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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東南亞—2020東南亞地圖著色比賽

 ◎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三年級　林嘉敏

本校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於 109年 03
月 12日至 05月 01日舉辦了「2020東南亞地圖
著色比賽」徵件活動，參加對象為幼兒園及國小

學童，參賽組別分為幼兒園組、國小低年級組、

中年級組及高年級組共四組。希望透過著色塗鴉

的過程，孩子能自然而然認識東南亞各國的文

化，誘發他們探索這塊土地的興趣。

本次活動獲得踴躍回響，共收到 3,163件參
賽作品，其中，幼兒園組 345件、國小低年級組
高達 1,422件、中年級組 905件、高年級組 491
件。教務處東協中心邀請三位繪畫界重量級人物

擔任評審，分別是臺灣知名繪本畫家—曹俊彥老

師、財團法人劉其偉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許國

寬老師，以及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院長—郭博州老

師。歷經一個下午的討論，評審們艱難地選出獲

獎的 72件作品，本中心也於 109年 05月 15日
將得獎資訊公布於網站及 Facebook粉絲專頁，
並同步發送公文至各得獎者學校恭賀此喜訊。

由於參賽佳作太多，三位評審保留了幾件

遺珠作品，本中心於粉絲專頁舉辦「遺珠獎網路

人氣票選活動」，獲得許多家長與網友熱烈的迴

響。遺珠獎活動帶動了中心粉專超過兩萬人次的

點擊，而整個著色比賽活動則達成四萬多人次的

點擊，為教務處東協中心吸引近 300位對東南亞
文化感興趣的新粉絲，中心所扮演的文化推廣角

色更加受到肯定。

本次比賽中，來自新北市新市國小的陳醇

容同學表現最為亮眼，獲得三位評審一致的認

可，顏色深淺控制得宜，創造出神秘國度的效

果，畫面生動勾勒強調細節，十分吸睛。因此，

本中心特別邀請陳醇容同學及其母親現身接受訪

問，除了無私分享創作過程之外，更以一個孩子

的視角，帶大家重新認識東南亞的美好！ 
由於疫情關係，無法讓民眾親臨現場細品

這 72幅得獎作品，本中心特於 109年 05月 23
日以「線上美展」的方式在網頁上公開得獎畫作

和評審評語，讓家長可以帶著孩子一同上網欣

賞、觀摩其他孩子的優秀作品，看見更多不一樣

的東南亞。

本次東南亞地圖著色比賽除了每位參賽者

的熱情參與之外，更要感謝各界的大力支持才

得以圓滿落幕！目前東協中心正積極籌劃於 9
月份舉辦文化活動，屆時所有得獎作品將於現

場展出。未來也會持續舉辦相關的活動，提供

給大家更多認識東南亞的機會，追蹤本中心的

Facebook粉絲專頁，鎖定我們的最新消息，持
續關注相關活動的最新動態！

 ▲本次活動評審，由左至右分別為許國寬老師、曹俊

彥老師、郭博州老師。

 ▲魏郁禎主任頒發中年級組特優獎予新北市新市國小

陳醇容同學，左為陪同出席的陳媽媽。

 ▲評審委員仔細審視參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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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導師桌遊研習—「夢想實踐卡初階帶領人訓練」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三年級　賴奕均

「為了迎接你鼓起勇氣的那一刻，我們持

續地精進自己不曾懈怠。」本校職涯導師來自不

同領域不同科系，陣容堅強，為了提供學生更專

業的職涯諮詢服務，在繁忙的教學研究工作之

餘，仍持續不斷地參與相關研習增進專業知能。

本學期 109年 3月 6日至 4月 10日期間辦
理「夢想實踐卡初階帶領人訓練」研習，共計四

場，每場研習為期 3個小時，由四季職涯發展學
院執行長，同時也是夢想實踐卡的研發者－李宜

芳老師帶領本校職涯導師進行學習。「夢想實踐

卡」為結合心理諮詢、教練系統、遊戲化三種特

色合一的卡片，是自我探索與職涯規劃的必備工

具之一。不僅可協助引導使用者自我思考，找到

自己的人生目標，以及對應價值觀的職業類別；

並可更客觀的了解問題所在，找到問題的核心，

協助發現阻礙目標實現的風險可能因素，由此進

一步擬訂出具體的行動計劃。

每一次的研習課程，宜芳老師均為學員們

準備豐富的講義，在老師的帶領下，教學氣氛總

是歡樂不沉悶，學員們反應熱烈，愉快地跟著李

宜芳老師學習。除了說明、示範卡牌的基本運用

之外，宜芳老師也帶著學員們練習重點提問、帶

領技巧、提問分法；以及藉由實踐卡，如何分析

並引導個案擬定具體行動計畫等諮詢策略。課程

結束後，也有課後作業交由職涯導師們去完成，

如此用心的課程大受職涯導師們好評，受益度及

滿意度高達 98%。

本校職涯導師們均為接受長期培訓、完成

筆試與實習，取得全球職涯發展師證照的校內專

任老師。他們犧牲了寶貴的休息時間，只為了精

進專業知能，在同學們徬徨無助時能夠成為學生

堅強的靠山，給予專業的建議與協助，陪伴學生

走過無數不安的路途。

歡迎學生們善加利用學校資源，如遇到職

涯規劃、生涯發展等問題，歡迎進入本校「職涯

諮詢與職涯導師專區」，網站上可搜尋各科系不

同領域之職涯導師資訊，於一週前填寫線上表單

即可線上預約。

期待與你的相遇，

只需你的鼓起勇氣踏出

第一步，我們將一路

陪伴你。「我們的成

就，來自成就你們的未

來。」  ▲「職涯諮詢與職涯導

師專區」

 ▲第一次研習的暖身開場。

 ▲每周五都聚在一起的夥伴。

 ▲第二次研習：老師們正在一對一練習。第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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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咖啡遇上正念∼自我照顧講座

 ◎心理輔導組實習心理師　李佳真、心理與諮商學系二年級　高逸凡

 前言
我 們 時 常 在 心 理 學 中 聽 到「 正 念 」

（mindfulness），但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正」代表現在進行式，如同此刻的你正在專注

地閱讀校訊裡的這篇文章，且也有中立、不偏不

倚的意思；「念」指的是我們內心的念頭、想

法、感受、情緒等內容。讀到這裡，可能你會困

惑正念與正向思考的差異為何呢？其實「正向思

考」是強調「正向」的轉念；但在正念中，不論

正向或負向，都會認為這些片刻是值得被觀察、

認識與接納的，具體例子包含常見的身體掃描，

將注意力帶回自己的身體，以及覺察內心的感受

與想法、周圍的一切現象等等。因此，心輔組為

了推廣內在覺察與自我觀照，邀請方將任心理師

於 109年 6月 3日舉辦「當咖啡遇上正念－自我
照顧講座」，以咖啡為媒介，帶領大家體驗一場

正念的旅程。

 參與心心得
「今天你們喝完咖啡會很想睡覺。」聽見

講師這句話讓我皺了三秒鐘的眉頭，喝咖啡不就

是要提神戰鬥嗎？怎麼會讓人想睡覺？講師沒有

騙人，體驗完講座的這天是我這一週以來睡得最

安穩的一天。原來不同品種的咖啡會有不同濃度

的咖啡因，市面上喝到的咖啡為了因應大多數人

喝咖啡的「需求」─提神醒腦，會選用咖啡因含

量較高的品種。在講師的帶領下，我們瞭解其實

咖啡並不只是提神的工具，其中還有很多奧妙值

得品味，這完全顛覆了我對咖啡的想法。以前能

描述咖啡味道的形容詞只有「苦」、「澀」、

「酸」、「香」，沒想到咖啡在不同的沖泡時間

會有不同的風味，甚至會有「鹹」、「甜」等過

去難以出現的味道，感受到咖啡的多種層次。

除了專業的咖啡知識，最神奇的是講師把

咖啡和生活經驗結合，讓我對咖啡又有截然不同

的感情。像是前面提到咖啡味道包含了「鹹酸甜

苦澀」，如果咖啡沒有苦味，又怎麼能襯托出其

他味覺的層次？就像生活中總有讓人感到心很累

的經驗，如果沒有這些過程，又怎麼能襯托及萃

取出生命中甜美的部分？在這次的講座中，我感

受到咖啡不只是咖啡，當我們能靜下心慢慢地品

 ▲由兼任心輔組組長謝曜任老師開場今日正念咖啡講

座，並介紹方將任心理師。

 ▲方將任講師拿出自備的咖啡研磨機，向大家說明今

日流程。

 ▲同學們試著聞不同品種的咖啡豆，感受當下的五感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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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華語之聲歌唱比賽隆重登場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一年一度的「華語之

聲」歌唱比賽熱鬧登場，今年不畏疫情，如期舉

辦，但防疫期間為保持社交距離，這次有別於以

往登臺演唱的形式，改為「線上歌唱比賽」，顛

覆傳統模式，雖然與觀眾距離拉長了，仍不減參

賽者及粉絲們的熱情。來自各國的學員使出渾身

解數，力爭冠軍。

今年共有 16位學員參賽，分別來自尼加拉
瓜、越南、韓國等地，他們跳脫了現場演唱的舞

臺框架，發揮創意及想像力自行錄製影片，從演

唱、舞蹈、導演、攝影、剪輯、後製，一人分飾

多角或團隊合作。來自韓國的安在燦，挑戰盧廣

仲的閩南語歌曲「魚仔」，不但咬字清楚，情感

充沛，最終拿下亞軍的好成績。

活力校園

嘗，喝到苦味的同時，也嚐到其他細膩美好的味

道，就如同靜下心慢慢檢視自己的生活，深刻看

見自己的亮點。最後從每個人的分享中，看到不

同的觀點，找到不一樣的寶藏。在這充斥咖啡香

的三小時裡，除了得到咖啡知識，更能夠靜下心

來覺察及觀照自己，進而找回面對生活的動力。

※  歡迎大家加入心理輔導組「溫馨歇腳處」臉
書粉絲專頁，將能即時獲得心輔組活動的最

新消息喔！

 ▲分組扮演咖啡師，由沖泡咖啡中連結彼此的故事及

生活經驗。

 ▲來自韓國的安在燦，挑戰盧廣仲的閩南語歌曲「魚

仔」，咬字清楚，情感充沛，奪得亞軍的好成績。

 ▲來自越南的黃玉芳鸞以一首自彈自唱「檸檬樹」

榮登冠軍寶座。

 ▲大家合力體驗及完成咖啡包的製作流程，同時感受

到咖啡療癒人心的力量。

 ▲講座過程中，大家認真地紀錄自己的想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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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殺出重圍榮登冠軍寶座的是來自越南的

黃玉芳鸞，她以一首自彈自唱「檸檬樹」獲得裁

判們一致的認同與青睞，甜美的歌聲搭配一口流

利標準的華語，演唱實力堅強，歌詞中巧妙的將

來臺經歷帶入，巧思與創意成功擄獲裁判們的芳

心，奪得本次「華語之聲」總冠軍。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尼加拉瓜的卡斯帝

佑，特別邀請同樣來自尼加拉瓜的杜力安，操

刀執導 MV，演唱張洪量的「你知道我在等你
嗎？」，片中場景網羅了本校泳健館、操場、篤

行樓等等，卡斯帝佑精湛的演技，再加上意境十

足的MV，讓評審一看再看，精彩的演出獲得了
最佳創意獎。

想看這次比賽精采的影片嗎？請搜尋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教務處華語文中心臉書，或連結本

中心 youtube網址。

畢。旅－即刻啟程
－各系所小畢典寫真 ◎各學系所

又到畢業季節，時值新冠疫情，本校考量師生及家長的健康，為避免群聚感染，將畢業典禮

化整為零，由各系所自行辦理小畢典，期待仍能為本屆畢業生在這人生的重大哩程碑－畢業，留

下美好的回憶，為大學生活劃下完美句點。編輯室收集各系所小畢典的照片，給畢業學子作為留

念與祝福。

 ▲FB連結  ▲ youtube連結

 ▲尼加拉瓜的卡斯帝佑

演唱張洪量的「你知

道我在等你嗎？」，

精彩的演出獲得了最

佳創意獎。

▲

 ▲畢。旅－即刻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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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院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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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與創作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心理與諮商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人文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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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文化研究所

 音樂學系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理學院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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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學系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學位學程

 體育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