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vol.
2020年 4月號

∼



焦點新聞

因應疫情校長致全校教職員工生第四封公開信
◎張新仁校長

各位親愛的師長、同仁與同學：

清明連假過後，為了維護校園師生平安健

康、持續安心教學與學習，我們必須掌握阻絕境

外移入感染源、降低社區感染風險兩大原則，再

次提升防疫措施。

一、 本學期結束前，本校教職員工生請避免所有
非必要之出國旅遊、參加會議或交流。

二、 清明連假期間曾前往 11個熱門風景區／景
點人潮密集，請在家自主健康管理至 4/19，
避免到校上班、上（授）課，職員工（含教

師兼行政）採「居家辦公」、教師授課採

「線上教學」、學生採「線上學習」或教師

指定之自主學習。

三、 師生上課、出席會議，無法落實社交距離
者，務必戴口罩。

四、 為減少通勤群眾的近距離接觸，自即日起擴
大彈性上下班時間為二小時，以錯開上下班

時間。

五、 本校實施全面門禁後，教職員工生進入校園
時，務必攜帶已登錄系統之感應卡刷卡或出

示證件供查驗。為避免人員跨場域流動與接

觸，防疫必須從嚴，懇請本校同仁眷屬（仍

需照護接送之國中小子女除外）、非兼課之

退休人員和校友，暫勿進入校園。倘需入

校，請採洽公方式。尚請大家體諒與配合！

各單位如有

校外洽公人

士，請告知

本校門禁管

制措施。另可

事先下載填妥健

康關懷問卷，以加

速入校程序。

六、 敬請各系所教師全面測試遠距教學與線上
會議，預備未來全面 上的可能。教育部於

4月 7日公告停止使用 Zoom軟體，本校
師生均有 Google帳號，未來將使用 Google 
HangoutsMeet，已提供快速上手簡報。

七、 行政與學術單位需超前部署異地或分散辦
公、居家辦公的可行性，並可於辦公室外

安排低風險的洽談桌，洽談請戴口罩、量

體溫與填寫到訪記錄等。

八、 基於疫情指揮中心對於室內外人數的限
制，請各系所和學位學程提前研議規劃自

行辦理畢業典禮。

目前全球疫情尚未舒緩，本校師生與同仁

務必落實個人與環境的防疫措施，確保自身健

康，坦然面對、積極因應、齊心協力共創安全

的校園環境。

校長 張新仁 敬啟
109年 4月 8日

疫情來襲，嚴陣以待
—因應新冠疫情，本校全面啟動防疫機制
◎編輯室

新冠病毒自今年 1月間於中國武漢爆發以
來，迅速蔓延各國，愈演愈烈。台灣因防疫措施

提早部署，故疫情未及他國嚴重，然大家仍不敢

大意，嚴陣以待，期使疫情不致擴大。

本校自春節假期結束，開工後即刻起動防

疫機制，於 1月 30日由楊志強副校長召開校級
防疫工作協調會，並時時關注疫情，隨時調整應

變措施。各單位亦因應業務需要不時召開相關會

議，討論因應疫情發展如何調整應變，並制定相

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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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校主要防疫措施如下：

 █因應疫情升溫校園全面門禁管制

一、 因應疫情日趨嚴峻，本校自 109年 3月 27
日起，僅開放「學校正門」，關閉其他出入

口。

※ 「學校正門」開放時間：週一至週日 6
時至 24時。
※ 「東側門」僅開放機車出入，人員請改
走正門。 

二、 本校教職員工生入校應使用已登錄身分之感
應卡（含具悠遊卡功能之教職員工證與學生

證、悠遊卡、一卡通）經門禁管制系統感應

方式識別或出示相關識別證，並配合量測體

溫。本校同仁眷屬（仍需照護接送之國中小

子女除外）、非兼課之退休人員和校友，暫

勿進入校園。倘需入校，請採洽公方式。各

單位如有校外洽公人士，請告知本校門禁管

制措施。

三、 校外洽公人士進入本校請出示證件（開會通
知單、公文或臨時識別證），並填寫健康關

懷問卷後，配合量測體溫。 
四、非洽公人士禁止進入校園。

 █防疫期間本校上下班時間調整

本校現行彈性上班時間為 7點 30分至 8點
30分，下班時間為下午 5時至 6時。配合防疫
需要，上班彈性時間調整為 7點至 9點，下班時
間則調整為下午 4時 30分至 6時 30分，並自
109年 4月 8日起實施，迄至防疫原因消滅後結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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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徵才說明會拉大會場座位間距，以確保防疫安全。

 ▲值班同仁交接班時仔細交待

防疫注意事項。

 ▲疫情期間，校園只開放單一入口，並採

取進出分流管制。

 ▲因應疫情發展，總務同仁忙

著更新應變措施海報。

 ▲值班同仁引導學生循序刷卡入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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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疫期間上課注意事項

一、 上課期間，避免使用冷氣空調，並打開門
窗，維持室內通風。

二、 如有發燒（耳溫≧ 38℃ /額溫≧ 37.5℃）、
咳嗽或喉嚨不適等呼吸道症狀，請主動戴

上口罩，並立即洽本校衛生保健組或立刻

就醫。

三、 室內外均應保持防疫所需之
適當社交距離（室內 1.5公
尺、室外 1公尺），倘無法
維持則應全面配戴口罩。

四、 為保障本校師生健康及未來可能的疫調，
本學期本校課程自 4月 9日次日起，謝絕
非正式修課之學生及校外人士旁聽。

 █圖書館防疫措施

一、 入館須全程配戴口罩，未戴口罩者不得入
館。

二、 暫停校外人士、校友、退休教職員、持館
際合作借書證讀者及附小職員入館。

 █學生宿舍防疫注意事項

一、 維持寢室內環境清潔與通風（打開窗戶並
禁用冷氣）。

二、 非住宿學生（含家長）不得進入宿舍（含

大廳），個人物品請交由櫃檯轉交。

三、 住宿期間若有發燒、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
道症狀，應主動向宿舍管理員及本校衛保組

報告，宿舍依規定通報，並協助立即就醫。

 █餐廳防疫宣導

一、 尖峰時段人潮眾多，易發生飛沫傳染，入內
時請儘量戴口罩。

二、 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如：鼻塞、流鼻
水、咳嗽），請務必配戴口罩，或請他人代

購或外帶。

三、 進入餐廳請先洗手再購餐，餐食請儘量外
帶。

四、 購餐排隊、廳內用餐者，請避免交談，用餐
後儘快離開。

五、 自助餐夾取食物區域，請勿交談，以避免飛
沫汙染。

以上為簡要防疫說明，各單位詳細防

疫應變措施請上本校官網首頁「防疫專區

Coronavirus Prevention」查詢詳閱。良好的個人
自主健康管理，是防疫成功的關鍵，希望全體教

職員工生共同做好自主健康管理，保護自己也保

護他人，平安健康渡過疫情。最後，向全體工作

同仁致敬，感謝疫情期間的努力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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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用餐區做起隔板以減少飛沫傳染。

 ▲臺北巿政府衛生局宣導特殊傳染性肺炎與一般

流感之不同。

生保健健組或組或立刻立

之

法法法法



學術頻道

04

「Education, Action!」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共創 2019」學習策略與方法成果發表會
◎教育學系　林偉文教授

本校教育學系及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的學

生，於 108年 12月 28日，假本校至善樓國際會
議廳舉辦「Education, Action!」學習策略與方法
成果發表會。同學們採訪對社會、教育有創新作

為的人士，並將採訪內容彙整成發表會主題，分

享他們的理念與見解。在林偉文主任的指導下，

各組同學們歷經 2個月的共同籌備，順利促成本
次的發表會。

發表會當日上半場由 Ibu原鄉兒少生涯教育
協會執行長—郭孔寧小姐以「攜手改變自己的世

代」為題進行演講，開啟序幕。郭孔寧分享團隊

深耕部落的過程、武陵部落孩子們的故事；她與

孩子建立起如家人般的連結，為孩子設計結合當

地環境、文化的課程，並且提供各種專業工作的

體驗，讓孩子發現更多不同的選擇。未來，Ibu
也將以多年耕耘所得到的經驗與模式，擴散至更

多地區，發揮影響力。

發表會下半場由 9組同學進行成果發表，
內容囊括教育、人文、語言等主題，皆以實作

為主要導向做分享：「職涯領航者—魏郁禎老

師」，讓學生對未來職涯有更多學習與啟發；

「讓夢想不只是夢想—廖文華」，創辦夢想之

家，致力協助孩子們就業；「曼舞天使—林靖

嵐」，打敗先天限制，化不可能為可能；「老鷹

的視野，蚯蚓的執行力—洪震宇」，跨領域的自

由工作者，聚焦台灣風土發展；「翻滾吧教育－

翻滾海貍工作室」，遊戲教育的設計，為教育現

場注入全新力量；「特殊的存在—鄧蕙雯」，秉

持堅持自我、奉獻所學的精神，長期投身於臺灣

特殊教育發展；「回歸教育的本質—林正洲」，

以全人教育為核心，推崇創新與實驗教育；「跳

出框架的教育者—謝藜朱女士」，創立自學團，

在幼兒教育中創新、改革；「Make the young 
students reach the full flower of their being.—
Bachir Bastien」，讓學生精進英語溝通、領導、
表達能力，發掘自我潛能。

本次發表會於當日下午 17時圓滿結束，感
謝所有前來與會的師生同仁們，給予同學們鼓勵

與建議，提供同學們進步、成長的機會。本次發

表會希望傳遞做夢者一路做夢的心路歷程分享，

為所有人帶來啟發，藉由這場發表會，同學們勇

敢的突破舒適圈，也看到更多不同的見解、全新

的風景，期盼能以所學，為教育創新創造正向影

響。

 ▲本校教育學系兼任教師—吳順火校長，於台上勉勵同

學。

 ▲來自海地的勵志演講家，同為發表會受訪者

—Bachir Bastien，於台上勉勵同學。
 ▲ Ibu部落共學執行長—郭孔寧小姐，於台上分
享團隊的教育理念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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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策略：達成真實性（A）、互動性（I）、
有意義參與（M）的成功學習
—西雅圖大學 Laurie Stevahn教授來台演講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林柏翰助理教授

班 級 教 師 應 建 構 具 有「 真 實 性

（authentic）」、「互 動 性（interactive）」及
「有意義參與（meaning）」的學習環境，這是
促使學生成功學習的要素，而這三要素英文字首

所拼湊出來的三字口訣—「AIM（目標）」，即
是合作學習教學成功的關鍵，亦是此次教學精進

工作坊中 Laurie Stevahn教授分享的主軸，提供
給學員教學時可瞄準的目標。

Laurie教授有超過 35年的教學與研究經
歷，目前任教於西雅圖大學教育學院下的教育領

導學程，致力於探索優秀組織中領導能力的研

究，並於專業領域發展研究中試圖實踐社會正義

並鑽研與發展社會公平發展的評估方法。Laurie
教授曾擔任美國「合作學習：理論、研究與實踐

特別興趣族群（SIG）」的主席，現為國際合作
學習教育研究學會（IASCE）的執行委員及美國

 ▲發表會後合照，前排左至右（賴秋琳助理教授、吳麗君院長、潘慶輝校長、林偉文主任、郭孔寧執行長）

 ▲工作坊學員來自全國各地，報到情況踴躍。  ▲本次工作坊特地提供同步口譯接收器租用，以利本地學

員聆聽與學習。



06

學術頻道

評鑑學會（AEA）委員，具豐富的合作學習實
務經驗。故此本校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特邀其來臺分享與傳授合作學習的要領與策略，

並於 2019年 12月 14日舉辦全天的工作坊，演
講主題為「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策略：達成真

實性（A）、互動性（I）、有意義參與（M）的
成功學習」，此

次講座共吸引了

八十多名師生參

與。

Laurie教授
說 明，「 真 實

性」包含了教學

內容應與真實世

界聯繫、提供學

生開放式的詢

問、以及提供學

生決策的權力；「互動性」則包含培育學生的社

會參與及包容性互動；而「意義參與」包含讓學

生感受到議題的重要性、教學與個人喜好做連

結、以及讓學生瞭解學習議題對其個人是重要

的，因此這三大要素是教學時應思考的目標。

而三項要素中的「互動性」，是合作學

 ▲引言人田耐青副教授揭開教學精進工作坊序幕。

 ▲現場互動反應十分熱烈。

 
▲

學員分組討論十分投入。

 ▲教學精進工作坊講義手冊

封面。

 ▲主持人郭壽旺副教授（左）介紹受邀講師西雅圖大學 Laurie
教授（右）。

 ▲Laurie教授分享時的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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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中的關鍵因素，根據「互動

性」的面向，Laurie教授提供了
另一個讓合作學習活動成功的

口訣：PIGS Face，豬豬的臉。
P（Positive interdependence） —

活動設計應讓組員互利依存，I
（Individual accountability）—活
動應給與組員有明確的各別責

任，G（Group processing）—小
組處理是活動後重要的反思與互

動環節，例如，組員應討論什麼

最有助於團隊成功、組員隊友怎樣為您帶來改

變、隊友的貢獻如何擴大您的思維視野、組員應

向隊友表達謝意，S（Social skills）—教師教導
並強調基本社交技巧，例如，請／謝謝、傾聽、

使用姓名、輪流交談等，最後，Face（face-to-
face interaction）—則重視合作學習中面對面的

互動。

為了讓工作坊學員了解 PIG Face的涵義，
Laurie教授以實際合作學習的活動，讓學員真
實體驗口訣的使用，並介紹八種合作教學策

略（Three-step interview, Rank order, Graffiti, 
Concept Formation, Learning together, Picture it, 
Community Circle, & Rotating circles），內容豐
富的程度即使是全天的工作坊課程，學員們仍感

到學習時間不足。為滿足大家的需求，學習與教

學國際學程將再次邀請 Laurie教授於 2020 暑假
期間進行為期兩週的教學工作坊，歡迎校內外師

生共同參與，並將合作學習帶入臺灣的教育現場

之中。

 ▲敬幕後工作人員：本校學程老師林柏翰助理教授

（左一）與協助工作坊的學程學生。

 
▲

工作坊結束後，Laurie教授（中）與全體學員及
工作人員合影留念。

 ▲合作學習中塗鴉法（Graffiti）的實作範例。  ▲合作學習中等級排序法

（Rank order）的實作範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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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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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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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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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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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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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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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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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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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過去，前瞻未來—國北教大校友總會未來展望

∼ 蔡松棋理事長專訪 ◎祕書室校友中心

國北教大校友總會自 1997年成立至今 20
餘載，歷屆理事長都是成功的推手。本（第 8）
屆蔡松棋理事長自 2019年 2月接任以來，更是
不遺餘力推動會務，期望藉著校友總會，更深連

結母校、校友及在校同學，成為三方的大力助

益，成就榮耀國北的擴展與延續。

校友中心為使各方更了解校友總會未來的

發展規劃，特於 109年 3月 3日下午 3時 30分
假校友中心專訪蔡松棋理事長，請其敘說推展會

務的理念。

專訪過程如下：

理事長好！請您簡單自我介紹？

我是蔡松棋，北師 64級普通科畢業的師
專生。畢業之後當兵、教書，曾在小學

服務 4年，之後離開教育界，往商界發展。因緣
際會，我考上會計師，在 KPMG國際性的安侯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服務，曾擔任執行董事。

直到五年前，我提早退休，開始跨界做一些投資

事業，包括人力資源公司、網路公司、牙醫診所

等。

請您談一談，在母校求學的歷程，對您

日後進入職場奮鬥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也不算是成功啦！我心裡一直很感念

母校。我知道沒有北師，大概就沒有我，

北師生活豐富了我的人生。我在貢寮的澳底漁村

長大，家裡很窮，沒有錢讀書，我的人生有可能

就是漁夫或是工人；從我的身上可以看出，教育

的力量是很大的，教育可以改變一個人、一個家

族、甚至是一個社會。因家境清寒，從小我就知

道自己要什麼，我非常認真讀書、考試，從小

學、初中、師專都是班上第一名畢業。

我很感念母校的栽培！母校給我最大的影

響就是團體生活。透過共同生活，互相學習。在

求學過程中，影響我最大的人是王天生老師。王

老師是我的英文老師，他教我們英文，我受他啟

發很深，他告訴我們國際化的重要性。從認識王

老師之後，我幾乎每天聽英文，因為我知道英文

對未來競爭力很重要。師專同學大都知道我在北

師五年的時間，每天早上都很早起床聽 ICRT，
所以我的英文能力還不錯。

我畢業之後去當兵。雖然我成績很好，但

那時候師專生分發制度轉變，我沒有辦法進入比

較市區的學校，像臺北縣板橋、三重的學校，後

來，陰錯陽差的回到故鄉服務。我那時認真思考

未來該怎麼辦？後來決定離開教育界往商業發

展，因為我自己很清楚自己要什麼，所以就不斷

的努力，從教育界往商業界走，就這麼簡單。

在我讀書那個時候，學校普遍不重視英

文，也不重視微積分，更不用談經濟學；所以我

就自己讀。雖然讀不懂微積分，但不懂也要弄

懂，所以我花很多時間自學。既然要往經濟方面

走，經濟學必考，記得我花很多時間研究經濟

學。在當兵的時候，剛好碰到一位臺大經濟系畢

業的預備軍官，我有不會的地方就問他，從師

專、當兵、插班考上東吳大學夜間部，我人生當

中都遇到有貴人相助。白天在臺北縣貢寮偏鄉小

學教書，下班後騎車去搭火車再轉換公車到東吳

大學故宮校區上課，那時候沒有捷運，偏鄉路途

真的很遠，因為每天要上班、上學，太累了，結

果把身體搞壞了。

剛好那年臺北中興大學有大三插班考，我

想插班中興大學比較近，所以又參加中興大學的

插班考試。考上中興大學後，我就申請調學校，

調到臺北縣板橋的莒光國小。中興大學畢業以

後，順利地考上公職，就進入陽明海運公司（交

通部的單位），後來又考上金融特考。我總共獲

得了五張證照，有國際貿易高考及格、經濟行政

高考及格、會計師高考及格、金融特考及格，還

有導遊證。其實，師專生都很厲害，只要尋找機

會、把握機會，所以我覺得母校要創造機會，要

引導機會給學生，因為我們師專學生都很厲害。

我現在擔任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兼任副

教授，我問學生為什麼要來讀研究所？你想得到

什麼？學生回答說為了要拿到碩士學位。我說現

Q 1 ：
A ：

Q 2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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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有讀研究所而畢不了業的嗎？我告訴學

生：讀研究所兩年的目標，首先要設定鍛鍊身

體，身體的體脂率要控制在多少？要鍛鍊出什麼

樣的體魄？如何強健自己的身體？是首要思考的

地方；其次，要提升英文能力，多益分數要多少

分；最後，要獲得什麼證照？即使學校不教，你

自己也要有計畫如何考上證照，若你三項都做到

就成功了，然後你也要玩遍花蓮。畢業後，第一

件事不是就業，是到國外遊學，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你的視野多大，你的成就就有多大。即使你

爸爸是花蓮縣長，但你沒有到過臺北市，你就不

知道臺北市的機會在哪裡？

環境會影響心胸，同學一定要有視野。我

在東華教書蠻受學生歡迎，我上課都講一些課本

上沒有的內容，我教會計學，但我不只是教會計

學，我一定也會教國際關係、國際經濟情勢、國

際上有什麼大事？例如最近的疫情、有什麼影

響⋯⋯，我讓學生蒐集資料後，表達他們自己的

看法。我自己必需要比學生厲害，我現在仍然早

起跑步鍛鍊身體，持續讀英文，我喜歡教研究

所，因為研究生聽得懂我想教的東西，可以有互

動。

您擔任校友總會理事長，面臨的最大困

境是什麼？您是如何渡過的？

我在去年（2019年）二月接任母校理事
長。過去曾參加過幾次校友總會理監事

會議，之前的理事長都很認真在做事情，劉奕權

理事長開始構思要募款，之後張清煌理事長接

手，他們都面臨很大的壓力；張理事長很認真、

很辛苦的達成母校育才基金募款的目標。我覺得

募款要能順利達成，主因是校友總會平常要多和

校友們互動，否則突然要校友捐款，怎麼會熱烈

呢？因為我曾經在扶輪社社團做過總監，深諳募

款活動，一定先要建立感情，連結感情，人家出

錢就容易；跟人家不認識、沒感情，人家根本不

會理你。因此辦理聯誼活動很重要。聯誼要多

元，登山健行也是聯誼，傑出校友聯誼會也是聯

誼。我想先把傑出校友聯誼會好好做起來，接著

總會開始設置各委員會，同時組織校友合唱團。

目前都按照計畫在進行當中，我們大家都還在努

力。母校若能重視校友總會、肯定校友總會，用

心經營校友總會及各地區校友會，我想回報是難

以估計的。在此我建議要善用校友及總會資源，

相信對學校、在校學生及畢業校友都會有幫助，

這是一舉數得的。

談一談您接任理事長的心路歷程中，有

那些讓您欣慰的事？

我是第八屆理事長，前面三位理事長都是

擔任兩屆，各當六年。李建興理事長是

創會的理事長，第三、四屆是趙昌平理事長，第

五、六屆是劉奕權理事長，第七屆是張清煌理事

長。校友總會自 1997年 11月 30日成立至今 20
餘年，每屆理事長都有他的貢獻，這是不能夠抹

滅的功勞。校友總會任務是如何讓畢業校友、學

校、在校學生這三大塊緊密結合。我希望在我這

一屆能夠更落實的結合校友、學校和同學們，發

揮校友會的力量，但這需要花非常大的心力才會

達成。校友們畢業後事業有成，也算光宗耀祖。

母校能善用校友資源，挹注學校，挹注學生，這

個是很重要的。另外，校友們有事情時，會想請

學校或請總會幫忙，母校和校友總會就成功了。

各委員會除例行活動運作之外，去年一年

裡，健康促進委員會每週二安排登山、健行活

動；藝文委員會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找到北師

藝術科系畢業的 100位校友藝術家，於母校 124
週年校慶當日辦理「北師藝術大展 2019愛您依
舊－校友美展」，今年也預計在下半年辦理「校

Q 3 ：

A ：

Q 4 ：

A ：

 ▲本校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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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音樂會」，明年還有舞蹈表演活動，這些都是

我任內深覺欣慰的事，這樣的經驗也希望能在未

來一直傳承下去。

請您談談對北師校友總會的期許。

我們各委員會是非常活耀的，是 active
的，是一個很積極、很主動的。很多校

友都是退休校長、主任和老師，全身是功夫，希

望他們熱情地來參與。我們有八大委員會，如果

每一個委員會強，校友總會就很強，當然理監事

是重要的骨幹；除此之外，傑出校友也要強，所

以用人很重要，很可惜我在教育界這方面的資源

就很少，因為我離開中小學已經很久了。多虧秘

書處張榮輝秘書長，林智遠副秘書長、曾秀珠副

秘書長和校友中心李佳玲組長，扮演了很重要的

角色。我常常講我是一個演員，幹部們是導演，

你們叫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我希望校友總會甚至各委員會要多辦一些

活動，讓在校學生知道，人家為什麼會當國際性

大公司的董事長？人家為什麼這麼厲害？所以校

友總會的責任很重大。我想讓各委員會了解一個

觀念，委員會的召集人就像部長一樣，國際及兩

岸交流委員會，就是外交部長，校友組織就相當

是個立法單位；你要怎麼把校友帶好？所以你要

有高度，高度夠，你就會做。

此外，我想強調英文教育的重要性，以大

格局來看，臺灣要有競爭力就是要用英文交流。

為什麼英文教育很重要？因為英文若不好，就無

法國際化，臺灣要強、要國際化，英文一定得列

為官方的語言，不列官方語言，臺灣就沒有希

望。尤其我在國際性的 KPMG看得更多，深感
英文的重要性。

校友總會的目標很明確，就是幫助學校、

幫助校友，校友有需求、學校有需要、在校同學

有需求，我能夠盡量幫忙；我的點子很多，例如

畢業典禮後發一封信給校友，恭喜校友畢業了，

告訴剛畢業的校友，歡迎到各地校友會報到，做

到這一點就成功了。

前人的經驗，就是我們成功的踏階，用成

功人的經驗，減少我們奮鬥的時間，所以應該聽

聽傑出校友在各行各業的傑出表現，他山之石可

以攻錯，因為他們能夠成功一定有他們的道理。

假設我們校友總會能夠在學校，為傑出校友舉辦

一個類似名人講堂的座談或講演，多辦幾場，汲

取傑出校友們奮鬥和成功的精髓，那就會更棒。

請您以過來人的身份，對在校的學弟學

妹們勉勵。

學弟學妹們未來將從事各行各業，對母校

均能心懷感恩，如果有能力，有錢的出

錢，有力出力，幫助母校、校友，對社會盡一分

心力。學校也會高度重視校友，瞭解校友們的發

展，知道他們的未來，甚至提供媒合，幫助校友

成功。

各位學弟妹，畢業前一定要在學校培養出

渾身的功夫，把英文列為第一專長，同時培養其

他的專業技能。不要忘記，人生的目的就是幫助

人，用愛心助人，小則激勵家人，大則激勵社

會、激勵國家，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人生才會

精彩。

最後期勉各位，要掌握自己的興趣，把興

趣列為第一，人生能把興趣跟工作結合最棒，甚

至將興趣跟事業結合，行有餘力，多幫助別人。

Q 5 ：
A ：

Q 6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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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愛您依舊」續篇—2020林美智新象藝術創作展
 ◎祕書室校友中心

本校校友總會於母校 124周年校慶時舉辦
「北師藝術大展 2019 愛您依舊－校友美展」，
共有 100位藝術家校友參展，場面盛大。其中師
範 52級林美智校友「一代女皇」的作品，以朽
木彩塑而成，色彩鮮豔，意象豐富，賦予朽木

全新生命，吸引眾多校友矚目。適逢林校友於

2020年 2月 29日起假新竹縣文化局舉辦「2020
林美智新象藝術創作展」，展出作品琳瑯滿目，

在豪情奔放及寫意靜觀的動靜之中，感悟禪機，

以禪觀靈表現於藝術創作，化無相藝術思維為有

相藝術展現，並透過觀察，運用色彩，重新詮釋

枯木生命，令人印象深刻。

校友總會蔡理事長松棋、張秘書長榮輝、

新竹縣校友會彭理事長煥章、曾蘭香校友、陳高

榮校友、溫明正校友和校友中心李組長佳玲等

人，於 109年 3月 5日（四）上午至新竹縣文
化局美術館參觀林美智校友 2020新象藝術創作
展。此外，吳遠山校友和簡信斌校友亦特地前往

參觀。蔡理事長鼓勵校友們能多創作發表，藉展

演機會增進校友之間的聯誼，並期望校友們發揮

互助合作精神，校友總會願作為校友們的支持系

統與溝通平台，期能增進校友情誼，凝聚向心

力。

 ▲林美智校友作品－爭食。

 ▲作者（左五）與蔡松棋理事長（右五）及參訪校友於作品前合影。

 ▲作者與作品一代女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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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總會健康促進委員會活動紀要
 ◎校友總會健康促進委員會

母校建校已近 125年的歷史，校友遍布全
球各地。歷屆校友總會也積極運作，希望凝聚校

友情感與傳承！校友總會旗下有八大委員會，其

中「健康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健委會），顧

名思義，以促進校友健康休閒活動為宗旨，召集

人為北師 66級吳志文校友，目前以凌雲登山社
為班底，並廣邀其他校友參加。活動由不同成員

主辦，每週二上午 9點集合，活動地點遍及北臺
灣。歡迎歷屆校友共襄盛舉，為自己的健康而

走；為自己的友誼而走；為自己的生命而走！

109年 2月 25日健委會舉辦「新北市瑞芳
南子吝山步道、南雅奇岩、龍洞灣岬步道」健走

活動，活動紀要如下：

讓我們看雲趣  

109年 2月 25日是個涼爽舒適的日子，參
加夥伴有 30人。主辦人 66乙紀清發校友及其夫
人，特為大家準備了自家土雞生的水煮蛋和親自

手作的饅頭，美味又健康！

早餐後大家開始健走南子吝步道。該步道

僅 900公尺，高度也不高，但神奇的是，今日的
我們，不必上阿里山，就可以看到雲海！一邊緩

步上山；一邊觀賞當地茶壺山的雲海，真是賞心

悅目！據當地派出所駐守人員表示，這是兩年來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雲海，連他們也覺得十分新

奇！我們何其幸運，恭逢其時！

看到雲海，想起林臥雲先生曾有一首〈雲

海〉形容阿里山的雲海，詩曰：「一瞥氤氳氣，

蒼茫指顧間。兼天翻白浪，驀地失青山。隱見

迷難測，婆娑意自閒。大空猶幻境，莫道世途

艱。」這詩句形容眼前的景色亦恰如其分！大家

沿著步道走到山頂，呼吸著沁涼的空氣，遠山仍

雲霧裊裊，但幸運的吳財順校友，卻及時拍到一

張背景像富士山的照片，令人稱羨他的快手！

校友總會蔡理事長松棋和母校校友中心李

組長佳玲特別參加此次活動，一路陪同大家健

走、聊天和拍照，並攜來水果與茶食分享，留下

健走的身影！

下山路上，海上雲霧漸散，海天一色的美

麗海景與藍天相映成趣！中途於涼亭小憩時，天

空飛來兩雙大冠鷲相伴，看著他們在天空翱翔，

心情更加開朗愉悅！

 ▲攻頂成功，YA！

 ▲雲霧繚繞，宛如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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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賞石趣  

走完山路的南子吝步道，接著到海邊欣賞

南雅奇石。「南雅奇岩」擁有臺灣 36秘境的美
名，位於台二線 78公里至 95公里處。依岩石
形狀被稱為霜淇淋岩、竹筍岩、還有著名的海

狗岩，都是遊客喜歡駐足拍照的景點。此處岩

石多半為砂岩，岩層硬度不同，受到海風侵蝕

的速度與阻抗也各異，造成凹凸不平、深淺不

一的獨特岩石風貌，是新北市最豐富的地形地

質景觀資源。岩層結構因經年累月受東北季風

與強浪侵蝕，形成千奇百怪的岩石景觀，尤其

神似彩繪的獨特紋路更是此地的特別景緻。

眾人沿著海岸散步，欣賞大自然所賜的奇

石美景，盡情拍照，留下人與景共影的瞬間！

在鹹鹹的海風吹拂下，海上波光粼粼，湛藍晴

空，伴著白色的雲朵、綠色的海藻和層次不同

黃色系的嶙峋奇石，多彩的顏色令人流連忘

返！

讓我們美食趣  

上午健走後，一行人早已飢腸轆轆。身為

貢寮澳底人的蔡松棋理事長盛情邀請眾人到小

學同窗所開的「黑白毛海鮮餐廳」用膳，品嚐

道地的海鮮味！第一道海鮮粥就讓大家大為驚

豔，鮮美不膩，適時溫暖了大家的胃；接下來

的每一道海鮮都讓人食指大動，連海菜炸物都

搶著吃，頓時五臟六腑皆開懷起來！

餐廳的名稱「黑白毛」十分有趣，請教

了祖籍雙溪的連寬寬校長，才知道原來黑白毛

是指東北角海岸有名的兩種魚：「黑毛魚」和

「白毛魚」，至於哪種魚比較好吃，就請大家

親自來嚐嚐！

難得的聚會，免不了小酌一番。連寬寬校

長酒量不讓鬚眉，為人豪爽風趣，還不時以俚

語串場，一頓飯下來，歡笑聲不斷，不僅生理

需求獲得滿足，心理及心靈也獲得無上的喜 ！

讓我們健走趣  

酒足飯飽的我們，為了不負今日美好天

氣，特地再去走了龍洞灣岬步道。龍洞灣岬步

道串聯東北角的二大岬角，使得鼻頭角 600萬
年前與龍洞岬 3500萬年前不同地質年代的岩
石發生連繫，被稱作「國際級的祕密景點」。

步道繞著懸崖峭壁而行，沿途欣賞巨石臨海矗

立，以及古老的岩層地質變化。健走在這壯闊

的步道上，午後陽光燦爛，照著臉龐和身軀，

讓人全身充滿了正能量。在面對新冠病毒疫情

的壓力下，我們這群喜愛健走的同好，都覺得

 ▲快樂的午餐
∼  ▲午餐後在餐廳門口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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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因應新冠疫情應變措施公告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校友總會於

109年 2月 20日假行政大樓 A501室召開臨時常
務理監事聯席會，討論疫情期間，校友總會會務

如何推動及因應。

會中決議原擬於 109年 3月 21日（六）召
開本會第八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延期舉

行，109年 3月 25日（三）舉行校友音樂會亦
延期至本年 9月後舉辦。會議決議並於 109年 2
月 21日公告。

維護好自身的健康就是應對疫情的最佳武器！

龍洞灣岬步道上有座西靈巖寺，這座百年

廟宇，是東北角著名的寺廟之一。這裡有一幅一

般人都不會唸的對聯，那就是「見見見見見見

見、齊齊齊齊齊齊齊」。哈哈！如果沒有上網查

查，還真不知道該如何唸呢！當然也就不知道其

意義了，有興趣者，上網查查吧！

讓我們共遊趣  

常聽人說，臺灣最美的是「人」！但事實

是，臺灣最美的，

是「景」∼每座鄉鎮都有他的美，她的風

韻；

是「食」∼每道菜餚都有他的味，她的獨

特；

是「人」∼每個人都有有他的才，她的故

事，

臺灣，我們生長、生活、生存的土地∼

值得珍惜；值得品味；值得尊敬；值得互

動；值得共遊！

誠摯邀請北師人一起加入校友總會健康促

進委員會，與我們共遊趣！

 ▲ 109年 2月 20日校友總會召開臨時常務理監事聯
席會討論新冠疫情防疫因應。

 ▲校友總會新冠疫情防疫措施公告。

 ▲健康促進委員會

LINE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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