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新聞

蔡英文總統親臨「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展覽

◎北師美術館

永刼不死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精神上

的不朽。

—黃土水，1922，〈出生在臺灣〉
百年前，臺灣現代美術的潮流蓬勃發展，

參與創作、鑑賞美術被年輕世代視為追求現代化

的一環，也是實現新時代文明社會的象徵。黃土

水、陳植棋、陳澄波⋯⋯等藝術家，他們其中許

多人從總督府國語學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前

身）踏出第一步，前仆後繼，遠赴海外留學。他

們燃燒生命致力創作，除了揭開臺灣現代美術的

序幕外，他們竭盡心力創作的結晶，也超越時代

的政治紛爭，成為臺灣文化的記憶寶庫。

由財團法人福祿文化基金會支持、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顏娟英教授為首，聯合臺灣

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相關學者的研究團隊，積極

調查散落四處的臺灣前輩藝術家作品，透過研究

和修復這些早已淡出公眾視線的作品，讓大眾有

機會「再發現」臺灣美術。

展覽備受好評，開展不到兩個月即突破兩

萬人次，除了登上年度十大好展覽與年度最佳文

創事件外，總統蔡英文女士更於 12月 22日蒞臨
指導，她透過臉書直呼「北師美術館 #不朽的青
春特展，推薦給所有熱愛臺灣美術的朋友！」她

提到這些懷抱赤誠之心，希望用藝術鼓舞臺灣人

民的藝術家，是如何突破了環境限制，把代表臺

灣的創作，帶往了更大的舞臺。

蔡總統也表示，作品不是只有創作時的故

事，從收藏、到修復作品的過程也都是一則則的

故事，有些作品，在時代動盪中遭到轉賣，無意

間才被後代發現。也有些作品，塵封在倉庫中，

因為研究者鍥而不捨尋找，才能重見天日。更有

些作品，是第一次從日本回到臺灣展出。她在臉

書上大力推薦大家前來觀賞這個有意義的展覽。

「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透過

六大子題：破曉的覺醒、生命的凝視、風土的踏

查、傳統的變革、歲月的憶念以及旅人之眼，共

展出 47位臺籍及日籍藝術家 74件作品。其中不
乏許多藝術史學者一度認為已經消失，卻在因緣

際會下重現的作品，如鹽月桃甫的《萌芽》。鹽

月桃甫與石川欽一郎、鄉原古統三人致力臺灣現

代美術文化運動發展，他們推動臺灣美術展覽會

（臺展）創立，《萌芽》即為鹽月桃甫擔任首屆

臺展審查員期間為臺展所繪製的作品，長久以來

學者僅能藉由史料臆想，也將重現世人面前。本

次展覽中，也將展出同為首屆臺展作品的石川欽

一郎《河畔》。

此外，展覽也特別從日本迎來三件珍貴的

作品：總督上山滿之進委由陳澄波製作的《東

臺灣臨海道路》，本次是睽違 90年後，首次
返臺；而西鄉孤月在 1912年繪製的 《臺灣風
景》，是現存可知第一幅以臺灣為主題的日本

畫；另外，陳進以排灣族族人為主題，入選

1932年新文展的大作《三地門社之女》，也在
本次展出中回到臺灣與眾人見面。

本次展覽的小巧思，更是特別展出學校所

珍藏的藝術家學籍資料簿，藉由文獻，我們能更

清楚爬梳出藝術家青年時期的成長軌跡，以及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在歷史上扮演著第一代臺灣現代

藝術家搖籃的重要腳色。

「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展名

取自黃土水 1922年〈出生在臺灣〉一文，企圖
展現百年來這輩藝術家透過藝術創作追求「精神

不朽」的時代精神。「再發現」不僅指涉曾被認

為佚失作品的新出土，同時也意味著對已知作品

新史料的「再挖掘、再認識」，期許透過展覽讓

我們能與過去對望並對話，讓文化的邊界擴展至

最大程度的開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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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12.22蔡英文總統（中）在本校陳慶和校長
（左）陪同下，聆聽日本修復師森純一先生（右）

解說修復《少女》胸像的心得。（總統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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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

展期｜2020.10.17－2021.01.17
地點｜MoNTUE北師美術館

 ▲蔡總統（中）與陪同師長及北美館同仁合影。（總統府提供）

 ▲展 出 作 品： 陳 進《 三 地 門 社 之 女 》1936 年 
147.7×199.1cm 絹本 膠彩 福岡亞洲美術館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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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朽的青春─臺灣美術再發現」於北師美術館開

展。（黃宏錡攝影）

 ▲ 109.12.4鼓山高中美術班同學參觀展覽時專注聆聽
北美館導覽同仁解說。

 ▲本次共展出 47位臺籍及日籍藝術家 74件作品。
（總統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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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歡慶創校 125週年校慶活動報導
◎秘書室

本校今（109）年適逢 125週年校慶，自 10
月起至 12月陸續安排「不朽的青春—臺灣美

術再發現」美術展覽、運動會、高教深耕成果

展、葉前校長霞翟任內獲日本首相致贈一架鋼琴

說明牌揭幕、體育表演會及音樂系校慶音樂會等

一系列活動擴大慶祝校慶，並於 12月 5日國北
教大生日當天舉辦慶祝大會暨園遊會，行政院國

家發展委員會游建華政務副主委、教育部吳林輝

督學、林奕華立法委員、李德維立法委員、胡為

真資政、調查局黃義村主任秘書、臺北市警察局

金浩明副局長、國北教大歷任校長及校友總會歷

任理事長均出席慶祝大會，與來自各地校友及在

校師生同賀本校創校 125週年。
本校陳慶和校長在慶祝大會致詞時表示，

今年 12月 5日舉辦創校 125週年慶祝大會，是
一個很好的巧合，正好是雙 125，數字總和 88，
這是個好兆頭，代表國北教大將「大發」。陳校

長接著表示，本校在歷任校長、全體教職員工生

及校友們的共同努力下，學校不斷進步、創新，

創下了輝煌的歷史與榮耀。然而，因應現今變化

劇烈的外在環境，必須有危機意識，未來本校將

及時掌握社會發展趨勢脈動，針對師培與非師培

同時做好創新轉型發展，強化本校品牌，讓國北

教大不僅是一所具師培領先地位的大學，更是

「教育藝文與數理科技整合創新的特色大學」，

以利學生未來能順利就業及創業，並善盡公民社

會責任。

陳校長並強調，本校深受各界的期待與鼓

勵，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教育給需要的學子，培育

出最優秀的師資及符合國家社會需求的人才。百

年名校，面對時代新局，他衷心期盼各級長官及

企業界精英，以及最挺母校的校友們，持續做本

校堅強的後盾，同時也請全校教職員工生一起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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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歡慶創校 125週年校慶，與會嘉賓、校友雲集同慶。

 ▲本校陳慶和校長於校慶大會中致詞。

報導

本 陳慶 慶 會中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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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協力，共同以深化特色品牌、創新及永續發展

的思維強化本校體質，傳承歷史銜接現代使命，

讓國北教大成為臺灣具代表性及特色品牌的百年

優質大學，繼續「創新發展、永續國北」。

代表教育部向本校祝賀的吳林輝督學也在

致詞時，特別就本校長期以來對於國內小學教育

創新發展、培育國家優秀師資的付出及貢獻，以

及自 108學年度起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大專甄試術
科專業的環境設備與考試服務，表達感謝之意。

此外，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游建華政務副主

委、林奕華立法委員、李德維立法委員、調查局

黃義村主任秘書及本校校友總會現任蔡松棋理事

長等貴賓，也分別上臺致詞，向本校表達恭賀及

祝福。

12月 5日的校慶慶祝大會由本校音樂系管
樂五重奏表演揭開序幕；在本校陳慶和校長向到

場祝賀貴賓及全校教職員工生致歡迎詞後，緊接

著在名聲樂家，同時也是本校傑出校友簡文秀女

士的天籟美聲領唱生日快樂歌下，在場所有貴賓

齊向國北教大恭賀 125週年校慶生日快樂！隨
後，並由簡文秀聲樂家獻唱臺灣歌謠之父，也是

本校傑出校友鄧雨賢的作品「望春風」，以及象

徵回到母校宛如回到母親溫暖懷抱的第二首曲子

「母親」。

為慶祝 125週年校慶，本校規劃的一系列
活動中，於北師美術館展出的「不朽的青春—

臺灣美術再發現」，共展出 47位臺籍及日籍藝
術家 74件作品，其中不乏許多藝術史學者一度
認為已經消失，卻在因緣際會下重現的作品，並

有藝術家後代珍重保存的心路歷程和研究團隊挖

掘、整理藝術史等難與外人言說的過程，以及以

復古的八釐米攝影機細膩的記錄出讓觀賞者身臨

其境的藝術品修復過程等，相當珍貴難得。該展

覽於 2020年 10月 17日至 2021年 1月 17日於
MoNTUE北師美術館盛大展出。

 ▲扯鈴小將體四甲鄭湧蒼同學用精湛的扯鈴表

演祝賀本校生日快樂。

 ▲本校傑出校友名聲樂家簡文秀女士獻唱「母

親」向母校獻上最深謝意。

 ▲本校音樂系管樂五重奏為 125週年校慶大會揭開序幕。

 ▲本校陳慶和校長（中）與多位長官、貴賓、校友在歡樂

的氣氛下為國北生日切蛋糕。

體四甲鄭湧湧蒼 學 精湛體體 鄭湧

名聲名名 樂家樂家樂家簡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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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鋼琴譜奏一段校史情緣」說明牌揭幕儀式

◎秘書室

本校於 12月 3日上午 10時於藝術館 104
表演教室舉行「一架鋼琴譜奏一段校史情緣」說

明牌揭幕儀式，由陳慶和校長、葉霞翟前校長的

公子胡為真資政、教育學院吳麗君院長、人文藝

術學院郭博州院長、巴白山教務長及陳永倉主任

秘書一起揭牌，並邀請學術及行政主管觀禮。胡

資政並致贈陳校長及本校有關葉前校長霞翟與其

夫婿胡宗南將軍事蹟的兩本書，予陳校長及本校

珍藏。

置放於藝術館 104表演教室的演奏式鋼琴
是葉前校長霞翟任內獲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致贈。

1967年葉前校長霞翟擔任北師校長，有感於學
生們雖僅有老舊且有限的空間設備及樂器，仍快

樂勤奮的學習，讓學校到處洋溢著悠揚樂音，有

著濃厚的音樂氣氛，她當下即決定振興學校先從

音樂著手，因而成立了「音樂館」，積極整修相

關空間設備及樂器。然而，音樂會重要的演奏式

大鋼琴卻付之闕如，嚴重影響音樂會品質，對於

努力呈現學習成果，想展現最完美音樂表演的學

生而言，實在令人不捨。

為了增購一架演奏式鋼琴，讓學生有高品

質的音樂會展現完美的演出，葉校長雖歷經周

折，卻仍契而不捨，幸有畢業於本校前身臺北第

二師範學校的日本眾議員山中貞則校友的協助，

獲得當時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慷慨致贈本校演奏式

鋼琴一架。之後，葉校長在 1970年訪日，由山
中校友引介拜會佐藤首相，回贈首相感謝狀和名

 ▲胡為真資政（左）並致贈陳慶和校長及本校有關葉

前校長霞翟與其夫婿胡宗南將軍事蹟的兩本書，予

陳校長及本校珍藏。

 ▲本校學術及行政主管應邀出席觀禮，與陳慶和校長（左五）及胡為真資政（左六）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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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一幅，佐藤首相也親書謝函，因此，譜奏出這

段校史情緣及臺日友好情誼。

這架得來不易的鋼琴，是葉校長留給本校

的重要寶貴資產。今（109）年是本校創校 125
週年，特別將這段「一架鋼琴譜奏出的校史情

緣」製成說明牌，永久建置於這架鋼琴旁，以感

念葉校長對本校的卓越貢獻。

 ▲（左起）巴白山教務長、郭博州院長、陳慶和校

長、胡為真資政、吳麗君院長、陳永倉主任秘書，

共同為「一架鋼琴譜奏一段校史情緣」說明牌揭

牌。 ▲「一架鋼琴譜奏一段校史情緣」說明牌內容

109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圓滿完成 ◎教學發展中心

本校於 109年 12月 2日至 5日舉辦「北
教大 109年度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會場共
計 24個攤位，集結了北教大各個單位的發展成
果，呈現精進教師教學、提升學生學習、邁向國

際接軌等多面向的精華內容。

高教深耕計畫是教育部的五年期重大競爭

型計畫，目前已邁入第二階段的第一年。本校

每年均獲得 5千多萬元的補助，經費全數挹注
在「落實教學創

新」、「提升高教

公共性」、「發展

學校特色」及「善

盡社會責任」四大

目標下，協助學校

配合社會趨勢及產

業需求進行教學方

法之創新，引發學

生學習熱情並提升

自主學習能力，進

而發展大學多元特

色，培育新世代優

質人才。

展覽開幕當天，教學發展中心特別安排三

場精彩的動態活動。第一場為「國北創新科技自

造中心成果分享」，設立於本校圖書館的創新科

技自造中心，提供設備讓學生動手操作，培養學

生勇於實踐與創新的能力。第二場為「外籍生歌

唱及表演」，外籍生演唱歌曲、二胡現場演奏望

春風，亦有由華語中級班的學生表演短劇，展現

 ▲創新自造中心金克杰老師

（左）正在交待機器人 Zenbo
上場發表成果分享時的注意事

項。

創新新新自自造中中中中 金金金克金 杰老師  ▲越南籍的陳玉金剛（特三甲，左一）現場拉奏

二胡，以優美的樂聲，為本國籍同學曾璽（特

三甲）、蕭伃涵（幼三甲）、李伊凡（語創師資

組）（由左至右）伴奏演唱歌曲「望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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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和校長（右六）與校外委員及計畫主持人合影。

 ▲張郁雯副校長（左一）陪同校外委員詳細聆聽計畫

內容。

 ▲東協中心「文化課推廣之迷你劇場」：老師上課提

問時，小朋友反應熱烈。

 ▲范丙林研發長（左二）陪同校外委員詳細聆聽計畫

內容。

他們學習華語文的紮實與認真。第三場為「文化

課推廣之迷你劇場」即為東協人力教育中心致力

到小學推廣東南亞文化的成果發表。 
感謝諸多校外委員的蒞臨指導，委員們對

北教大教學特色品牌的成效與用心表示肯定，並

逐一給予各計畫建議，惠我良多，我們將依據委

員們的提點，不斷精進，提升教學多元能量。

本校藉由高教深耕計畫不斷進行教學改革

與創新，提供教師發展所需的各種支持，並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與未來發展，而透過此次成果展，

更顯現了高教深耕計畫的成果實績，期待全校師

生能在良好基礎上再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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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進入 QS「2021年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
◎研發處

英 國 高 等 教 育 調 查 機 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於 109年 11月 25日公布 2021年
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今年擴大排名數量至 650
所大學，臺灣計有 43所大學入榜，本校排名在
451至 500名。

QS 亞洲大學排名指
標，包含學術聲望（30%）、
雇主聲望（20%）、生師比
（10%）、教學人員擁有博
士學位比率（5%）、平均論
文被引用率（10%）、論文
人均發表量（5%）、國際
學術合作（10%）、國際教
職員（2.5%）與國際學生
數（2.5%）、薦外交換學生
（2.5%）與外薦交換學生
（2.5%）等項目。

本校進入 QS「2021年
亞洲最佳大學」，顯示近年

學術發展與國際化推動已有初步成果，未來當持

續追求卓越以開創永續發展新局。

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021
名單網址：https://reurl.cc/3LlmQO

狂賀 !!!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 109全大運奪得 2金 3銀 7銅
◎學務處　體育室

本校參加 109年 10月 28日至
11月 4日於高雄大學舉辦的 109年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獲 51項、
團體錦標獲獎 3項，戰果豐碩，本
校陳慶和校長特於全大運比賽期間

蒞臨各運動場館為本校運動代表隊

精神勉勵。

 
▲

本校陳慶和校長到場嘉勉選手，並率同

師長與運動小將們合影。前排左起為蔡

葉榮學務長、陳慶和校長、陳永倉主任

秘書、楊啟文老師。

08

 ▲賀！本校進入 QS 「2021年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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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榮獲 109年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學校
◎學務處

本校榮獲 109年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學
校！教育本身正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本校

歷來培育諸多教育界的菁英學子，在教育領域竭

盡心力。特設立生命教育研究所，推動生命教育

核心課程，協助學生從認知上累積生命教育的知

識；同時著重學生身心靈健康的發展，輔導學生

以各種面向探詢自我的生命意義，領略自我生命

意涵，活出自己的價值並實踐。

 ▲蔡葉榮學務長與獲獎單位（學務處心理輔導

組）的師長同仁合影。（左起：翁庭芳心理

師，謝曜任組長，蔡葉榮學務長，許雅茹心

理師）。 ▲本校獲教育部頒發 109年度生命教育特色學校獎狀及獎座。

序號 比賽項目 姓名 名次

1 公開男生組田徑鉛球（7.26Kg） 賴晉豪 3

2 公開男生組田徑跳高 吳頌亞 4

3 公開男生組田徑 4×400公尺接力 唐銘暄．邱郁豪．賴彥宏．陳　揚 7

4 公開女生組田徑跳高 葉泱辰 3

5 公開女生組田徑鉛球（4Kg） 簡晨昕 4

6 公開女生組田徑 4×100公尺接力 張詩涵．江謹庭．謝宇硯．葉泱辰 6

7 公開女生組田徑 4×400公尺接力 羅子儀．江謹庭．謝宇硯．鄭培妤 6

8 公開女生組田徑 800公尺 謝宇硯 7

9 公開女生組田徑鐵餅（1Kg） 簡晨昕 8

10 公開女生組田徑 10000公尺 鄭培妤 8

11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吊環競賽 林冠儀 2

12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地板競賽 蕭佑然 3

109年全大運奪牌項目
團體總錦標共 3項：
體操團體錦標公開組第四名、空手道團體

錦標公開男生組第四名、空手道團體錦標公開女

組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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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比賽項目 姓名 名次

13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鞍馬競賽 蕭佑然 3

14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跳馬競賽 蕭佑然 3

15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雙槓競賽 蕭佑然 4

16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跳馬競賽 吳睿紳 5

17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蕭佑然 5

18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鞍馬競賽 林冠儀 6

19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方世彥 7

20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吊環競賽 方世彥 7

21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吳睿紳 8

22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雙槓競賽 吳睿紳 8

23 公開男生組競技體操單槓競賽 吳睿紳 8

24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跳馬競賽 黃泑瑜 2

25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方可晴 2

26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高低槓競賽 許伊伶 4

27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跳馬競賽 方可晴 4

28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平衡木競賽 許伊伶 4

29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黃泑瑜 6

30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地板競賽 黃泑瑜 6

31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高低槓競賽 方可晴 7

32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地板競賽 方可晴 7

33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許伊伶 7

34 公開女生組競技體操平衡木競賽 方可晴 8

35 公開男生組游泳 200公尺混合式 張家濬 5

36 公開男生組游泳 50公尺仰式 劉明宸 5

37 公開男生組游泳 100公尺仰式 劉明宸 7

38 公開男生組游泳 4×100公尺自由式接力 張家濬．張博威．謝沛夆．劉明宸 7

39 一般男生組游泳 200公尺蛙式 陳紀凱 7

40 公開女生組游泳 200公尺混合式 王林芃 3

41 公開女生組游泳 200公尺蛙式 王林芃 4

42 公開女生組游泳 50公尺蛙式 王林芃 7

43 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個人型 陳肇擎 1

44 公開女生組空手道個人型 邱靖雯 1

45 公開男生組空手道第二量級 黃承鈞 3

46 公開男生組空手道第一量級 黃梓恒 5

47 公開混合組網球混合雙打賽 孔乃文．張郡芳 5

48 公開女生組網球雙打賽 張郡芳．宋季蓁 5

49 公開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62公斤級 陳惠君 5

50 公開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57公斤級 王婷莉 7

51 公開女生組跆拳道對打 49公斤級 吳睿寧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