳文成老師，陳

老師先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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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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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詩組評審委員顧蕙倩（左）頒發特優獎狀

給得獎者—洪萬達（右）。

 ▲極短篇組評審委員張啟疆（左）頒發特優獎

狀給得獎者—莊鑫奇（右）。

 ▲語創系許育健主任（左）頒發感謝狀給文學

獎召集人—陳文成老師（右）。

 ▲新詩組評審委員馬翊航（左）頒發佳作獎狀

給得獎者—何偉嘉（右）。

 ▲極短篇組評審委員鄒敦怜（左）頒發優選

獎狀給得獎者—張育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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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組得獎名單（６名）

班　級 姓　名 篇　名 獎次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洪萬達 電影院 特優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呂振嘉 慢寫時光 優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四年級文學創作組 邵僅 觀察筆記 優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二年級文學創作組 何偉嘉 再見少司命 佳作

音樂學系三年級 葉典佳 現在的天氣多 適合 佳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陳建呈 眼 佳作

極短篇得獎名單（５名）

班　級 姓　名 篇名　 獎次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莊鑫奇 不能再拖了 特優

語文與創作學系三年級文學創作組 黃宇慈 此路不通 優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三年級文學創作組 張育甄 房東 優選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徐滋妤 學妹 佳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林宣 行李 佳作

從履歷開始「郁見，你的未來」—履歷自傳競賽及系列講座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三年級賴奕均、二年級許安聆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教經

系）於 2019年 11月 3日上午，公布履歷自傳競
賽得獎名單於「郁見，你的未來」粉絲專頁。此

競賽為本校教經系魏郁禎老師執行「2019年大
專院校職涯輔導計畫」的項目之一，目的為鼓勵

學生及早進行職涯規劃、發掘自我優勢，並了解

就業市場需求。因此，透過「履歷競賽」使學生

在投入職場前有適切的準備，進而在競爭激烈的

就業市場中脫穎而出，順利與職場接軌。

從開始宣傳競賽內容至 2019年 10月 22日
截止收件，總計共 51件履歷參賽作品，邀請三
名業界人資專業人員擔任評審，以職場專業的角

度來評分履歷。本次競賽前三名分別為教經系邱

英雪、高邦惟、張瑋秀；佳作同學有兒童英語教

育學系涂家蓁、教經系丁肇彤、張恩美、古博

雅、李婷婷、馮傑達；獲獎同學均獲得獎狀及獎

金。粉絲專頁上邀請前三名的同學分享作品，供

大家參考一份人資專業人員一致認同的履歷。同

時也提供「競賽成績暨個別評語查詢系統」，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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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為甚麼要寫履歷」講座現場參與熱烈。

 ▲履歷競賽宣傳海報。  ▲履歷競賽得獎名單。



師生表現

魔鏡魔境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 2019公演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本校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以下簡稱幼教

系）魔鏡魔境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 2019年度公
演《奧丁的禮物》已於 108 年 12月 26日在臺北
市政府親子劇場圓滿落幕。此次公演嘗試新的主

題－親人離異，藉由主角小斯面臨奶奶死亡的心

境變化來正式面對家人的離去。在一開始，小斯

無法面對奶奶即將離去的現實，突然之間，奧丁

出現在小斯眼前，燃起小斯的希望，經過霍普叔

叔、莉莉阿姨、拉弗爺爺的幫助，小斯終於發現

放手才是最正確的選擇，軀體雖然無法長存，但

家人帶給我們的愛和記憶會永遠存在心中。

魔鏡魔境成立至今已邁入第 19 個年頭，每

年的 9∼ 12月晚上，行政大樓 7樓幼教系的一
排教室總是燈火通明。導演和演員們為了偏遠

地區孩子們籌備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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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參賽者對於自己的履歷有更深的認知，並了

解改善重點。

此次的履歷競賽還配合了一場由人資經驗

豐富的陳正瑋講師帶來的「到底，為甚麼要寫履

歷」講座，由自身從事人資工作的經歷說起，帶

出職涯途中的甘苦談和心得，並循序漸進的帶領

著學生從履歷中的基本資料開始探討，承接至自

傳撰寫，以及最後面試的事前準備，鉅細靡遺的

分析講解。講師強調，「多以履歷閱讀者」的角

度去設想，思考對方想要了解的重點，可以減少

疏失。並建議學生們記錄現下的學習過程和成

果，對於未來求職將有極大助益。本場次講座共

計 83人參加，並存有 97%以上的滿意度。相關
活動內容皆更新於粉絲專頁—「郁見，你的未

來」最新動態消息。本計畫亦持續推出許多職涯

輔導系列講座及活動，歡迎大家至粉專取得最新

消息，竭誠邀請師長同學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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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賽第一名作品分享。

 ▲「到底，為甚麼要寫履歷」講座講師陳正瑋以其

豐富的人資經驗現身說法。

 ▲ FB郁見你的未來 -
粉絲專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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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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鏡魔境也不斷自我期許，透過傳

承與支持來成就每一年的年度公演，期待能為大

家帶來更令人驚豔的作品，我們 2020年度公演
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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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魔鏡魔境年度公演廣告 DM。

 ▲舞台組忙著佈置場地。
 
▲

音控組居高臨

下， 縱 觀 全

場。

 ▲前來觀賞的小朋友與演員開心合影。

 ▲預備期間，大夥兒聚在學校大禮堂討論。

 ▲燈光組進行設備架設，預備演出。

 ▲畫妝組同學細

心為演員畫上

彩妝。

預備期間 大夥兒聚在學校大禮堂討論

▲▲▲▲舞台台組忙著佈佈置場地燈光組進行設備架設 預備演出

前來觀賞前來觀賞的小朋友與演員開 合影

臨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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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劇照：小斯捨不得奶奶離開。

 ▲本校張新仁校長（前排中）、盧明老師（前排右

三）、永安國小邢小萍校長（前排左四）於演出後與

演出同學合影。

 
▲

工作人員演出後合影（一）。

 ▲演出劇照：小斯與同伴前往尋找神奇藥水材料。

 ▲謝幕了，明年再見啦∼

 ▲工作人員演出後合影（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