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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補行春節團拜摸彩活動 ◎編輯室

原預定於每年春節後舉辦之新春團拜活

動，今年因年初爆發新冠疫情而停辦，加上疫情

不斷延燒，同仁咸感每年最期待的摸彩活動今年

應該沒有指望了。

然而學校師長認為不應因疫情而放棄慰勞

同仁的機會，故訂於 7
月 31日卸新任校長交接
典禮中補辦春節團拜摸

彩活動。

活動於卸新任校長

交接儀式結束後進行。

在主持人熱情的帶動

下，活動熱烈展開，現

場並邀請新舊任兩位校

長及時任各學術、行政

單位主管陸續為摸彩抽

出幸運兒，還不時加碼

送出摸彩獎金。各單位

主管也於摸彩前發表卸

任感言，並藉此機會感謝所屬部門同仁的努力及

各單位同仁的協助。

整場活動從開始到末了都充滿了歡樂的笑

聲，最後在溫馨、感恩的氣氛中結束，中獎同仁

歡喜抱得獎品歸。

 ▲新任陳慶和校長抽出獲獎同仁。  ▲前任張新仁校長抽出獲獎同仁。

 ▲眾人心儀的摸彩大獎－腳踏車！  ▲抽中腳踏車的幸運兒。（左至右：註冊與課務組黃

詩庭、華語文中心陳寶琳、計網中心陳慧姿）

 ▲總務同仁忙著擺設點心。  ▲同仁認真填寫摸彩券，期待中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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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周邊小學晨間入班文化推廣計畫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四年甲班　湯家喻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自 108年上學期起開始
計劃，將東南亞文化設計成不同的課程，走入臺

北市各小學，希望讓孩子們從國小開始就可以接

觸到東南亞國家的習俗，認識不同的社會文化。

計畫初期，於校園內公開招募 20名臺灣籍
文化推廣講師，獲得廣大迴響，總計收到 50份
應徵資料，展現出校內學生對於文化推廣的熱

情。經過應徵資料審核以後，選出 16名師培
生、4名非師培生，搭配 11名東南亞區域管理
碩士學位學程之外籍學生，執行年度課程教學活

動。每一堂課皆為一名臺灣籍講師，搭配一名外

國籍講師，由臺籍講師負責設計課程內容，外籍

講師進行語言示範、文化解說，聽到原汁原味的

外國語，讓孩子們能夠更身歷其境，增廣見聞。

課程種類包括東協十國綜合篇、越南文化課程、

泰國文化課程，每一堂課都帶領著孩子們認識各

國的國旗、飲食、服飾、建築等，以上課程皆需

經歷過進入小學班級試教、汲取專家建議以後，

才得以正式上線。其中，東協十國綜合篇課程更

包含了由本中心獨家設計的桌遊卡牌，帶領著孩

子們透過遊戲的進行，認識東南亞文化。

本計畫於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期間，總計
接洽了臺北市 15所小學，進行了 113堂課程，
不只是課堂的學生，甚至是國小班級導師，都給

予課程相當高的評價，以滿意度總分 5分為基
準，平均高達 4.8分。由於課堂好評不斷，本中
心特地將計畫期限延長至 109年第一學期，除了
原本的課程以外，新學期新增了緬甸、印尼、馬

來西亞三門文化課程，讓原本就有接觸到三種課

程的班級，能夠精進更多東南亞的知識。而在新

學期課程開放報名時，預約總數在短短的兩週內

即衝破 100場，目前預約數量仍持續增加中。
入班活動預計辦理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

止，為了不讓東南亞文化推廣活動、理念隨著入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獨家設計東協碰碰桌遊卡牌。  ▲國小教師和學生體驗東南亞服飾。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印製大型東南亞地圖海報，讓講

師得以在課堂中進行活動。

 ▲越南籍講師穿著越南服飾進入國小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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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 7500步挑戰　身體力行為健康加分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值此新冠肺炎疫情，運動環境受到許多限

制，為鼓勵師生將運動落實於日常生活中，藉由

多走路達到適量的身體活動，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於 109年 4∼5月間舉辦了「日行 7500步挑戰」
活動，以手機或運動裝置紀錄每日走路步數，

累計 10天 (含 )每日步數 7500步以上，即為達
標。

活動為期一個月，共計有 657人報名，其
中 282人達標並完成後測登錄，依登錄時間順
序前 80名獲得早鳥達標獎 300元商品卡，其他
達標者則可參加摸彩，獎項有 200元商品卡 30
份，及大安區健康中心提供的大浴巾 70份，師
生參與極為踴躍。多數人在心得回饋中表示，參

加這個活動後，會刻意把握日常生活中可以走路

的機會，改變原來少動多坐的習慣，同時也明顯

感受到身心狀況的改善，包含紓解壓力、精神變

好、提升睡眠品質及改善排便問題等。許多參與

者建議本組持續推廣多走路的生活化運動，容易

執行且難度適中，較易達成目標，只要妥善規劃

運用日常生活的零碎時間，就能將運動融入生活

常規之中。

班活動的結束而消逝，本中心加碼為國小教師們

開設東南亞文化教學知能研習活動，其中包含兩

場東南亞文化教育經驗講座、一場東南亞文化教

育教材設計工作坊。講座和工作坊也會有本中心

的講師進行入班經驗分享，期望在未來能由國小

教師將本中心推廣東南亞國家的理念在所屬的國

小傳承下去，從小開始培養孩子們的國際觀。

未來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仍會持續推動除了

課程設計以外的文化推廣活動，以更多不同的形

式帶給國人更多東南亞文化的體驗，提高民眾跨

文化素養與國際視野。相關資訊將會更新於粉絲

專頁，敬請鎖定我們的最新消息，關注最新動

態！

活力校園

 ▲講師與國北實小四年甲班課後合影留念。

 ▲累計 10天每日步數 7500步之達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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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職業安全衛生法急救人員訓練本校 30人全數合格 ◎總務處環安組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規定，事業單位應參照工作場所大小、分布、危

險狀況與勞工人數，備置足夠急救藥品及器材，

並置急救人員辦理急救事宜。基此，本校以勞工

人數各單位薦舉人員共 30員，商請中國勞工安
全衛生管理學會至本校開設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

練班，為期 3天的急救人員訓練課程，本校受訓
人員全數及格取得急救人員證照。

此次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共計

18小時，除基本急救、緊急甦醒術與繃帶包紮
練習外，主要側重職場易見的急救應用，包括中

暑休克、運用器材遭到燒燙傷、從事搬運或是大

量勞力密集造成肌肉骨骼損傷與長時期姿勢不良

或受外力衝擊造成神經系統損傷等，均為此次課

程重點。

受訓同仁受訓期間必須接受術科訓練，結

束則需進行筆試，合格後方授與證照。急救人員

設置係基於預防立場，面臨迫切災難需要時，能

夠處變不驚冷靜沉著應對傷患處置，惟有正確的

先行處理，方能將傷害降至最低。本校本次的急

救人員，主要以學生及教職員居多的單位優先指

派，各學院、系、所與涉及人數眾多的教務處、

學務處、總務處、圖書館均為急救人員主力，不

僅可以協助衛保組急救處置，也為校園增添安

全。

學海飛颺∼
交換生甄選申請說明會及分享座談

◎研發處國際組

本校每年皆會舉辦本校符合交換資格之學

籍學生赴海外姊妹校進行為期一學期或一年研修

就讀，以培育學生國際觀，並促進國際學術及文

化交流。去（108）年 12月 13日假至善樓國際
會議廳舉辦了說明會及分享座談，吸引眾多學子

前來聆聽。

在簡單的開場後，國際組同仁隨即進入交

換生甄試申請說明，介紹申請流程、報名資格、

重要日程、各式文件、甄選方式、評選標準、注

意事項等，並歡迎同學遞件申請。會中並邀請

 ▲圖為急救包紮術科練習，分組應用成果。

 ▲國際組同仁柯佳琳 (左 )為與會學生解說會議資
料。

 ▲國際組同仁陳詩婷說明交換生甄選申請重要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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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交換遊學心得∼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109級 張若

2018年年底，我來到馬來西亞拉曼大學遊
戲研究學系，透過校內學習、校外探索、以及與

同儕活動，我度過了一段精彩又收穫良多的交換

生活。

拉曼大學是在馬來西亞國內排行第二名的

著名大學，設有創意產業學院，在遊戲產業上能

提供豐富的學習資源。我在學校除了學習 3D建
模、遊戲賞析等課程之外，也能透過與同學交

流、參加系上講座等方式從更多面向瞭解遊戲產

業。在拉曼大學上課除了學習到課程上的專業知

識，更讓我學到活用資源自主學習，以及學術研

活力校園

4位 107學年度出國交換的同學分享其精彩的交
換生生活，與會學生聚精會神且聽得津津有味，

Q&A時間更是熱烈提問，甚至意猶未盡、會後
仍團團圍著交換回國的學姊詢問問題，整個座談

會在溫馨熱鬧的氣氛中結束。

交換學生是一個難得機會，不僅可以出國

遊學、開拓國際視野，更可體驗異國文化的風土

民情、豐富人生閱歷。本校研究發展處國際組每

年 12月初會舉辦相關的說明會，有興趣的同學
請留意國際組的公告，千萬不要錯過。

 ▲交換生陳欣怡分享

其出國交換心得。

 
▲

會後 Q&A，在校
學生提問熱烈。

（前台交換生左至

右：鍾守安、邱昱

心、張若珉）

 ▲張若珉（左）與阿姨在拉曼大學雙溪龍校門口合

影。



活力校園

28

究上所需的討論方式。

馬來西亞深具文化多樣性的美食讓我難以

忘懷。在街坊上，時常能看到一個個「檔 (ㄉㄤ
ˋ)」(小吃攤販 )聚集。這是被稱為「排檔」的
餐飲場所，能找到各式各樣既便宜又好吃的當地

美食。菜單通常會附上中文或英文，有時還會附

上圖片與代號，因此不太需要擔心語言不通。而

點飲料的話，則會因為沒有菜單而需要多費點心

思學習各種飲料的說法。舉例而言，點奶茶要說

「teh」，點咖啡要說「kopi」。點菜以及飲料是
我在馬來西亞學習當地用語的主要動力，只能說

「吃飯皇帝大」這句話一點也不假。。

由其他交換生還有拉曼大學的學伴組成的

團體，以及遊戲研究學系上的同學是我在馬來西

亞的這段時光中互動最頻繁的兩個團體，交到了

很多朋友不但使得國外生活不再孤單，更能一起

出去遊玩探索馬來西亞風情。

拉曼大學的學伴們不僅會幫助交換生解決

生活上的困擾，同時也熱心的自發許多活動讓交

換生參與，更會為我們導覽。例如檳城四天三夜

之旅，經歷了在農村騎腳踏車、乘纜車上升旗山

等，活動豐富又令人難忘。學伴們在國民外交上

做了良好示範，也讓我對這片土地的風光有更加

深刻的感觸。

遊戲研究學系的學生都熱情友善，同學們

也時常在下課後和我相約去吃飯，不僅可以增進

情誼，也可以熟悉學校附近有什麼美食。面臨校

園文化不同而產生的難關，也能透過他們的幫助

解決。例如，系上會要求使用光碟片繳交作業。

我的筆記型電腦沒有燒錄光碟的功能，但可以向

同學借燒錄機，也得知一般文具店就可以買到光

碟片，也可以在店裡進行燒錄。

馬來西亞的交換生活讓我在各方面都獲得

許多的成長，因此我也鼓勵身邊的人把握交換的

機會。即便期程結束，在這段時光中經歷過的風

光、學到的種種，依然會對往後的人生中有所助

益，留下不會被抹滅的光彩。

 ▲位於吉隆坡市中心的雙子星塔，是馬來西亞

的著名地標。

 ▲為慶祝米老鼠 90歲，柏威年廣場展出由 1000
隻米老鼠模型組成的聖誕樹。

 ▲交換期間與學伴、其他交換

生一起到檳城遊玩。

交換換期間期 與學伴伴 其他其他他交換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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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蘇黎世教育大學交換遊學心得∼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108級 陳欣怡

蘇黎世教育大學成立於西元 2002年，坐落
於瑞士的第一大城蘇黎世市中心，交通便利、資

源豐富、設備新穎。由三個主建築構成，占地

不大，約 4,230名師生。主要教學語言為瑞士德
語，培育從幼兒園至高中的師資，上課方式如同

瑞士其他層級的教育，不同於臺灣的單向教學，

鼓勵學生隨時大量表達想法。老師經常將同學分

成小組交換意見，輪流發表討論結果。每門課

人數不超過 25人，老師較容易掌握學生個別狀
況，也有較多分享時間。其他交換學生來自歐洲

及中國，每一堂課都融合了多國文化，鼓勵學生

反思自己的文化與思維，訓練邏輯思考、快速反

應能力。

在課程中，我們從文學、藝術、戲劇、校

外教學等面向深入認識瑞士。在培養表達能力的

課程中，我們學到運用表情、肢體、聲音、環境

等元素，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果效。多元文化教

育的課堂上，老師向我們介紹豐富的紙本與網路

教學資源，鼓勵我們將多元文化差異轉化為教學

資源，而非視為阻礙。分組活動中，與七個不同

國籍同學的合作，讓我學習不以自己的標準評斷

他人，接納多彩多姿的世界。

四個月的交換期間，多虧蘇黎世教育大學

轉介，我得以住在寄宿家庭中。接待者是六十多

歲的爺爺奶奶，兒女均已離家在外工作，家中有

充裕的空間招待客人。實際和瑞士人住在同一個

屋簷下，讓我有絕佳的文化體驗機會，並省去許

多生活瑣事的麻煩，比如洗衣。寄宿家庭非常友

善熱情，為我烹煮瑞士傳統美食，也大方嘗試我

所煮的臺灣佳餚。陪同寄宿家庭至超市採購，讓

我認識到因為氣候等差異與臺灣迥然不同的生活

型態。假日時，他們會帶我去其他小鎮遊玩，或

是附近的保齡球館運動。交換期間適逢我的生

日，爺爺奶奶不但贈送禮物，還烘焙蛋糕慶祝。

除了在蘇黎世教育大學的學習，和寄宿家庭生活

的美好經驗，是我這次交換最大的收獲。

 ▲和寄宿家庭一起享用瑞士冬季最傳統的美食：起士

鍋！

 ▲校外教學 Part1：報告時不用投影片，大自然就是
最完美的視覺輔助。

 ▲校外教學 Part2：登雪山！棉花糖般的鬆軟積雪，
形成童話般的景緻。

 ▲聖誕季的街道，閃爍著溫暖身心的美麗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