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新聞

教育部及內政部兩位部長開幕剪綵國北教大圖書館空間大改造
首創臺灣圖書、資訊與藝術三結合，採「使用者中心」國際新趨勢

◎秘書室

本校具 31年歷史，經 3年施工，以總經費
6千多萬進行空間大改造的七層樓圖書館，於
109年 6月 14日舉行重新開幕，以嶄新的面貌
重新與大家見面。同為本校傑出校友的教育部潘

文忠部長、內政部徐國勇部長均出席致詞，並與

本校張新仁校長、校友總會劉奕權榮譽理事長及

張清煌榮譽理事長、簡文秀傑出校友一同剪綵。

同時邀請圖書館空改評選委員、建築師、本校副

校長、一級行政主管，以及教育學院、理學院兩

位院長觀禮。

本校完成空間大改造的圖書館重新開幕儀

式，在本校「創新科技自造中心」可愛的機器人

Zenbo開場下揭開序幕。

■本校擁有 2位內閣部長校友，給予最強而有
力的支持

在當天的開幕儀式中，相當難得的同時有

兩位部長蒞臨出席致詞及剪綵。內政部徐國勇部

長在致詞時幽默的表示，除了臺大之外，其他學

校要同時有 2位內閣部長的校友，應該很難。他
表示，只要和學校有關的事情，尤其校地的保

留，他和潘部長一定是全力以赴。今天看到母校

圖書館成為現代化且具舒適的理想多元學習環

境，翻轉以往就讀的環境既感羨慕，又為學弟妹

深感幸福和祝福。

教育部長潘文忠在致詞時，以「穿著衣服

改衣服」來比喻本校圖書館在同時維持師生使用

下，還能將圖書館空間全面改造成功，要比新建

一棟圖書館更為不容易。潘部長同時表示，看到

今天 3年多的辛苦成果，使他們這些畢業的學長
們都想繼續回到母校當學生、繼續學習。潘部長

也請在座所有貴賓用掌聲謝謝張校長帶領本校團

隊，以有限的資源為學弟妹創造美好的學習空

間。他並幽默的說，徐部長應該可以把國北教大

圖書館空間大改造作為內政部都更的好典範。

此外，潘部長進一步感謝張校長和行政團

隊們為本校創造許多佳績，他更恭喜母校今年又

再度入圍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亞洲最佳大學之

「年度教學與學習策略獎」，獲得國際高度肯

定。另外，對於本校今年為教育部辦理「109年
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之

試務行政工作，潘部長表示，本校在新冠肺炎防

疫期間能以零缺點完成任務，實屬不易，因此，

他也代表教育部向本校再次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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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張新仁校長於開幕式中致

詞。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於開幕式中

致詞。

 ▲內政部徐國勇部長於開幕式中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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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創臺灣圖書、資訊與藝術三結合，以及

「使用者中心」國際新趨勢

本校張新仁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圖書館

為 78年 6月落成的 7層樓建築，至今已逾 30年
歷史。她特別感恩教育部潘部長 3年前大力支持
及經費贊助，期許母校圖書館一個美好的未來。

在教育部經費補助下，自 106年起採三階段改
造 1至 7樓空間，總經費為 6千多萬，其中來自
教育部補助共計 4千多萬，本校校務基金 2千多
萬。張校長同時也感謝本校傑出校友簡文秀聲樂

家對於圖書館的貢獻，她表示，簡文秀聲樂家

102年優先捐出一批市價約 360萬元的 LED省
電燈具，換裝全館燈具，帶來了圖書館全面改造

的第一道曙光。另外，對於徐國勇部長協助保留

本校校地，她也特別藉此機會，對徐部長表達感

恩之意。

接著，張校長進一步表示，本校圖書館的

最大特色，是打造臺灣首間圖書、資訊與藝術三

結合。位於圖書館 1樓的大廳，有來自紐約大都
會美術館具百年歷史的米開朗基羅作品復刻石

膏雕像《白晝》Day，以及皮薩諾的《天堂》與
《地獄》兩幅石膏浮雕。這 3件作品是 108年該
校 124周年校慶時，由國藝會董事長及「北師美
術館」前館長林曼麗名譽教授，親自規劃從該校

「北師美術館」搬遷置放於圖書館 1樓大廳。
位於圖書館 1樓右側「創意未來學習中

心」，是在 104年 12月更新啟用，提供全校必
修「程式設計課程」，以及進階創新科技課程使

用。位於 1樓左側「創新科技自造中心」，備有
各種數位自造機具和機器人，協助師生 3D列印
課程教學和設計開發文創商品原型。穿插於 1樓
空間的座位設計，符合「使用者中心」（user-
centered）的國際新趨勢，鼓勵學生同儕進行專
題討論互動學習，有別於傳統圖書館安靜閱讀。

■各樓層獨具特色與專屬色彩，支援師生不同

型態的教學、研究與學習

此外，張校長也表示，該校圖書館每一層

樓都有不同的主題特色及專屬色彩。對此，她特

別感謝該校藝術與造形設計系主任及建築師設計

家們的精心設計，以及圖書館林淇瀁（向陽）教

授、林仁智教授前後兩任館長一棒接一棒，帶領

各組組長暨全體同仁的努力及總務處等相關單位

的全力配合，終於在今年的 6月，在她要完成 8
年校長任期，7月底即將要離任之前，讓大家看
到一個嶄新的圖書館風貌，作為她最後送給國北

教大一件精美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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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當日，現場嘉賓雲集，十分熱鬧。

 ▲開幕儀式由神祕嘉賓－機器人 Zenbo開場，帶來一
片歡笑聲。

 ▲本校校友總會劉奕權榮譽理事長於開幕式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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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圖書館 2樓為當年為紀念健康幼稚園
火燒車事件捨身救人的林靖娟校友設立「兒童少

年讀物區」；3樓新設的「芳蘭書房」，陳列本
校近年出版品及教師優良著作，並不定期舉辦展

覽；4樓「多媒體資源區」，除提供國內外小學
課程教材，並設置個人、雙人、多人聆賞座與配

置環繞音響的團體欣賞室；另規劃有 70吋互動
觸控螢幕的討論室及資源推廣室；5-7樓為「書
庫暨閱覽區」，每個樓層皆有專屬的色彩，兼具

辨識與美觀的視覺效果。

各樓層更新設各式造型書架、簡單舒適的

個人與多人閱覽座位，或沿窗邊設置或穿插在書

庫旁；此外，增設吧臺高腳椅座區、窗邊沙發

座、角落休閒沙發座、討論座區，充分支援師生

不同型態的教學、研究與學習。

■以「古籍裏遇見數學」特藏展、「圖書館

二三事」童書展，慶祝重新開幕

為慶祝本校圖書館重新開幕，於圖書館 6
樓舉辦「古籍裏遇見數學」特藏展。圖書館內原

收藏一批於本校前身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以及

其後的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所留下的日本時代珍貴

圖書。本次特別展出由本校數資系英家銘老師策

劃的「古籍裏遇見數學」，引領讀者一窺日治時

代數學教育的堂奧。展期自 6月 13日起至 9月
30日止，7月 1日本校全面開放校園後，歡迎外
界前來觀賞。

此外，兒童圖書繪本的世界永遠充滿驚

奇，此次圖書館重新開幕，於 2樓舉辦「圖書館
二三事」童書展，展出 45本與圖書館有關的中
英文故事童書，為讀者娓娓道來圖書館裡究竟發

生了什麼故事，以及藏了多少祕密。展期自 6月
13日起至 7月 3日止。

 影片展示區

圖書館改造成果：http://lib.ntue.edu.tw/index.php/
space-renovation-construction-area/collection-of-
library-space-transformation-results
圖書館導覽開箱影片：http://lib.ntue.edu.tw/
index.php/space-renovation-construction-area/
unboxing
圖 書 館 360 環 景 導 覽：http://lib.ntue.edu.tw/
index.php/new-message/700-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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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新仁校長於剪綵後帶領貴賓及本校師長參觀改裝

後的圖書館，並於 5樓合影留念。

 ▲圖書館 2樓舉辦「圖書館二三事」童書展，歡迎大
小朋友前來觀賞。

 ▲圖書館 6樓舉辦「古籍裏遇見數學」特藏展，歡迎
各界一同蒞臨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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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跨域、全球、數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洞見趨勢　培育未來特色人才

國家的未來在教育，教育也必須面向未

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身為臺灣第一個師資培育

機構、也是國內國小師資培育龍頭，在百年傳承

的歷史文化底蘊之上，以「傳承優勢、創新發

展」的理念厚植教育專業，將與時俱進的教育思

維貫徹於高等教育，更隨著畢業的優秀師資，深

入到全臺小學與幼兒園。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近年來無論在專業評

鑑、或是社會上對畢業生人才輩出、表現亮眼

都予以高度肯定，不只連年獲得「教育部獎勵

大學卓越計畫」以及「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亦連續榮獲《泰唔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2019亞洲大學最佳教學與學習
策略」入圍獎，為臺灣唯一連續兩年榮獲該獎項

之大學。今（2020）年度教師甄試，北教大錄
取人數再度攀升至 356位、居全臺之冠，其中
逾 1/3為應屆畢業生；公費生員額在近 8年來也
大幅提升十倍以上，在在顯示人才培育與需求的

「產學無縫接軌」。

創新教育思維　領先社會脈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如何洞見趨勢、籌備未

來社會所需？這與擁有前瞻教育思維、並擔任

十二年國教國小領綱審查召集人的校長張新仁

有很大的關係。張校長早在美國研讀博士學位時

即已深感跨域學習的重要性，自己更是跨三個系

所修課的「跨域實踐者」，回臺後憑藉多元專

業參與多項教育政策改革，並大力將「創新、

跨域、跨界」的思維注入北教大的校務規劃當

中。

教學創新方面，北教大強調以「學習者為

中心」，包括多元教學策略的引入運用、全世界

首創的「教學魔法師」數位學習平臺，以及數位

高互動教室等科技硬體的大幅翻新，從教學方

法、內容到線上與實體教學環境的整體改變，翻

轉過去單一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形成老師、學

習者同儕之間多元互動的教室風景，學生在過程

中高度投入、積極參與，不僅提升學習效果，也

培養主動學習的未來能力。

多元跨域更跨界　青年放寬眼界「跨」出去

另一個創新體現在「跨域」的課程規劃

上。106年起，北教大大幅開設了 15個跨域專
長模組、29個第二專長學分學程、33個微型學
分學程，同時將程式設計列為全校通識必修，並

透過「鬆綁」專門科目學分數，讓學生更有餘裕

選修相關課程，藉此鼓勵學生跨域學習，培育未

來社會需要的「斜槓青年」。

◎轉載自 109年 6月 3日第 699期天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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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教大強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多元教學策略、全世界首創的

「教學魔法師」數位學習平臺，以及數位高互動教室等科技硬體的

大幅翻新，翻轉過去單一講授為主的教學模式。

 ▲本校張新仁校長強調：

「創新力、跨域力、全球

力、數位力」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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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臺灣唯一！本校連續兩年入圍英國泰晤士報
亞洲高等教育最佳教學與學習策略獎 ◎研究發展處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於 2020年 6月 3日公布亞洲高等
教育獎（THE Awards Asia）入圍名單，本校
今年度再度榮獲入圍「年度最佳教學與學習

策 略 獎（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of the 
Year）」，為臺灣唯一連續兩年入圍該獎項之大
學。

本校今年度主題以「教學魔法師：形塑未

來教師科技能力」（The iMagic project: Shaping 
the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of future teachers）
為主題，展現近年來推動教學創新與學生學習之

成果。本校創校已逾 124年，為臺灣培育國小、
幼兒園、特殊教育師資的龍頭，近年來大力推動

整合學習者中心教學策略、數位科技、高互動學

習環境等三層面之創新教學模式，研發全國首創

整合教學設計與數位學習之教學魔法師教學平

台，更推動大學教師「學習者中心教學策略」認

證學程，積極爭取各項經費建置高互動教室，大

幅翻轉教學環境，致力建構科技整合之「學習者

中心教學模式」，不僅培養未來國小師資科技能

力，更可作為大學創新教學之典範。

本校連續兩年獲得入圍英國泰晤士報高等

教育「年度最佳教學與學習策略獎」，顯示近年

在教學與學習推動卓越成果獲得國際肯定，這項

殊榮為本校全體教職員努力成果，希望百年老校

無縫接軌再創高峰。

 ▲恭賀海報（中文）。  ▲恭賀海報（英文）。  ▲ 2019亞洲大學最佳教學與學習策略
入圍獎狀（2020獎狀待頒發中）。

師資培育也同步走向跨域，除了配合新課

綱特色強調「跨域教學增能」，北教大並成立原

住民師資生專班、原住民文教法律碩士專班，並

開設學程重點培育實驗教育及雙語教學教師，從

多元面向滿足未來社會多元化的教育需求。

「跨」的精神還體現在跨語言、跨國界上

面：學校提供 8種外語課程以增強學生第二外語
能力，校方也鼓勵學生體驗交換、移地學習，北

教大自 103年起每系每學年補助一門海外實地學

習課程，是國內高教創舉，今年起更將在教育部

補助「學海飛颺」名額之外額外補助。「因為我

們看見回來的學生語言能力更增進、視野更開

拓，各方面的表現也都有所提升。」張新仁校長

表示。

以「創新、跨域、全球」三大主軸為經，

數位策略為緯，北教大以學習者為中心接軌國家

發展方針；不只培育優秀未來人才，也為國內高

等教育樹立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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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8學年度畢業典禮
勉勵畢業生昂首闊步　邁向充滿新希望的未來 ◎秘書室

為恭賀並祝福 109級畢業生，本校自 6月 9
日起至 6月 27日陸續舉辦系所小畢典，並於 6
月 13日舉辦博士班畢業生撥穗暨各獎項得獎者
合影儀式的校級畢典。在這 6月畢業的季節，校
園裡洋溢著畢業同學完成學業的喜悅，但也伴隨

與師長、同學及母校離別的不捨。因此，本校張

新仁校長特別期勉並祝福畢業生「勇敢放開大

步，昂首邁向充滿新希望的未來」。

今年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校在以

維護師生及參與觀禮家長健康安全為首要考量

下，108學年度畢業典禮採取分場分流方式，6
月 13日舉辦博士班畢業生撥穗暨各獎項得獎者
合影儀式的校級畢典，並有線上直播觀禮 ;另自
6月 9日至 27日間，有各系所自行辦理的小畢
典，其中，有 7個系所小畢典於 6月 13日校級
畢典當天舉辦。本校今年有約 1,456位畢業生，
包含學士班 782位、日間碩士班 345位、碩士在
職專班 322位及博士班 7位。

為恭賀畢業生完成學業，並向畢業生獻上

誠摯的祝福，張新仁校長特別錄製畢業賀詞影帶

供系所小畢典播放。今年畢業典禮以「畢。旅」

為主題。張校長在賀詞中表示，「畢業」是人生

另一階段「旅程」的起點。我們面對未來的旅

程，具有許多不確定性，可能是坦途平順，也可

能是荊棘遍布。張校長因此期勉畢業生要學習坦

然面對未來旅程中可能出現的意外，平靜而有智

慧地應變，將損害減至最低，平安度過難關。

張校長更以今年延燒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我國面對疫情變化發展按部就班謹慎應對，化解

全民恐慌，為全球少有社區零傳染、維持正常上

班與上課，而獲得優秀防疫成果之國家為例，提

醒畢業同學除了應感慶幸與感恩，更要從中學習

政府如何引導全國團結因應的機制，做為未來各

自面臨不同旅程危機的典範。

最後，張校長以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電腦科學專家蘭迪鮑許
（Randy Pausch）教授所說的「我們改變不了事
實，只能決定自己如何因應；我們改變不了上天

發給我們的牌，只能決定怎麼打好這手牌。」勉

勵畢業生「精彩的人生旅程與命運，掌握在自己

的手上」，同時祝福畢業生「昂首闊步，邁向充

滿新希望的未來」！ 
另外，本校也邀請傑出校友、易帆特國際

企業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同時也是現任校

友總會理事長蔡松棋先生錄製畢業賀詞影帶期勉

同學。蔡董事長除了恭賀畢業學生外，也分享其

自人生經驗體悟的「選擇與存摺」心得。他表

示，人生有很多時刻都在做選擇，不同的選擇，

都需要承擔不同的後果。雖然有些事是沒辦法選

擇的，例如親子關係、手足關係等。但更多人生

旅途中的事物是可以做選擇的，選擇對了，我們

手中的存摺所積累的結果將是不一樣的。

蔡董事長並提醒學弟妹要選擇適合自己的

工作，因為進到什麼樣的公司，決定了看未來的

視野，以及最終的結果。同時，他也強調選擇人

生伴侶的重要性，因為婚姻是一輩子的事情，對

於未來的生活，甚至是孩子的人生，都有極大的

影響性。所以選擇很重要，選擇對了，存摺就增

加了，存摺有了，就可以做非常多想做的事情，

為自己家人、家族，甚至擴及社會國家，做出更

多的貢獻。

本校師長們對畢業生祝福的完整影帶已陸續

上傳本校官網供大家點閱，歡迎大家上網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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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未來來

 ▲本校張新仁校長（中）與獲獎畢業生合影紀念。

 ▲本校張新仁校長（左）

為畢業生撥穗。



焦點新聞

108學年度博士畢業生撥穗暨各獎項得獎者合影儀式側記
◎課外活動指導組

今日晴空萬里，艷陽高照，正是適合幼雛

振翅高飛，迎向燦爛未來的美好時光。然而今年

各大學的畢業典禮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影響，無法如往常大規模舉行，但多數學校仍透

過縮減規模讓部分畢業生代表參與全校性畢業典

禮，或是改以各系所自辦小型畢業典禮因應，由

各系（所）辦理授證、授獎和紀念合影等活動，

為即將離校的畢業生打造最後一個校園回憶。

而本校 108學年度畢業典禮也同樣受到肺
炎疫情影響，不得不調整全校性畢業典禮活動的

辦理方式，在分場分流原則下，調整為校級部分

辦理博士班畢業生撥穗暨各獎項得獎者合影儀

式，系級部分則自行辦理小規模典禮活動。在同

學們的創意及巧思下，雖然校園中少了全校性典

禮的熱鬧，但仍保留了畢業歡樂的氣氛以及恆常

不變的在校生祝福。

校級儀式於 6月 13日上午
辦理完畢，而在儀式結束後，

仍有許多大學部、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畢業生

們主動留下與校長合影，為自己的青春及學術

生涯留下深刻的回憶。而隨著時光飛逝，學生

們已從新生報到時的青澀，一路成長至畢業離

校時的成熟穩重；本來懵懂無知的新鮮人，轉

眼已學業有成，並成為周邊商家的熟客，校園

生活豐富了求學階段的人生。而今日的畢業儀

式將為畢業生們在國北教大的生涯劃下階段性

的句點，但也將是踏入嶄新旅途的起點。

願全體應屆畢業生，永遠銘記「敦愛篤

行」的四字校訓。在未來的人生中，永遠都要

記得「誠心誠意的愛人」，以及「誠心誠意的

實踐」。

祝福大家，振翅高飛，鵬程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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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校長新仁博士於篤行樓國際會議廳進行活動致

詞。

 ▲張新仁校長 (左二 )與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得獎者合
影留念。

 ▲張新仁校長（中）與優秀青年

得獎者合影留念。

 ▲張新仁校長（中）與碩士在職

專班夫妻獎得主合影留念。

 ▲張新仁校長（中）與博士班畢業生

合影留念。



焦點新聞

109年度下半年退休茶會及教職員工慶生活動報導
◎人事室

本校人事室於 109年 6月 4日（週四）下
午 2時整，假北師美術館 1樓展覽區舉行 109年
度下半年退休茶會及教職員工慶生活動。本次計

有臺灣文化研究所林淇瀁教授、音樂學系方銘鍵

教授、教育學系周玉秀副教授、社會與區域發展

學系王大修副教授，共 4位師長於今年 8月 1日
起自本校退休。期盼透過此次退休茶會，代表本

校對他們多年來在校服務期間所付出之心力表達

最深的感謝。

活動一開始由張新仁校長致詞，她不僅推

崇退休師長在學術上的斐然成就，更感謝他們在

教學研究及校務發展上的卓越貢獻，因著他們的

努力、不計代價、不求回報，成就現在的國北教

大，使得後生晚輩可以在他們建立的基礎上，繼

續向前邁進。

退休師長除了王大修老師因時間未便出席

外，其餘 3位師長皆出席與會，首先由林淇瀁老
師致詞。林老師筆名向陽，是臺灣知名作家，作

品橫跨詩、散文、兒童文學及文化評論、政治評

論，身分多重，領域寬廣，獲獎無數，為當代文

壇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林老師形容國北小而

美、像公園，讓他一進來心就安定了，學校有文

化、有底蘊。他很感謝歷任校長支持，使得本校

得以領導台灣文史；在擔任本校圖書館長任內，

開始進行圖書館空間改造，並將 6樓特藏室內珍

貴的日治時期舊籍特藏整編出版《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圖書館日文舊籍特藏目錄》，讓 7千餘種日
文舊籍井然有序地提供讀者鑑識和查找。他說學

校有很多寶藏，希望圖書館能為全校所用。他也

向圖書館所有館員及臺文所所有同仁的支持表達

謝意。

接下來由方銘健老師致詞。方老師進國北

任教前服務於輔仁大學，921大地震發生時擔任
輔大藝術學院長，為善盡文人、教育人及藝術人

棉薄之責，帶領輔大藝術學院師生深入南投災

區，為災民表演，使災民在歷經失去親人、散去

家產萬分悲痛之時，冀能透過藝術，以撫慰災

民心靈，療癒其創傷，同時教育學生，悲天憫

人的人文情操。翌年，梵蒂岡因此由教宗保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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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新仁校長（前排站立者）於退休茶會中致詞。

 ▲張新仁校長致贈林淇瀁老師

紀念牌。
 ▲張新仁校長致贈周玉秀老師

紀念牌。 ▲張新仁校長致贈方銘健老師

紀念牌。



焦點新聞

二世冊封“騎士”勳位。方老師浸淫吉他數十

載，榮獲許多獎項，致力吉他教育不遺餘力；在

擔任本校總務長期間簽辦了本校北師美術館的營

建公文，並規劃了國北教大校園八景。他說初到

國北第一個感覺是學校小而美，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最讓他開心的是他到學校只要五分鐘，不

像以前，去輔大上課要長途奔波、舟車勞頓。他

開玩笑說，以前最羨慕人家「錢多事少離家近、

位高權重責任輕、睡覺睡到自然醒、數錢數到手

抽筋」，那時候感覺好像自己也實現了這樣的幸

褔。他表示退休後要在學校義務開班教授吉他，

歡迎大家一起來學習。

最後由周玉秀老師致詞。周老師為留德學

者，於 2007年起推展本校國際交流不遺餘力，

多次帶領學生出國見習，深受學生愛戴；擔任教

育學系主任期間，為學校網羅許多優秀師長，其

中包含目前的楊志強副校長與林偉文主任。周老

師專長為教育、數學、心理學，回國謀職之初，

竟吻合了國北教大開的缺：教育實習、發展心理

學、數學教材教法，經師長歐陽教老師（現為師

大名譽教授）鼓勵，申請職缺，一見國北就喜歡

上了，不知不覺服務至今。周老師說她住本校大

禮堂後面，比方老師住更近，還說方老師若真的

開吉他班，她要第一個報名。

之後由校內師長楊志強副校長、主任祕書

何義麟教授、教育學系林偉文主任、語創系林于

弘教授代表學校及系所致詞並致謝；談起往事，

每位師長皆如數家珍、妙語如珠，使得原本有點

傷感的退休茶會，充滿歡樂的笑聲。教育學系的

學生也特別藉此機會向周玉秀老師獻上感恩之

情。

會後退休師長與同仁們合影留念，張校長

也與 7至 12月份壽星代表合影留念，現場氣氛
十分溫馨。由於新冠疫情的緣故，原本由校長代

表全體壽星切蛋糕的儀式，經總務處與人事室同

仁貼心地將蛋糕改為個人份的餐盒，並將餐盒排

成可愛的蛋糕形狀，讓同仁忍不住想跟餐盒蛋糕

合照，整個茶會在祝福聲中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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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系學生於會中向
周玉秀老師致謝。

 ▲會後張新仁校長（右四）與退休師長及壽星代表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