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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童樂童歡會 ◎教育學系

108年 11月 30日這一天除了有國北教大的
校慶活動，在校園的另外一角，教育學系所舉辦

的童歡會也充滿活力地進行著。童歡會是由教育

系大一大二的同學們所舉辦的活動，在校慶這

天，教育系的同學們會擔任一日教師的角色，負

起帶領教職員工子女及鄰近小學學童的責任，並

為孩子精心規劃一系列的活動。今年的童歡會主

題為「環遊世界大冒險」，其中活動包含了早

操、教學、大地遊戲、手作等各項豐富內容，更

有戲劇穿插在其中為活動增加趣味。

儘管童歡會只有短短一天，但事前的準備

工作也花費了將近一個月之久的時間，包含戲劇

彩排、早操約練、課程試教、遊戲練跑、手作準

備⋯⋯，各個環節的進行、活動的順暢，都是工

作人員共同努力許久才有的成果展現，為的就是

能讓當天參與的小朋友們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活動當天一早，鐘樓旁就聚集了一群滿心

期待的小朋友們，小朋友的年紀小至 4歲，大至
10歲。雖然在年紀上有些差距，但他們炯炯有
神的大眼中，卻透著相同的期待。集合完畢後，

這群天真可愛的孩子們就在隊輔老師的帶領下浩

浩蕩蕩地來到至善樓，一天的活動也由此展開。

首先從活力滿滿的環球操開始這趟旅程，

小小的至善樓中充斥著小朋友洋溢的熱情，置身

其中讓人絲毫感受不到外面天氣的寒冷。接著是

包裝成旅遊指南的各國飲食及景點介紹，小朋友

們各個踴躍發言、積極參與在課程之中，深怕一

個不留神就漏掉精彩的內容。再來就是大家最期

待的大地遊戲，小朋友必須跑到設置在校園各處

的六個國家，並在體驗完充滿當地文化特色的遊

戲之後獲得各關導遊給予的認證章，才算完成這

一趟冒險。最後也透過拼貼畫、摺紙活動的進

行，讓小朋友們親自為這趟冒險製作紀念品，留

下美好的回憶。

在活動的最後，老師們更拿到了小朋友親

手寫的小卡，看著上頭一字一句天真可愛的詞

語、一筆一畫細心留下的插圖，讓整天的疲憊瞬

間消散了不少。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裡，因為有這群小朋友

的陪伴，才讓這天顯得特別難忘，而小朋友帶來

的熱情也為這個寒冷的冬天增添不少溫暖。

 ▲小朋友充滿活力，認真地跟著小老師做早操。

 ▲環遊世界？就我們四個？要帶童歡會的小朋友吧？  ▲小老師：「在哪裏？」小朋友：「在那裏！」會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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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的人舉手。

 ▲老師，我一定贏你！

 ▲還差一點點，快到了。

 ▲小朋友認真地做拼貼，為自己留下美好的回憶∼

 ▲老師，選我選我！

 ▲千萬不要溢出來喔，拜託！拜託！

 ▲耶！到終點了！！

 ▲師生歡聚一堂，合影留念。明年再見囉！



活力校園

16

首場「我的學長姐好棒」系列職涯講座
—大學怎麼過才不浪費？你該知道的國北求生指南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三年級　賴奕均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魏郁禎老師在今

年度執行的「大專校院職涯輔導計畫」中，安排

了一系列由優秀學長姐現身說法的職涯講座。首

場便在 2020年 3月 3日下午 15時 40分至 17時
20分於大禮堂舉行，主題為「大學怎麼過才不
浪費？你該知道的國北求生指南」。在這疫情嚴

峻的時間點，本場講座仍吸引近三百名觀眾入場

聆聽。

此講座最特別之處在於，獲邀擔任講者的

蕭兆佑竟是尚未畢業的在校生，顛覆了擔任職涯

講座的講者應該已在職場有所歷練的迷思。就讀

本校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四年級的蕭兆佑同學，

目前在知名企業 Kkbox擔任實習生。雖然尚未
畢業，但他累積的課外活動、實習、成就經歷相

當豐富，流利的口條和豐富的內容帶來了一場含

金量高、精彩萬分的演講。

講座開場以「三個字形容國北」揭開序

幕，與同學輕鬆互動的同時，調查同學們對於現

在就讀大學的認知。講師從剛上大學的大一生活

開始，藉由自身經歷道出許多人心中的猶豫：是

否要轉學？轉系？當老師？為此，講師帶給同學

們一句話：「沒有白費的經歷。」勉勵同學們不

要陷入懊悔，勇敢走出自己的路，並且推薦校內

在不同領域發光的學長姐典範給聽眾，讓大家不

論想往實務界或教育界均有可學習的典範。蕭兆

佑還無私分享校園內外可運用的資源，並推薦網

路上著名的知識內容社群，期許同學們可善加利

用身邊擁有的資源。

針對大學生最常面臨的問題：參與社團後

的時間管理以及壓力調適。講師以擔任系學會會

長的經驗，告訴大家做決策、辦活動的訣竅，並

分享時間管理的方法：「一天排三件事情。」接

著進行一場小活動，講師讓大家靜下心來思考，

從現在到 30歲的階段性規劃，更仔細的檢視自
己並畫出未來藍圖，建議同學以終為始的心態來

思考。 

接下來便是即將畢業的同學們開始憂慮的

問題：是否申請研究所、實習？以及令大家卻步

卻必經的道路：投遞履歷與面試。同樣的以親身

的經歷鼓勵同學們，面試失敗不要害怕，整理好

情緒後再一次檢視自己、找出問題點。並提點同

學：「不要太急著找出答案。」

來到講座最後一個環節，講師介紹在

Kkbox實習的生活，分享在企業界工作的方式：
審視每天的工作項目、建立屬於自己的百科全

書、優化每次的工作內容。最後蕭兆佑講師送給

台下觀眾們一句話：「不完美的行動勝過完美的

不行動」，勉勵同學們不要自我限制，儘量去多

嘗試。

整場講座從剛進校園的心態調整，循序漸

進至實習經驗分享，讓大一到大四的同學們受益

良多，豐富且有條理的內容大獲好評，本場講座

 ▲本場講座吸引了兩百多人與會。

 ▲講師蕭兆佑給大三同學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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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成為我的朋友—外籍生來台就學心路歷程及成果分享
 ◎研究發展處 國際事務組

隨著國際化潮流的推進，本校外籍學生亦

日益增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學子，匯聚一堂，為

本校帶來多元文化的新風貌。

108年 11月本校「107－108年度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成果展」期間，邀請了外國學生上台表

演，演出精彩，趣味橫生。其中金汶珠是來自韓

國的外籍生，她自彈自唱周華健的歌「朋友」，

歌聲動人，博得滿堂采。她分享預備過程中的心

路歷程，想到來臺求學的日子裡，遇到許多朋友

的支持與鼓勵，以及學校師長同仁的幫助，心中

充滿感謝，並期許自己也能成為有需要的人的朋

友。

活力校園

共吸引了超過三百名同學報名，最後共吸引了

266人入場。因應疫情考量，本講座做好妥善的
防疫措施，除了要求配戴口罩、拉大座位距離、

保持空氣流通以外，入場時也使用紅外線體溫感

測儀檢測，並提供 75%酒精消毒，同時也進行
線上直播，讓無法與會的同學們也能參與。

此講座係由教經系魏郁禎老師執行「2020
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計畫」的項目之一，為引導

大學生重視職涯發展，並推動職涯規劃的風氣。

更多相關活動內容將於專屬粉絲專頁：「郁見，

你的未來」更新最新消息。

 ▲學生認真思考未來至 30歲的規劃。  ▲本講座提供同步直播，以利未能與會者線上參與。

 ▲預備上台的金汶珠，心中忐忑。

 ▲優美的歌詞，觸動人心。

 ▲台上的金汶珠，歌聲迷人。

▲▲優美優 的歌詞 觸動觸動人心人心



活力校園

18

Thank you for being my friend.
 ◎  Kim Moonjoo, The second year of master’s in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When I was asked to do a performance during 
the achievement exhibition event,  I was a little bit 
hesitant to accept it.  Bu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staff in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I decided to do it. 
When I thought about what kind of performance 
that I would do, it took time to choose. Maybe I was 
a little bit afraid of performing in front of people. 
Like me as a normal person, I wonder “ how can I 
do a performance ?” In case I make a mistake, could 
I bear that embarrassing moment? These thoughts 
made me nervous about the performance. But I 
reflected on my worries. I already  had  decided to 
do a performance, why did I have to worry about 
that ? What I need to do is to choose what kind of 
performance I will do, and just practice it. I finally 
chose to sing a song, titled ‘friend’. The reasons 
why I chose it: first, when I arrived in Taiwan, I 
met a lot of friends who supported and encouraged 
me. Second, the song reminds me that I have to be 
a friend to those who needs help. So, I chose that 
song and started to practice. I think this song has 
a special meaning for me. The more I practice, the 
more I could feel the lyrics’ meaning. Especially 
when I practiced a part of ‘真愛過，才會懂，會
寂寞，會回首 ’, I could feel the meaning of lyrics 
with my heart. It’s because of my experience in 

Taiwan. Sometimes I feel lonely and isolated, but I 
encouraged myself to start again. After practicing 
that song, finally the day has come. I need to do 
a performance in front of people! Actually, that 
morning, I was so nervous. I have to prepare my 
costume and I have to rehearse. In my mind, I had a 
doubt if I could do it well or not. When I arrived at 
school to prepare for the performance, all the staff 
encouraged me. 

Finally, it’s my turn to do a performance. 
During my song, everybody was looking at me. 
Because I was so nervous at that moment, I don’t 
remember very well if it went well or not. The 
only thing that I remember is the warm eyes of 
everyone. They were looking at me and some of 
them were singing together with me.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for me. At the moment, I felt as if 
we were united as one. It was no matter that I am 
a Korean or they are Taiwanese. The atmosphere 
made me understand at least at that moment we 
were friends.  I want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the 
staff from international office, they encouraged me 
to do a performance and supported me. Like they 
did it for me,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friend of 
those in need.

 ▲可愛的金汶珠。

 ▲台下觀眾報以熱烈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