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生表現

賀！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周志宏教授榮任考試院銓敘部長∼
◎編輯室

恭賀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周志宏教授

榮任考試院銓敘部長。周老師從民國 94年 8月
起至本校文教法律研究所（現為教育經營與管理

學系文教法律碩士班）服務迄今，為國內夙負盛

名之文教法律學者。先後擔任本校文教法律研究

所所長、主任秘書、教務長等職務，如今榮任考

試院銓敘部長，全校師生咸感與有榮焉。

賀本校學生 109年度教師甄試成果斐然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本校學生（含畢業及在學）於

109年度各類別教師甄試錄取人次如
下表所示。

其中一般國小教師錄取 221人
次、國小特教教師 25人次、幼兒園
特教教師 17人次、幼兒園教師 33人
次，總計 296人次，於全國國小教師
缺額兩千餘名中，錄取率超過 13%，
平均每 7位即有一位本校學生錄取。

此外，尚有 3位考上國／高中職
教師，合計共 299人次考上 109年度
全國各類教師甄試，足見本校在師資

培育領域所擁有之雄厚實力。

類別

109年

本校學生

錄取人次

（A）

本校

應屆畢業生

錄取人次（B）

應屆畢業生

錄取佔比

（B／ A）%

國小 221 77 34.84%

特教
身障

25 10 40%
資優

幼教

（不含教保員）

50 17 34.00%

小計 296 104 35.14%

國／高中職 3 0 0%

總計 299 104 3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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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周志宏教授（前排右三）榮任考試院銓敘部長，9月 1日上任時，多位同仁前往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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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良導師獎名單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系所 職稱 教師姓名

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吳純慧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助理教授 洪士峰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副教授 張自立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曾錦達

臺灣文化研究所 助理教授 謝欣芩

108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教師表揚名單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系所 職稱 教師姓名 系所 職稱 教師姓名

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吳純慧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副教授 賴維菁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林曜聖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助理教授 蕭旭智

教育學系 副教授 黃鳳英 體育學系 教授 黃英哲

語文與創作學系 副教授 許育健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教授 周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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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和校長（左三）與 109年度優
良導師合影。右起：謝欣芩老師、

吳純慧老師、洪士峰老師、陳慶和

校長、曾錦達老師、張自立老師。

 ▲陳慶和校長（左五）與 108學年度教學優良獲獎教師合影。右起：林曜聖老師、周金城老師、黃英哲老師、
蕭旭智老師、陳慶和校長、賴維菁老師、黃鳳英老師、吳純慧老師、許育健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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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表揚名單 ◎人事室

系所 職稱 教師姓名 獎勵年屆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教授 盧秀琴 四十年

心理與諮商學系 教授 洪莉竹 四十年

教育學系 教授 吳麗君 三十年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教授 巴白山 三十年

資訊科學系 教授 吳偉賢 三十年

語文與創作學系 教授 黃雅歆 三十年

體育學系 教授 翁梓林 三十年

語文與創作學系 教授 陳俊榮 二十年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陳幸玫 二十年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徐筱菁 二十年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副教授 郭壽旺 二十年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教授 陳淳迪 二十年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朱子君 二十年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副教授 林佳芬 二十年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教授 林志明 二十年

教育學系 副教授 黃鳳英 十年

教育學系 副教授 陳蕙芬 十年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教授 楊凱翔 十年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副教授 林政逸 十年

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陳佩玉 十年

音樂學系 助理教授 李雅婷 十年

（合計 21人：40年 2人，30年 5人，20年 8人，10年 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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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和校長（右）與 109年度任教 40年
資深優良教師盧秀琴老師合影。

 ▲陳慶和校長（右二）與 109年度任教 30
年資深優良教師教師合影。右起：吳麗

君老師、陳慶和校長、吳偉賢老師、巴

白山老師。

 ▲陳慶和校長（中）與 109年度資任教 20年深優良教
師教師合影。右起：朱子君老師、林佳芬老師、陳

慶和校長、徐筱菁老師、陳俊榮老師。

 ▲陳慶和校長（中）與 109年度任教 10年資深優良教
師教師合影。右起：陳蕙芬老師、楊凱翔老師、陳

慶和校長、黃鳳英老師、林政逸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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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 1學期（1090801）新聘專任教師名單
系所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陳建志 教育行政、教育政策、人力資源管理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林盈妤 英語語言學、語音學、篇章分析、社會語言學、中英文對比分

析、英語寫作、英語口說演講、學術寫作

臺灣文化研究所 助理教授 陳允元 日治時期臺灣文學與東亞殖民地文學比較、現代詩、現代主義

美學、臺灣現當代文學、文史轉譯與傳播、文學創作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副教授 蔡智孝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資料科學暨大數據分析應

用、遊戲式學習、演算法與資料結構、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楊子奇 個體差異與適性化學習、情境感知無所不在學習、人工智慧在

教育領域的應用、資料科學與大數據分析、校務研究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陳玟樺 多元文化數學教育、數學課程史、數學課程改革研究、數學教

材教法、跨領域課程與教學、芬蘭教育（現象為本學習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

副教授 張朝清 策略管理、國際企業管理、產業分析、組織與管理、系統思考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林柏翰 科技輔助測驗與評量、科技輔助學習、第二語言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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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9學年度第 1學期新進專任教師，由右至左：楊子奇老師、林柏翰老師、張朝清老師、林盈妤老師、
蔡智孝老師、陳建志老師、陳允元老師、陳玟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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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緣∼
－第二十六屆原緣社成果發表

◎原緣社 /特教四 Rowbaw Labu沈苡真 /社發三 Biung Balalavi Tatahun余柝聲 /

　教育二 Pasulang Mavaliu陳霆恩 /社發一蔡嘉軒

根緣，將緣分匯聚成根。我們深信每次的

聚集與連結，都含著難以言喻的緣分，它集結了

離鄉的孤獨、身份的迷惘、尋根的渴望以及突破

的衝勁，因著這個緣分，培育出了原緣社。原緣

社是一顆種子，哥姐們堅忍不拔地使其向下扎

根，讓後進的弟妹能在這溫暖有力的支持下成長

茁壯，我們期望能夠記住過去的初衷，將其影響

延續，故而醞釀出今年的成果發表—《根緣》，

並於 109年 5月 25日至 29日，假本校學生活動
中心前廣場舉行。

「種下過去，長出未來。」意指原緣社欲

透過探尋自己的根，讓過去成為下一步的牽引，

為自己定位。乘著這樣的信念，「原緣地圖」成

為《根緣》的根與葉，我們以兩幅圖呈現地下的

根與地上的主幹、分枝。根匯聚成滋養我們的臺

灣，讓人們印下自我的血緣認同，象徵著要惦念

自己的根；主幹和分枝則長出了許多綠葉，那是

觀者的回饋，這些都使我們成長。生命如同一棵

樹，有緊抓土地的根，才有嫩芽新葉，並成為鬱

鬱蒼蒼的大樹。這個生命是屬於個人的自我探

索、屬於原緣社的鑑往知來、屬於人與人之間的

情感連結，甚至屬於在都市的原住民族之尋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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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態展『長出未來』：走完短暫的尋根之旅，留下

一片對過去感恩及對未來努力的葉子。

 ▲靜態展『根緣』：原緣社在多人支持與幫助下，以

最低成本原則尋找材料及人力資源，攜手搭起帳

篷。太魯閣族稱此帳篷『Sapah；意味著家』。

 ▲靜態展『歷史迴廊』：透過影像、圖文來傳達出原

緣社從創設直到至今的過程，藉由不同的方式探

討、學習、刺激自身對文化等資考及想像，踏上無

止盡的尋根之路。（解說者：林侑蓁同學，戴紅色

頭巾者。）

 ▲靜態展『種下過去』：讓每位來看展的人，蓋上腳

印，留下名字，隨著原緣的腳步，讓過去成為尋根

的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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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及在強勢文化下的抵禦與發聲。

在《根緣》的「原緣歷史迴廊」中，我們

架起了竹架，上頭記載了社團的重要事跡，它撐

起了原緣社。我們在社課嘗試突破，跨領域的探

討、學習，刺激著對文化、教育與土地等不同層

次的思考與想像；社團活動也從部落服務、梯

隊、到部落學習，透過積極地交流來為自己增

能。文化學習的這條路是永無止境的，用謙卑的

心實踐，像長輩們告誡的：「在進到每一個部落

前，都要將自己倒空，用最謙虛的心去學習。」

一九九零年代，正值原住民族運動蓬勃發

展之時，使原住民族青年意識高漲，原緣社亦在

此時創立。整理資料的過程中，意外地發現創社

時的會議記錄，當時社團主旨為發揚原住民族之

精神及傳承文化，二十年一眼晃過，原住民族依

舊為此佇立，卻也意味著我們的身份與文化，仍

舊承受著龐大的壓力與挑戰。「並不是所有時候

的我都是原住民，事實上只有提到原住民的時刻

我才是原住民。」我們期望能找回原住民族失落

的自信與榮耀，以及社會真正的認同與尊重。各

位朋友們，與我們一同了解原緣社吧！這塊土地

上不分族群，也邀請你們一同關心原住民族在這

片土地所發生的、所在乎的。

大地、海洋與天空，帶給原住民族堅強、

謙和、包容的精神，即使面臨新型冠狀病毒的肆

虐，我們仍然不放棄，就像 Suming唱著：「aka 
sawaden ko tileng （不要放棄自己）o olip caay 
ka mi liyaw patatikol（生命不會重來）。」最後
要告訴大家，我們是原住民，而且我們是為族

群、文化驕傲的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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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緣週『大會舞』：在這塊異鄉的土地上，牽起彼

此的手，唱出我們的歌，傳達我們對自身的認同與

尋根的渴望，更聯繫著原緣彼此間的深刻情感。

 ▲靜態展『社團活動、梯隊、部落學習』：透過

圖像、成品呈現出謙卑學習、不忘本的精神。

（解說者：黃薇諺同學，著黑色Ｔ恤者。）

 ▲原緣社全體社員，
根緣的最後一天，

拍下此照作為紀念
。

 ▲原緣週『社歌』（創作者：古志冠）：因創社而起，一首

沒有歌名的社歌，歌詞卻唱出振奮、悲壯的心境，傳達著

原住民族對自身文化的意識與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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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與爭鋒
－ 108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合球錦標賽側記

◎體育系四年級 王聖傑

合球（korfball）對國人來說算是陌生的運
動，但要瞭解它並不難。簡單來說，合球的玩法

像是一種不能運球及帶球走、沒有籃板、要求男

女混合組隊的籃球比賽。因此，合球在本質上蘊

含兩性機會平等的特性，除了好玩，也極適合做

為兩性平等教育的實踐場域。合球由荷蘭體育教

師 Nico Broekhuysen在 1902年發明，民國 68年
引進臺灣，發展至今已有 41年的歷史。本校合
球代表隊於民國 83年成立，至今不僅成為國內
大專校院的合球勁旅，也孕育出不少國家代表隊

選手，其中更出現如吳俊賢（99級）、黃丹臨
（100級）、林思宇（102級）、林雅雯（106
級）、陳俊達（106級）等國際知名球員，受邀
遠赴荷蘭頂級合球俱樂部，挑戰世界頂尖水準的

荷蘭合球超級聯盟。我國合球在這些優秀選手的

努力下，在 2016至 2019年期間曾高居世界排名
第二，目前小幅下滑居世界第三，僅次於荷蘭與

比利時。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辦的全國大

專合球錦標賽（簡稱大專合球賽），自民國 81
年（80學年度下學期）首度舉辦後，便成了每
年各大專校院爭奪「全國冠軍」的重要舞臺。

108學年度大專合球賽由本校承辦，因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賽事延至今年暑假 7月 10日至 12
日舉行，也間接削減報名的學校數量。公開組一

級與公開組二級各有四所學校參賽，皆採單循環

賽制，以比賽積分多寡判定最終名次。

公開二級冠軍賽由尋求衛冕的國立體育大

學（簡稱國體）對上以臺北市合球翹楚－萬芳高

中畢業生為班底的世新大學（簡稱世新）。世新

在比賽戰術上發揮女球員的進攻優勢，當家射手

李韓華在外線屢屢得手，讓世新持續比分領先。

國體則是靠著黃凱楠與蘇意陽兩名進攻能手的遠

投近切取得不少的罰球機會，進而將比分拉近，

不過最終世新仍以 16比 14贏得比賽勝利，拿下
本次公開二級賽冠軍，也粉碎了國體尋求連冠的

美夢。

公開一級的賽事也呈現本校與衛冕隊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簡稱臺師大）兩強對峙的態勢。

臺師大第二場比賽對戰國立體大時遭遇強大的阻

擾，在上半場結束時意外處於 3分落後的劣勢，
還好國手女將卓雅慧在關鍵時刻連續得分，士氣

大振，終於在比賽時間剩下 2分多鐘時將比分翻
轉，最後以 12比 11險勝。本校則於前兩場比賽
先以 19比 8輕取國體，再以 29比 8豪奪實踐大
學，以「最強挑戰者」的姿態挑戰臺師大的衛冕

霸業。

本校與臺師大已連續 8年在全國大專合球
公開一級冠軍賽碰頭，成為合球界眾所矚目的

「和平東路德比戰」（derby）。前 7年本校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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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一級冠軍爭奪賽中，本校林雅雯對臺師大張書綺

（黑色球衣 13號）施予壓迫防守。
 ▲公開一級賽，本校與國立體大對抗賽中，本校王聖傑

（白色球衣 18號）出手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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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為 2勝 5敗，暫居下風。本次開賽後，國北
的外線手感火燙，且多點開花，林雅雯、周芷

庭、張家銓、王書妤、巫佳宜等人在首節都有得

分，使得國北在第一節取得領先優勢，臺師大則

至次節才慢慢找到得分手感，上半場結束本校

以 11：9領先兩分。易籃後進入第三節，本校突
然進攻當機，臺師大趁機吹起反攻號角，在第三

節打出一波 7：0的攻勢，反以 16:12領先。但
本校並未因此失去奪冠意念，於最後一節從防守

做起，抵擋住臺師大的進攻氣焰，並靠著王牌射

手林雅雯在關鍵時刻的發揮，在比賽最後一分鐘

將比分扳平；無奈進入倒數秒數階段，臺師大靠

著曾姵綺的切入上籃，幸運擺進致勝的一分，終

場本校以 17比 18飲恨，臺師大完成四連冠的霸

業。明年臺師大若再度奪冠，將追平本校 96至
100學年度連續蟬聯五年冠軍的紀錄，本校合球
隊員誓當竭盡所能，在未來一年中提昇團隊戰

力，奪回金冠，捍衛本校榮耀。

本次賽會共選出明星球員 24名（男女各 12
名），依團隊名次排序分別是公開一級卓雅慧、

吳芷芸、羅凱葉、邱瀚生、黃子堯、邱柏維（以

上臺師大）、林雅雯、巫佳宜、陳慎芝、張家

銓、周芷庭、吳書安（以上本校）、陳俐馨、林

曨、闕劭錡（以上國體）、吳玥蓁、葉峻廷（以

上實踐）。公開二級李韓華、林長欣（以上世

新）；黃凱楠、蘇意陽（以上國體）；陳筱涵、

高少翊（以上臺師大）、黃欣尉（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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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8學年度合球錦標賽公開一級亞軍國北教大。

 ▲ 108學年度合球錦標賽公開一級冠軍臺灣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