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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暨
北區教學實踐研究社群成果交流會圓滿完成

◎研究發展處

教育部自 107年起補助個別教師執行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希望透過教學實踐研究的執行，

紀錄教學實務現場重要議題，並聚焦各類提升教

學品質與學習成效之創新課程、教學策略與評量

工具發展之交流討論，針對目前學生學習成效與

競爭力提升相關議題提出在課室中可行的解決方

案。為提供 108年度所有計畫執行教師交流討論
互動平台，教育部計畫專案辦公室於 8月份辦理
5場成果交流會。

本校協助辦理 108年度教育學門及醫護學
門成果交流會，活動時間為 109年 8月 26日至
27日，提供教育學門及醫護學門（含醫學組及
護理組）共 200多名計畫主持人分享 108年度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執行成果以及亮點，以完成學門

成果發表，總計近 400名與會者參與成果交流。
開幕式邀請教育部高教司賴冠瑋科長及

本校張郁雯副校長致詞，並由林其和教授主講

「108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推動現況與省思：
以醫護學門為例」、何希慧教授主講「教學實踐

研究的挑戰與省思：以教育學門為例」，讓有興

趣申請或已經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教師們對

於計畫的推動與內涵能有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

由於大專校院領域多元，其教學實踐研究

更是因學術領域不同而有所差異，故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辦公室以區域聯盟模式邀請各區域

學校協助辦理各類型教師工作坊，形成區域型的

跨校教師社群，建構完善的區域教師支持系統。

本校擔任 109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北區
基地學校，負責推動基隆、臺北、新北等區之跨

校教學實踐研究支持系統，並於 109年 8月 27
日辦理「北區教學實踐研究社群成果交流會」，

邀請北區 27個教學實踐研究教師社群出席發表
交流成果，獲逾 100位教師踴躍參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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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高教司賴冠瑋科長於開幕式致詞。

 ▲ 108年度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之計畫主持
人分享研究成果。

 ▲ 109年度教育部北區教學實踐研究社群進行成果交流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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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直在 — 談非原鄉地區的原住民族教育
∼高元杰（尤幹 諾）校長演講活動紀實∼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教法律碩士班　黃祥皓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徐筱菁教授在本

學期邀請了曾經新北地區唯一一位的原住民校長

高元杰（尤幹 諾）校長來校進行職涯講座。在

2020年 5月 11日上午 8時 10分至 10時 00分
於篤行樓 Y302教室舉行，主題為「問題一直在 
— 談非原鄉地區的原住民族教育」。本次講座
的講者曾分別於擔任主任與校長期間兩度獲得師

鐸獎，現在雖已從教職退休，但仍致力於原住民

及新住民教育等相關事項的參與，擔任原住民族

教育政策委員會委員及新住民語文課綱委員。

演講一開始，高元杰校長先教導大家泰雅

語中的問候語「我愛你」、介紹自己在泰雅族中

的名字，並講解泰雅族取名時的想法與方式。校

長在開頭時先說明上課內容實務多一點、理論少

一點，並以「那些只用自己那一套單一文化典範

來理解各種經驗的人，看到的世界只有單一的色

調。」為引言，開始介紹原住民族之現狀、都市

原住民之教育問題以及我國過往至今在原住民族

教育政策的發展。

在關於原住民現狀上，講者首先提到我國

當今原住民族共區分為 16族，大略介紹各族
之分布與特色，及原住民族人數約 55萬人占
我國人口比 2.3%，其中都會區人口最多佔總數
47%；從軍比佔總人數 7%，其中佔特戰部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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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元杰校長談到原住民族教育改變的契機。

 ▲高元杰校長介紹新北巿的原住民族群分布。

 ▲同學專心聽講作筆記。

 ▲高元杰校長說明多元文化能力各階段的發展及體現。



學術頻道

原來，機會是留給還沒準備好，但願意接受挑戰的人！—
「我的學長姐好棒」系列職涯講座迴響熱烈！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楊啟玟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教經

系）魏郁禎老師所舉辦之「我的學長姐好棒」系

列講座，邀請來自不同領域之傑出校友分享親身

經歷，目的為使同學們能汲取前人經驗之精華，

並同時思索未來的方向，提前為自己的職涯進行

規劃。此系列講座前三場均廣受好評，第四場

「左右開弓，從教經系殺出一條路！」於 2020
年 9月 15日下午舉行，現場參與人數眾多，擠
滿了本校創意館雨賢廳。

講者史惟中學長畢業於教經系，於講座開

始時便以自己所敬佩的對象—棒球隊中的工具

人，顛覆大家對於「工具人」一詞的想像，縱然

63%；並以住在新北市的原住民族現狀為例，因
新北市原住民人口雖以阿美族為大宗，但其內居

住的原住民族群仍然相當多元，基本上就包含

了臺灣大部分的原住民族，所以是個非常適合討

論的例子。而在新北市原住民族中除了少數比例

上本身就是原鄉外，還有許多是從臺灣其他地方

來到新北市，而這也是新北市原住民族群多元的

原因之一，在這之中就有許多部落是所謂的河濱

部落，如曾在報章雜誌上常討論的鶯歌三鶯部落

等，在此亦提到原住民族因為「在一起就快樂」

的緣故，故而即使在都市地區原住民族仍常聚集

在一起。

在此之後，講者又以 2016年的雙十國慶慶
典上，引用爭議口訣來讓大家快速記憶原住民族

的事件為引言，討論到過往有關在認識原住民教

育上的問題，往往以刻板印象及以主流族群想法

的眼光去看少數族群的文化，且因負面印象經過

往經驗的判斷產生偏見，而出於偏見所做成的行

動往往是造成歧視的主要原因。在演講中講者提

到認識原住民族的重點之一，是同理，而非同

情。過往我們可能常因著對於多元文化的素養較

為不足，抑或是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知識量過於

貧乏等原因，可能對原住民族並沒有真正全面的

了解與認識，也可能因不自知的偏見而對原住民

族做出歧視而不自覺。這些皆是講者在此次演講

中希望大家可以對不同的文化差異進行了解與尊

重，進而免除不必要的歧視。

在演講的尾端，談到了原住民族教育政策

及都市原住民族教育政策，前者首先介紹了原

住民族教育相關的法規沿革，從「實驗教育三

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到「原住民族

教育法」，以及立法院送審中的「原住民族學校

法」等，在過去臺灣從未好好教過原住民族教

育，過往的漢人同化教育中（如過去國語課本中

的吳鳳故事），即讓原住民對原住民族認同產生

了無法抹滅的陰影，不想要再當原住民。這都是

過往因著不去了解及尊重原住民族文化內涵，只

一味的以漢人文化為本位的錯誤教育政策所造

成。而近幾年來，講者認為從發展與改進原住

民教育五年計畫等教育政策開始，尊重原住民族

的主體性與深耕文化涵養等，使原住民族漸漸找

回主體性；現今除了有原住民實驗學校外，越來

越多的原住民重點學校及推展以原住民族教育為

特色之學校本位課程也慢慢在開展，雖然看似前

景良好，但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解決，如最廣為人

知的族語師資不足問題，還有原住民族教育課程

的系統與價值性等，這些問題都是未來需要面對

與持續探討的。除此之外在都市原住民教育政策

上，雖有原住民實驗學校與原住民重點學校，但

在一般學校中，原住民族教育議題仍非學校的關

注議題，更甚者，大部分老師對於領域教學融入

原住民族教育議題是陌生的，但在都市大部分學

生仍以於一般學校就讀為多數，這也是在都市原

住民族教育政策上除了會遇到一般原住民教育政

策的問題外，另一需面對的難題之一，正如本場

次的演講名稱一樣：問題一直都在，但這同時也

是提醒我們還有許多努力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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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起眼的角色，卻是極為重要且無法被替代，

給予聽眾一個全新的觀點和可以努力及學習的方

向。講者也分享自己工作上的經歷，引導同學們

思考現今所學，如何對未來生涯形成助力。即使

當下認為與職涯發展無關的課程，也有可能在未

來某個不經意的時刻派上用場，同時期許同學們

面對課程及人生中總總課題時，都能用正確、正

面且負責的心態去看待與學習。

針對教經系學生最常面臨的疑問，讀教經

未來能做什麼？講者認為同學們不妨換個方式思

考，問自己想做什麼？以及如何透過就讀此系的

優勢達到目標？且打破就讀的系所與未來工作直

接相關的迷思。建議同學能夠思考更多可能的方

向，並且跳出框架，勇於嘗試，再透過不斷地尋

求相關資源、採取行動以及修正，便能逐漸描繪

出心中的夢想藍圖。

講者以自身大學四年創辦社團、營隊、擔

任助教、系學會副會長等各種豐富的經歷，勉勵

聽眾藉由實際嘗試且用心投入，從中探索自己的

興趣、專長，找到自己熱衷的事物並享受它們帶

給我們的成就感。講者也勉勵同學們：從現在開

始，列出目標，善用身邊的可用資源，並且付諸

行動！

在講座的尾聲，講者以暢銷小說中的一段

話送給聽眾：「地圖是白紙當然很傷腦筋，任何

人都會不知所措。但是，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

正因為是白紙，所以可以畫任何地圖，一切都掌

握在你自己手上。」鼓勵同學們廣泛且多元接觸

各類活動，不要侷限自己的視野。而所有的經

歷，也終將成為未來的養分。

整場講座，講者以輕鬆的口吻，無私分享

親身經歷及體悟，帶領同學們思索現在及未來可

以做的嘗試及投入，累積經驗及能力，並在大學

四年用正向的心態面對各種事，帶給同學們一場

含金量高且生動的講座。

此系列講座皆為教經系魏郁禎老師，為促

使大學生對於職涯發展有所想法及認識，同時推

進職涯規劃的風氣，所執行的「2020 年大專校
院職涯輔導計畫」項目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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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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場講座共吸引兩百

多人與會。

 ▲講者勉勵同學們積極嘗試，因為所有的經歷都會成為

日後成就的養分。

 ▲講者認真回覆同學之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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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裏　遇見數學》，領略數學的時代感與趣味！

◎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古籍裏 遇見數學」系列活動
於 9月 15日下午 3時 30分假本校圖書館 4樓資
源推廣室舉辦講座，邀請東亞數學史專家英家銘

老師蒞臨演講，引領我們認識東亞古代到近代的

數學教育與文化。

英老師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博士，

曾於本校任教，現為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歷

史所合聘的副教授。講座在圖書館館長語文創作

學系孫劍秋教授的引言開場下熱鬧展開，吸引來

自教育、數學暨資訊教育、自然科學教育、兒童

英語教育、特殊教育、幼兒與家庭教育、藝術與

造形設計、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各系

所師生及慕名而來的校外聽眾超額坐滿會場。

英老師以「古籍裏 遇見數學」為題，從一
段 17世紀「曆」的“決鬥”談起，引領聽眾從
生活、文化與政治的角度一探數學的面貌、感受

數學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英老師介紹了東亞三

國（中、日、韓）古代的算學教育制度、古人如

何使用算籌計算、算盤的歷史、近代曆法的發

展，還有有趣的數學古題，包括東亞傳統數學雞

兔同籠、韓信點兵⋯⋯等，讓聽眾見識文言文寫

的數學題目與百花齊放的日本和算，也引介從明

治日本到近代臺灣充滿「數學素養」的數學教科

書，末了由英老師親自主持數學古題問答大挑

戰，並送出圖書館精心製作的限量紀念書衣與閱

讀袋。英老師妙語如珠，現場笑聲不斷，整場講

座與活動廣獲參加者熱烈迴響，為系列活動劃下

圓滿句點。

本校圖書館 6樓特藏室典藏有日本殖民時
期留下的日文舊籍特藏 12,457冊，是研究臺灣
教育史不可或缺的珍貴文獻。本館於 2017年底
編印出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日文舊籍特

藏目錄」，藉著今年 6月 14日至 9月 30日圖書
館 6樓舉辦的《古籍裏　遇見數學》特藏展，
及 9月 15日英家銘老師的講座，引領我們認識
東亞古代到近代的數學教育與文化。若讀者仍感

意猶未盡，歡迎造訪英老師的粉絲專頁：【東

北 亞　 遇 見 數 學 】https://www.facebook.com/
KoreaJapanMathHistory/，持續關注相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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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家銘老師贈送

圖書館精心製作

的禮物給數學古

題大挑戰中答對

題目的聽眾。

 ▲圖書館孫劍秋館長（左）與講座

講者英家銘老師（右）合影。

 ▲孫劍秋館長（右）於講座開場引言並介紹講者英家銘

老師（左）。

 ▲英家銘老師解說日本江戶時代的算額奉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