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生表現

跟著前輩的腳步前進
—「我的學長姐好棒」系列職涯講座廣受好評！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一年級　杜欣儒

「我的學長姐好棒」系列職涯講座從首

場—「大學怎麼過才不浪費？你該知道的國北求

生指南」（於 2020年 3月 3日舉辦）廣受好評
後，第二場大家期待已久的「你也可以工作三

年一桶金！用財富管理能力提升職涯力」，於

2020年 4月 21日下午假本校大禮堂舉行。
從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畢業的滕雲，

開頭便提到自己從時薪 98元的賣茶小妹，到現
今擔任英諾瓦資訊公司經理的歷程，並分享實用

性高的財經知識，透過舉例帶領與會聽眾練習生

活上可能遇到的金錢問題，也引導大家訂定提升

生產力計畫，並解答是否要「修教程？」、「當

老師？」等常見問題，以及在教育大學環境中自

己的選擇，使觀眾更有動力和方向。

在講座接近尾聲時，講者藉由提問創業考

題，來測試聽眾對經濟市場的判斷力與冒險性，

並走向最接近現實答案者，當面肯定他的表現與

勇氣，贈予他影響自己一生的書—「富爸爸，窮

爸爸」。此刻，從講者明亮堅定的眼神能感受

到，她傳遞的不只是書本，還有她對學弟妹持續

努力精進的期許。

第三場學長姐講座—「誰說教育大學畢業

不能創業？」由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與教育經

營與管理學系的兩位校友—邱子瑞與王佳琪攜手

演出，在 2020年 5月 26日下午於大禮堂舉行。
「史汀實驗室」鮮豔的 Logo投放在銀幕上，
那可是由千百個夜、汗水、淚水努力拼湊而成

的。邱子瑞以「慢慢燉煮的夜，熬的是選擇的權

利。」這句話作為這幾年努力的縮寫，他從大一

就開始實習，透過不斷的學習精進實力，即使在

學習過程中歷經許多失敗，但這些經驗成為他在

創業時的能量，一點一滴才累積出現在的模樣。

他告訴讀者「並非努力就一定會獲得成果，但不

努力就絕對沒有收穫。」秉持著這個精神，他在

每次的錯誤中汲取經驗，嘗試用不同的策略去改

進，將挫折轉化為助力，一步一步朝目標邁進。

有創業夢的人多，但真正起身實踐的人

少。王佳琪在大學階段多方嘗試，從數次出梯的

經驗中慢慢發現她熱愛「教育」，然而，在探索

職涯興趣的過程，從事非最後職業選擇的其他活

動，難道就浪費了嗎？王佳琪認為，惟有試過才

得以釐清自己真正的喜好，任何的選擇歷程和經

歷都會成為日後成就的養分。

16

 ▲同學們認真計算講者出的題目。  ▲同學提問大學生創業所需具備的關鍵能力。

 ▲講者滕雲帶領大家訂定提升生產力計畫。



師生表現

Camperience｜國北教文創系 109畢業展覽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四年級　許凱勛

我們這次的展覽叫做《Camperience》，結
合了露營作為整個展覽的大主題，「為什麼文創

系的畢業展覽要以露營為主題？」這大概是所有

來參展的人，心中的第一個疑問。

如果大家有露營過的話，其實可以回想一

下自己的露營經驗，露營的形式其實有很多種，

可以是跟三五好友一起開車去露營地，也可以是

自己背著行囊徒步上山。而在露營的整體經驗過

程中，人是從無到有，開始努力建造出屬於自己

的生活空間，除了單純的享樂、外表的美感以

外，更有跋涉、搭建、探索等創造和實作的精

神。文創亦是如此，當大家看到精緻呈現的結果

之前，我們透過不斷的實作與創造的過程，和在

地互動，和議題交流，與人群對話，逐漸營造出

想傳達下去的理念，不斷實驗以及延續內容的計

畫。在這個場域中我們「創造內容」並且「持續

經營」讓文創的核心價值透過露營，以全新的方

式帶給觀眾對於文創不同的理解與想像。

副標題我們命名為「半日營造計畫」，可

以解讀成「半日營，造計畫」或是「半日，營

造計畫」想透過營造這兩個字更轉化 camp和
experience的意思，意即營造出不同以往、脫離
日常的展覽經驗。

這一系列由年輕校友帶來的講座看似

獨立，但其實彼此相關，場場精彩、含金

量高，為本校開創講座

新氣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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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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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們分享創業辛苦談。

 ▲郁見未來 QR-
CODE。

 ▲本校張新仁校長於展覽閉幕式致詞勉勵文創系學子。

 ▲本次畢業展主題相關文宣，圍繞展覽主題

《Camperience》及延續主視覺設計。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中右）及文創系江

政達老師（中左），一同參與導覽活動，並給予學

生寶貴意見。



師生表現

大家的各個主題都是不同計畫的呈現、各

組都是創造者，在半日的展覽時間呈現各個有關

生活、文化的多樣議題。除了呈現以外，更有

「內容創造」以及「延續經營」的精神存在，希

望讓參展的觀眾了解並體驗各個計畫的意涵，重

新關注文創所擁有的「營造」精神。

主視覺設計理念也非常有巧思，以「土

黃、深綠」為主色，將大眾對於露營的想像顏色

融入其中，置中帳篷以豐富的色彩演繹，期望顛

覆以往大眾對於露營媒介—帳篷的想像，來帶出

我們利用露營去說明文創的根本價值是純粹且多

元的意象。標準字體採用美式手寫風格，期望直

接傳達輕鬆風格，由於主題名為自創單字，因此

將小標題備註在右下方，使大眾更容易閱讀理

解。

本次展覽共有九組創作組，每一組別代表

一線條成為帳篷的構成要件，觀展者即為主視覺

中人物，進入帳篷內將會有不同以往的觀展體

驗！

個人、團體照的呈現，繼續延續展覽的概

念，以「自然戶外」風格為拍攝主題呼應展覽，

並選定擁有大量熱帶植物的松菸文創園區為拍攝

地點，並以「黑、白、黑白混搭」的穿搭風格凸

顯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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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創系本次畢

業展主視覺及

宣傳海報。

 ▲為強調本次畢業展主題，於展場周圍擺放帳篷及其

他露營用品，讓觀眾體驗並感受由「露營」發想所

「營造」出的氛圍及文創精神。

 ▲本屆畢業展亦為所有參展人員拍攝個人風格照，以凸顯

出文創活動中「人」的重要性，為同學們在文創系的四

年時光留下美好紀念。

 ▲以「自然戶外」風格拍攝本屆畢業展之各組成員，

呈現各組成員不同的個性與特色，並以此連結至各

組展覽成果，顯出不同效果及樂趣。



師生表現

我們將展場分三個營區，分別有品味創意

區、土地關懷區，以及沉浸思想區。

首先是我們的第一營區—品味創意區，

將新的思維注入傳統產業中，作為整個展覽的開

場。

〈艸樂樂〉重新詮釋傳統漢方草本與人們

日常，將記憶、符號和感官體驗重新結合，提出

新產品發想，並將漢方草本以及手工技藝的溫

度、情感和故事透過創意的結合，推廣與傳承東

方文化精神給觀眾，製作出包含創意與文化意涵

的各式小物。

〈彼岸花〉以文字創作出代表人內心感情

活動的作品，佐以聲音以及影像來刺激觀眾的感

官以及情感，透過作品的閱讀，展場環境氣氛的

營造和影像配合，來帶給觀眾對於自身感情活動

的反思，並延伸至自己的生活中。

〈不！要玩食物〉透過創意、有趣「玩」

的方式，調查傳統甜食的意涵再藉由趣味形式進

行轉化，創造傳統甜食趣味性與話題性，並記錄

新舊世代的轉變，使傳統甜食重獲關注以及年輕

人的認識，將其價值持續推廣下去。

走到我們的第二營區—土地關懷區，這

裡的組別關注臺灣可能被忽略的大小事。

〈萌獸學院〉結合臺灣保育類動物的形象

標識與桌遊的趣味性，創造出更具吸引力的創新

遊戲內容，使觀眾更加關注動物議題，透過桌遊

與動物議題的遊戲結合，以更具獨特性的方式，

傳達臺灣保育動物的存續問題，持續推廣對動物

的關懷予更多社會大眾。

〈秧菜誌〉連結蔬菜、農村以及小人物日

常，將實地調查的內容以週曆形式產出，觀眾更

能每日觀賞各式內容的方想，透過週曆內容的分

享，在年輕世代的使用下，使年輕人與農村產生

連結，並在關懷與了解菜農日常後，將此精神傳

遞下去。

〈在地隱象〉以各種角度挖掘、收集與探討

臺灣文化，產出被隱藏的在地文化現象，並透過

文字、影像來帶出各項臺灣議題，佐以各種網路

媒介所記載下來的議題內容，將透過持續的曝光

將「關注臺灣文化」這項重要精神傳遞給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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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主任林義斌老師 (右 )觀賞〈艸樂樂〉的展場
設計與成果。

 ▲人文藝術學院郭博州院長為本次展覽留下紀錄（圖

為〈秧菜誌〉展場）。

 ▲〈不！要玩食物〉展場設計裝置，希望增加觀眾與

展覽主題的互動。

 ▲〈彼岸花〉展場導覽。



師生表現

翻過百岳穿越樹林，一天的最後，睡前面對

的還是自己，走到沈浸思想區，也是我們最後的

展區，一起重新思考，自己與各種事物的關係。

〈BUG〉結合手機成癮與日常生活中食堂
的概念，展示現代科技文明病的展覽內容，來創

造不同以往的展覽經驗予觀眾，透過展覽呈現

「科技冷漠現象」，並給與觀眾警示以及反思，

來影響自己的想法、行為以及周遭。

〈沿途〉透過影像、聲音、文字、行為和

展演創造新的視角和感官刺激，讓觀者重新辯思

對於「移動」的想法，經過「流動」、「感知」

最後「映射」的過程，使觀者感受流動的當下，

返尋沿途的意涵以及自身的延續性。

〈預告〉規劃三個展覽子計畫與生死議題

的扣合，建立觀眾對於死亡內容的啟發和想像、

產出對於死亡的新想法，創造新觀點引導出每個

人必然的人生課題，觀眾經過展覽計畫的體驗，

更加重視以及了解生死議題，傳達不留遺憾的精

神，以及無法複製的當下所帶來的反思。

最後，這次的展覽我們也透過周邊商品再

次扣合我們的理念，高效率的露營必須建立於

「收納」的基礎上，才能在有限的空間中滿足露

營活動的各項需求。因此，我們選用不同材質、

容量的帆布袋作為商品開發，每一項商品都具有

其不同功能。

被數位設計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109級畢業展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四年級　潘佑萱、黃宥穎

今年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109級大學部應屆
畢業生共同舉辦畢業展，不同於往年，展覽展期

由 6月 9日至 11日為期三天，並於本校篤行樓
1樓舉行，由潘佑萱、黃宥穎兩位總召共同主導
策展，今年的策展主題為「被數位設計」，主視

覺是由黃宥穎同學設計，以詼諧的角度闡述「被

數位設計」下的畢業生們在大學四年裡遭遇無數

挫折，但最終將「被數位設計的過程」去蕪存

菁，蛻變成獨當一面的數位設計人以及收成展內

的所有成果。

本次展覽作品種類多元、豐富，可歸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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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告〉展場紀錄照。
 ▲本屆文創系畢業展以主視覺延伸

設計相關活動紀念週邊產品。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主任王學武老師（右）於本校篤

行樓參觀數位系同學作品。



師生表現

五大類：跨領域互動應用、網頁與行動裝置應

用、遊戲、品牌形象設計、動畫。展內跨領域互

動應用類與企業合作，將遊戲與陪伴兒童的「凱

比同學」AI機器人硬體裝置結合，能增進孩童
學習的動力。《生肖保位戰 Zodiac Battle》 是以
生肖故事做為背景，搭配「凱比同學」遊玩。孩

童可挑選自己的生肖服裝，在指定用紙上塗鴉，

掃描進螢幕後客製化自己的坐騎。凱比機器人有

多個部位供玩家操作，例如握住凱比的手控制角

色移動，讓孩童在玩樂中學習新知；網頁作品

《矛盾勇者的環境之戰》是一個致力於提倡環保

的網頁，希望透過網頁遊戲化，讓使用者能夠更

輕鬆地學習環境保護的相關知識，也能循序漸進

的了解環境議題。利用故事性的方式使使用者有

長期的動力接近環保觀念以及迫在眉睫的環境議

題；行動裝置應用作品《溫叨》致力搭建家人之

間的溝通橋樑，根據薩提爾「冰山理論」，引導

使用者透過系統化的交互問答，增進雙方的意見

表達與情緒的理解，並藉由分享日常，紀錄共同

回憶，藉此拉近彼此的距離；遊戲類作品《Blue 
Remedy》是一款 2D的捲軸解謎冒險遊戲，玩
家化身一顆可愛的小水滴，踏上奇幻的冒險旅

程，藉由水的三態特性與技能解謎通關、打擊邪

惡的怪物以及利用豐饒能力恢復大地的繁榮；另

一款遊戲作品為《1748》，它是一款需要雙人合

作的動作解謎遊戲。劇情融入恐怖幻想元素，玩

家需要操控舉止詭異的女孩瑪麗，以及她的靈魂

同伴，一同在杳無人煙的鄉間莊園，尋找瑪莉生

命中最重要的那一個人；品牌形象作品《Lador
胖多》是以一隻拉布拉多為主角原型，設計出結

合日式與美式畫風的自有品牌，推出了許多可愛

的商品；動畫作品《FUED》，講述男女主角在
能源大戰後的世界，在各自出外尋找能源的路上

巧遇，從互相猜忌到彼此信任又因種族背景而背

叛，爭搶所剩無幾的能源的故事。雖然今年因新

冠肺炎疫情取消了在新一代設計展的展出，但同

學們依然在金點新秀設計與放視大賞等競賽中皆

獲得不錯的成績，完整地詮釋「即使過程中持續

地被數位設計，但還是在挫敗中成長茁壯」的展

覽主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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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系同學、師長（後排右一范丙林老師、右二林仁智老師）於本校篤行樓合影。

 ▲行動裝置應用作品─《溫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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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板書分級能力鑑定考試 ◎語文與創作學系

本校為培養優良師資，增進學生的教學能

力，特別加強教學技能的訓練。板書是各科教學

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其優劣足以影響教學的成

敗，是以每年 6月舉辦板書分級鑑定以提高學生
板書能力，裨益其未來從事小學教育之工作。

 板書鑑定實施說明

1. 鑑定對象：本校學生（含大學部、研究生）及
大五實習生。

2. 鑑定時間：統一開始，分梯次，每人限 10分
鐘。

3. 鑑定器材：採用學校所備之小黑板、粉筆、板
擦，在 10分鐘內寫完 40個字。

4. 規格：正楷，由上而下，由右而左，1行 5
字，共 8行。

5. 鑑定內容：預先聘請評審人員擬定 40字之鑑
定題目內容。

同時板書鑑定配合本校師培中心「跨平臺

實務能力檢測整合管理平臺」，建構「板書檢測

推廣與報名 APP」，使學生能利用行動裝置，
快速掌握檢測相關資訊；於執行面，將建構「試

務與評審 APP」，強化檢測辦理效能，以利相
關政策推動；於系統面，將建構「雲端管理系

統」，彙整平臺資料後供相關研究使用，以做為

檢測項目、考核指標與執行成效等政策評估參考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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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作品─《1748》。 ▲遊戲作品─《Blue Remedy》。

 ▲動畫作品─《FUED》。 ▲品牌形象作品─《Lador胖多》。

 ▲版書報名網站。



師生表現

本（108）學年度共 80位考生完成線上報
名，並於 109年 6月 2日（二）下午 1點 20分
假本校大禮堂進行鑑定；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採四梯次分別進行報到，入內考生皆須消毒

雙手領取粉筆及板擦再進行考試。

本系特邀請陳財發老師、張清河老師擔任

板書鑑定評審委員，除現場檢視考生考試過程

外，並於考試結束後進行評分作業，按照鑑定

標準用筆 30%、結構 40%、布局 30%進行給
分。今年考試結果共有 41人通過考試；其中有
4人達特優級（90分以上）、12人達優級（85-
89分）、25人達甲級（80分以上），通過者由

語文與創作學系頒發檢定

證書；所有考生皆可至板

書鑑定報名系統查看個人

分數及板書照片，每年特

優級作品也會公告於網頁

讓同學瀏覽（請掃描 QR 
Code）。

特優級評語

號碼 評　語

03 筆勢優美有變化、線條周到清晰有力、結字穩

妥挺正、大小一致，行列整齊、書寫熟練。

18 用筆俐落、筆畫精準、結構妥適良好、行氣協

調流暢、風格明顯、書寫熟練，是不可多得的

好作品。

25 線條周到清晰有力、顧盼應接良好、留白適

當、結字挺正適當、板面分配允當、風格明

顯、書寫熟練。

76 空隙均勻，留白適當、 結字穩當、大小一致、
行列整齊，板面分配適切、風格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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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預備。

 ▲板書鑑定過程 2。

 ▲ 108學年度特優作品集。

 ▲板書鑑定過程 1。

 ▲評審評分。

 ▲板書特優作品集板書特優作 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