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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遊東協》東南亞嘉年華
文化市集與教育講座—讓您看見不一樣的東南亞！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四年級　林嘉敏

本校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自 2020年初開始籌劃，希望藉由舉辦
大型的文化市集活動，縮短社會大眾與東南亞的

距離，以多元有趣的形式包裝，讓大家在認識東

南亞各國文化知識的同時，也能親自感受最道地

的民俗風情。

因此，本中心於 2020年 10月 24日上午 9
時至 12時假本校美術館一樓演講廳、木棧道，
及篤行樓一樓舉辦「東南亞嘉年華」文化活動。

當天設計許多遊戲關卡，以「集點闖關兌換抽獎

券」的方式進行，讓民眾可以在玩樂中環遊東南

亞，誘發他們對東南亞這塊土地的興趣。關卡分

別有「東協碰碰」、「記憶東協」、「東南亞知

識王」、「東協猜謎」、「東南亞地圖著色」及

「東南亞地圖著色比賽得獎作品美展」，除了規

劃動態的遊戲挑戰，讓民眾熟悉東南亞各國知識

之外，也透過靜態的美展欣賞，重新認識孩子們

畫筆下的東南亞。

本次活動還特別準備了東南亞服飾供民眾

租借拍照，「穿上文化‧穿上風情」，讓大家

不用出國，也能來場精彩充實的異國之旅，彌補

今（109）年因為疫情而無法出國的遺憾。除此
之外，活動前本中心於粉絲專頁開放免費的手

作課程報名，5種不同的課程，共 8個場次，只
有 70個名額，分別為「印尼蠟染面具」、「印
尼手作蠟染書籤」、「馬來西亞羊皮鼓音樂體

驗」、「柬埔寨手作編織」及「馬來西亞月亮風

箏」，所有課程表單一釋出即額滿，候補名單更

 ▲東南亞嘉年華馬來西亞羊皮鼓開場表演。

 ▲民眾體驗東協人力教育中心獨家設計的東協碰碰桌

遊卡牌。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全新獨創的記憶東協冒險大富翁

桌遊。

 ▲文創市集—印尼手工蠟染布所製成的錢包、餐巾、

手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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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排長龍，獲得民眾熱烈回響，活動現場親自

動手體驗南洋風情的民眾相當投入。

有別於政府機構舉辦的東南亞文化活動，

此次「東南亞嘉年華」最大的特點為「文化教育

講座」。這場重磅知識饗宴非常榮幸邀請到四位

講者，分別是金鐘獎教育節目主持入圍—葉碧珠

（原緬甸籍）、教育廣播電台幸福聯合國主持

人—梁麗群（原柬埔寨籍）、首位新住民準校

長—楊小梅（原越南籍）、人稱越南女神的知性

部落客—李佳芸（臺灣籍，外派至越南）。以四

國精彩的故事接力分享，讓民眾聽見東南亞的聲

音。

此外，東南亞嘉年華另一個令人矚目的焦

點為「文創美食市集」，由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

學位學程碩士生以及在臺新住民聯手合作。碩士

生結合本學期修習之兩門課程所學，加上兩名教

授的細心指導，每個攤位的設計、產品包裝、品

牌建立，皆由學生們一手包辦完成。整合實務學

習，並協助新住民進行微型創業，增進民眾與東

南亞的交流，讓更多人有機會品嚐東南亞的美

食，感受最濃厚的文化蘊涵。

整場文化活動以「抽獎」劃下完美的句

點，本中心精心準備了泰國空運來臺的知名商

品，讓參與的民眾可以將「東南亞」帶著走。不

只是知識上的富足，心靈上更是滿載而歸，玩得

開心也學得開心！

未來東協人力教育中心將持續致力推廣東

南亞相關文化活動，帶給臺灣人更多道地精緻的

文化體驗，拓展社會大眾的國際視野。相關資訊

請鎖定粉絲專頁，敬請期待！

125週年校慶暨圖書館週慶祝活動圓滿成功 ◎圖書館

為慶祝本校創立 125週年暨 2020年圖書館
週，圖書館規劃系列的精彩活動於 11月 23日
開跑，首先登場的是「闖關集點抽好禮」，藉

由完成指定項目即可集點的活動設計，推廣各

類型館藏資源與設施服務的利用並活絡校園氛

圍，集點活動於 12月 5日截止，計有 120人達
成集 3點任務參加抽獎，得獎名單已於 12月 7
公布並完成領獎，恭喜得獎人；緊接著 11月 26

日與 12月 3日舉辦 2場越來越動聽 --《音癒翱
翔》校慶午間音樂會，由本校音樂系學生精選

14首療癒舒心的樂曲在圖書館 1F大廳現場演
唱，與聽眾一同歡慶國北教大創校 125週年生日
快樂！ 11月 26日首場由黃芝菱與樂團帶來“山
海”、“陪著你”、“綻放”（錢樵作曲）；陳

廷恩與樂團帶來“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恆

溫”；許偉誠帶來“陰天”，及陳傑思帶來神

活力校園

 ▲民眾換上越南奧黛，親自感受東

南亞風情。  ▲抽獎活動環節民眾踴躍參與，為東南亞嘉年華劃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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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少女的片尾曲“Always With Me”小提琴演
奏；12月 3日第二場音樂會曲目包括：(1)英國
作曲家 Edward Elgar的 Salut d'amour愛的禮讚
（小提琴：陳傑思；鋼琴：錢樵）；(2)水星記
（主唱：蘇琮源；和音：呂平；鋼琴：錢樵）；

(3)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主 唱： 黃 芝
菱；鋼琴：錢樵）；(4)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主唱：許偉誠；吉他：蘇琮源）；(5)墨西哥
作曲家 Ponce的 Estrellita小星星（小提琴：陳
傑思；鋼琴：劉韋伶）；(6)終於了解自由（主
唱：許偉誠；吉他：蘇琮源）；(7)你的行李
（主唱：蘇琮源、許偉誠；小提琴：陳傑思；鼓

手：蔡采妮）。兩場演唱會曲曲動聽，不僅讓專

程前來聆賞的聽眾大飽耳福，也吸引不少進館的

讀者們駐足“旁聽”，感謝音樂學系演出同學，

讓琴聲、書香及藝術品彼此交會，為聽眾帶來美

好的午間音樂饗宴。

12月 1日舉辦電子書市集，邀請 8家中外

文電子書代理商於當日 10:00—12:00在圖書館
1樓多功能活動室擺設電子書攤，提供前來逛市
集的教職員生，認識電子書還有贈品拿的好康活

動，短短 2小時總計有 448人次參與有獎活動；
「遇見過去的美好—圖書館過期期刊贈送」活動

也於同日在圖書館 1樓入口處展開，讓本校教職
員工生來館自由索取，每人每日限 5種 10期，
送完為止。12月 3日至 12月 31日於圖書館 5
樓舉辦「生活新力量」書展，以宅經濟當紅、療

癒小心肝、人際心關係、厚己好飲食、防疫保健

康為主題，挑選 50本書於圖書館 5樓展出，希
望書展好書帶來心靈宴饗，給您滿滿的正能量；

12月 8日邀請知名繪本作家劉旭恭老師蒞校，
於圖書館多功能活動室分享繪本創作經驗，劉老

師以詼諧幽默的方式，介紹著作繪本及其背後故

事，參與的師生反應熱烈，演講現場同時展出劉

旭恭老師繪本作品，串連講座與館藏，幫助聽眾

延伸閱讀、深度學習。

活力校園

 ▲ 109年 12月 1日舉辦電子書市集吸引了許多教職
員工生前來遊逛。

 ▲「遇見過去的美好—圖書館過期期刊贈送」歡迎大

家來館自由索取。

 ▲ 109年 11月 26日午間音樂會，黃芝菱主唱「陪著
你」（吉他手—陳傑思，鍵盤手—錢樵，木箱鼓—

蔡采妮）。

 ▲ 109年 12月 8日「繪本與我」講座講員劉旭恭老
師分享創作時的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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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校慶服務感言 ◎芝山親善大使第 12屆

第 12屆芝山親善大使非常榮幸能參與本校
125週年校慶大典，現場有眾多貴賓蒞臨與會，
包括國發會副主委、立法委員、資政、歷屆校

長、理事長，以及傑出校友等。在典禮當中了解

每一位長官貴賓的需求，並適時提供親切溫暖的

服務，是每一位隊員最重要的任務與榮幸。為了

展現親善大使的親和力以及專業能力，團隊在得

知消息後，第一時間便參與學校的規劃和準備，

同時加強內部訓練，不只進行人員配置、動線規

劃及任務分工，也不斷地與師長反覆確認所有細

節，確保典禮當天流程完美順暢。

隊員當中語創二甲李紫綾、社發二甲林郁

雯擔任此次典禮的司儀，掌控了典禮的流程及進

度，在校慶前幾天便開始校對司儀稿以及討論過

程中可能出現突發狀況的配套措施，直到典禮開

始前一刻，仍持續更新學校傳達的資訊，當天隊

員們的靈活應對以及負責精神實在值得表揚！

另外，典禮舞臺區分別由兒英二甲吳昱

臻、兒英三甲顏鈺珊、社發二甲吳芷郡、自科二

甲徐宇謙擔任禮賓人員，引導貴賓上下舞台、遞

送麥克風、協助合影站位，隊員們臨機應變、敏

銳觀察，時刻留意典禮每一階段的進行，有了平

時配合養成的默契，即便需臨場調整，也做得自

然、自持、自信。

本校為國內歷史悠久的大學院校，孕育出

許多傑出校友，持續為教育界、社會、及學弟妹

付出心力，著實令人動容！猶記典禮當天，氣氛

歡樂，傑出校友簡文秀大學姊所唱的「母親」，

讓身為學弟妹的我們，深刻感受到母校對於傑出

校友們的深層意義。

頒獎階段由隊員兒英二甲陳心荷、教經二

甲李品儀擔任遞獎者，彩排時即以謹慎的態度確

認獎項順序，以及遞獎時機等細節，不斷的彩排

走位，都只為將此榮耀傳遞於每一位得獎者。隊

員們時時刻刻注意著流程的細節，讓在場的所有

師長貴賓一同與得獎者們共享榮耀時刻！

此次出隊感謝秘書室、校友中心、及各處

室老師們的協助，有了所有人員的全心全力付

出，整場典禮才能夠圓滿落幕，第 12屆芝山親
善大使對於能夠服務本校 125週年校慶倍感光
榮，也祝願母校能夠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再創

高峰！

祝福國北教大 125歲生日快樂！

活力校園

 ▲第 12屆芝山親善大使於校慶大會後與校長合影，透過他們優秀專業的服務，使得大會更加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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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20週年
—第一屆系友回娘家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2020年，對於本校兒童英語教育學系來說
是重要的一年。2000年兒童英語教育學系正式
成立，走過了 20個年頭，許多系友們畢業並
紛紛走向屬於自己的道路。所以在這意義非凡

的 20週年，舉辦了「2020國北兒英系系友回娘
家」活動，邀請大學部及研究所畢業系友們，一

同慶祝兒英系這不同凡響的 20年。
活動開始由本系賴維菁主任致歡迎詞，賴

主任表示很榮幸能夠邀請到系友們回校敘舊，看

見系友們都各有成就也備感欣慰，並祝福未來的

20年，兒英系的莘莘學子都能出類拔萃；接著
由本系何東憲教授及林盈妤教授致詞，兩位師長

除感嘆 20年時光飛逝，系友們皆已成家立業，
也打趣地表示希望未來「兒英系二代」能夠接

棒，來到兒英系就讀。

在系內師長致詞後，進行猜謎活動，內容

包含這 20年來關於兒英系的許多「小知識」，
如兒英系幾週年、碩士班成立時間、教甄上榜人

數、教授曾經開設的課程⋯⋯等；活動過程中，

系友與師長們互動熱烈、氣氛歡愉，最後由 95
級大學部、105及 104級碩士班的系友拿下猜謎
活動的前三名。猜謎活動之後，為活絡各級系友

間的感情，配合報到時提供的名牌將系友分成四

組，讓不同時期畢業的系友們彼此認識、互相交

流。

活動過程中，陳淑惠教授、陳錦芬教授、

簡雅臻教授、陳湄涵教授、陳嘉煥教授以及郭文

老師也陸續加入，與系友們寒暄，即便久未謀

面，系友們與師長間仍能侃侃而談。最後，活動

的尾聲，系友們彼此肩並肩，主任及教授們並坐

於前排，在主持人的倒數計時下，按下快門，記

錄下這次「兒英系系友回娘家」的美好回憶。

 ▲兒英系小知識猜謎活動，可以看見系友們拿著手機

一同參與討論的歡樂氣氛。

 ▲活動中，系友們圍坐一圈認識彼此，也看見師長們

與系友間互動熱烈。

 ▲活動尾聲，系友與師長共同合

影，留下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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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校史情緣之我見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二甲　黃靖琁

「芝山鍾靈秀，東海智波揚，師資樹典

範，國脈賴輝煌⋯⋯」一段校史情緣藉著悠揚的

琴聲和眾人齊唱校歌下緩緩地訴說。

我是自教二甲的黃靖琁，很榮幸在揭牌儀

式當天能夠親耳聽到陳校長說故事。這架鋼琴是

在葉霞翟校長出任省立臺北師專校長時期，校友

日本眾議員山中貞則偕同當時日本首相佐藤榮作

探訪母校，看著新建立好的音樂館，山中貞則議

員決定贈與學校一架鋼琴，佐藤榮作首相得知後

決定由自己出面贈琴，並指派日本駐華大使島津

久大代表他來校捐贈。其後葉霞翟校長於訪日時

拜會佐藤首相，回贈首相名畫一幅。如今置放於

藝術館 104表演教室裡那架典雅緞墨般的黑色鋼
琴，經過了逾半百年的歲月，仍在默默訴說著這

段臺日的友好情誼。

109年 12月 3日這天，陳慶和校長邀請了
葉霞翟校長的公子胡為真資政蒞臨本校，共同為

佐藤首相贈送的鋼琴的紀念說明牌揭幕，一方面

是感念葉霞翟校長對本校的付出與努力，一方面

是期望更多國北人能夠了解這段校史。陳慶和校

長、陳永倉主任秘書、各處室主管、各院院長及

各系所主任也都來到了現場，音樂系畢業校友曾

毓婷同學用這架極具紀念性的鋼琴彈奏由譚俊豪

校友領唱的校歌，為這篇特別的歷史更添光彩。

身為在校生，很幸運地有機會參與揭牌儀

式，更加了解校史及曾經的特殊事蹟，知道學校

值得紀念的場景和特色，加深了自己對學校的向

心力，也為能夠在這間充滿著書香歷史的學校學

習成長而感到快樂與驕傲。

龍騰虎躍
—125週年校慶運動會報導

◎學務處　體育室

每年校慶時節，最能激發全體教職員工生

熱情的活動，莫過於校慶運動會了。本校 125週
年校慶運動大會於 109年 11月 18、19日舉行，
而會前賽早已於 17日熱烈展開。

不同於以往，本屆校運會除了目前在校的

教職員工生參與之外，還有多位校友回校參加開

幕式繞場及槌球比賽。

除了正規的體育賽事外，本校體育室還安

排了許多有趣的競賽活動，讓全體教職員工生都

能報名參加，同享團隊合作的樂趣與成果。不管

是專業的體育比賽或是有趣的趣味競賽，每場比

賽皆戰況激烈、熱鬧非凡，比賽的、加油的，都

 ▲語創系師生在趣味

競賽中合作無間，

奪得師生趣味競賽

季軍。（照片中為

周美慧老師）

 
▲

體四甲賴晉豪同學

破校運及全校鉛球

投擲紀錄，於頒獎

後與陳慶和校長

合照。

活力校園

 ▲黃靖琁同學（左側攝影者）在學長姊美妙的琴音與

歌聲中記錄這歷史性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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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投入，樂在其中。

上任以來即致力提倡教職員工運動的陳慶

和校長更是以身作則，率領行政聯隊參加教職員

工大隊接力賽，並奪得季軍名次，冠、亞軍則分

別由實力堅強的學務處 A組及年輕氣盛的北教
大實小奪得。另外，為了激勵比賽團隊士氣，陳

慶和校長及多位師長還自掏腰包加碼混合大隊接

力比賽獎金，更激發比賽隊伍奪獎的企圖心。

兩天半的運動會老天爺非常賞臉，在寒冬

中露出難見的驕陽，天氣晴朗炎熱，猶如盛夏，

彷彿祂也藉此熱情地參與在這場盛會中。

經過兩天半的鏖戰，比賽成績出爐。男甲

組鉛球體四甲賴晉豪同學於比賽中擲出 16.25公
尺的佳績，刷新過往校運會及全校 15.88公尺的
最高紀錄。大隊接力混合甲組由體二甲奪冠，得

到班導楊忠祥老師加碼獎金，大隊接力混合乙組

分別由文創一、特教一、數資四及語一乙（並列

第三）分別取得冠、亞、季軍，贏得學校的加碼

金。

運動會尾聲，榮耀時刻來臨，得獎選手及

隊伍代表由陳慶和校長、陳永倉主任秘書、巴白

山教務長、蔡葉榮學務長、理學院翁梓林院長等

多位師長頒發獎牌、獎杯，並合影留念，本校

125週年校慶運動會至此完美落幕。

 ▲運動會開場前，全體運動員宣誓。

 
▲

研發處勇奪教職員工趣味競賽亞

軍，賽後與校長合影。前排師長

由右至左為范丙林研發長、陳慶

和校長、陳永倉主任秘書、李之

光老師、吳炘如組長。

 ▲國北實小的小朋友於開幕式表演體操舞。

 ▲體二甲勇奪大隊接力

混合甲組冠軍，賽後

同學取來獎杯，與班

導楊忠祥老師（中後

穿藍色上衣者）歡呼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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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在場邊整隊，等候運動會開幕式繞場。

 ▲趣味競賽—排球跳繩大混戰，考驗著彼此的默契。  ▲教職員工大隊接力—陳慶和校長（7號背心）於主
計室同仁王紹宇手中接棒後全力衝刺，場邊師長同

仁熱情加油。

 ▲學務處的師長同仁又想拍照，又關心比賽，真是緊

張萬分。

 ▲ 125週年校運會最佳播報群，將校運會賽事精彩呈
現。

 ▲幼三甲準備以怪獸電力公司的造型繞場與大家見面。

 ▲女子低欄比賽，選手飛身越欄的英姿。  ▲槍聲響起，選手全力衝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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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賣囉！
—125週年校慶園遊會報導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本校 125週年校慶於 109年 12月 5日舉
行，大禮堂內進行盛大隆重的慶祝大會，禮堂外

操場上也同時進行著熱鬧歡騰的校慶園遊會。

雖然當日寒風凜冽、細雨紛飛，仍然擋不

住大家擺攤的熱情。除了許多校外廠商慕名而

來，校內許多系所單位也不遑多讓，紛紛使出看

家本領，不少系所、單位的學生、同仁參與在擺

攤的行列中。數位系、藝設系、語創系、文產

系⋯⋯許多的發想與創意，同學們擺出自己努力

的成品，吸引遊逛人群的目光。外籍學生也趁此

機會，介紹自己國家的文化及特色食物、小吃，

讓大家不用出國就能夠領略異國風情。更有行政

單位同仁秉持著推廣環保理念，將許多未曾用過

的新品，或是保存良好的舊品，整理包裝，擺成

二手市集，期許能資源善用、愛護地球，吸引不

少尋寶的買家。

雖然疫情蔓延、天氣寒冷，但大家在口罩

防護下，仍開心擺攤，開心遊逛，享受與校同慶

的歡樂。園遊會直至下午 4時許，人潮才逐漸散
去。

 ▲本校華語文中心外籍生米瑪蓮 (右 )與老公一同邀
請大家品嚐伊朗料理。

 ▲僑生聯誼社邀請大家來品嚐僑鄉味。

 ▲來自越南的陳洪勳（左）、杜氏芳請大家試試越南

生包春捲配咖啡。

 ▲本校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的外籍生邀請大

家來玩遊戲打卡認識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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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設系學生展示自己優秀的成品，歡迎慧眼伯樂。

 ▲數位系 104級校友王韻涵（中）推薦自創品牌「啜
日」湯飲，邀請大家喝著湯開心過日子。

 ▲語創系學會設計成語小遊戲，歡迎大家來挑戰自己

的成語能力。

 ▲研發處同仁取得一批可愛的史努比，雖是二手，仍

被搶購一空。

 ▲小朋友逛舊貨攤，開心展示戰果。

 ▲國北小泰陽將義賣所得全數捐贈泰北的兒童獎助學

金。

 ▲文產系學生推展自營手作品牌「艸樂樂」，美麗的

作品，十分吸睛。

 ▲自然系學生利用化學原理製作天氣瓶可以作天氣預

報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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