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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給校友的新春祝賀信 ◎秘書室

敬愛的校友：

玉鼠辭舊歲，金牛迎新春。值此辭舊迎新

之際，謹代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全體教職員工

生，向大家表示衷心的祝福，祝各位校友及家人

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家庭幸福、鴻圖大展、萬

事如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逾雙甲子歷史中，培育

出在各界表現卓越、成就非凡的傑出校友們，是

母校學弟妹所追求的標竿模範。剛剛過去的一

年，適逢國北教大創校 125週年。在歡慶母校華
誕之際，有超過兩百位的校友回來為母校慶生。

一直以來，校友們對母校的支持及捐助更是不遺

餘力。校友們這股對母校源源不絕的熱情及向心

力，正是國北教大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動

力。這股強而有力的動力支持著走過超過一世紀

的國北教大。慶和由衷的感謝校友們對國北教大

長久以來的支持與貢獻。

石蘊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國北教大

有幸擁有歷代廣大校友們的熱情支持與貢獻，方

能如同蘊藏寶玉的山巒綻放奪目的光輝，存在寶

珠的山川溪水，散發令人神往的魅力。校友們是

國北教大的基石，是母校發展進程中不可缺少的

堅實力量，校友們的奉獻和支持牽動著母校的

每一步發展 ;蓬勃發展與壯大的母校，也將成為
所有校友最有力的後盾。在大家關注母校發展的

同時，母校也一直關心著校友們。母校是根，是

家，是校友情懷寄託所在。母校與校友的情緣應

如同母親與子女的血緣永遠相繫，關係應更為緊

密。

因此，慶和尚未就任前，即著手規劃與校

友們強化鏈結的各項方案，諸如加強行政單位與

校友會的聯繫、聯合辦理校友與在校生之展演活

動、鏈結校友與學校資源相互回饋，以及鏈結校

友會行銷學校等，並於上任後，將上述方案納入

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據以執行，更積極參與校友

總會、各地校友會及校友們舉辦的各項會議及活

動。

追求卓越，致力邁向頂尖的國北教大，

在連續兩年入圍英國「泰晤士亞洲高等教育

獎（THE Awards Asia）」的「最佳教學與學
習 策 略（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of the 
Year）」獎項後，更於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Quacquarelli Symonds）之 2021年亞洲最佳
大學排行榜中首次入榜，本校排名在 451至 500
名之間，雖仍有進步的空間，但給了我們很大的

激勵，我們必須更努力不懈再接再厲。

同時，因應近年來社會、經濟、環境的巨

大變遷，特別是少子化浪潮的衝擊，我們將隨時

掌握社會發展趨勢的變化，針對師培與非師培同

時做好創新轉型發展，重新迎頭趕上，強化國北

教大的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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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要早日達成上述目標，除了國北教

大全體教職員工生的努力，更需要校友們的鼎力

相助，挹注資金助學弱勢安心就學及獎勵優秀新

生入學等育才措施，以及提供產學合作、科研創

新、學生就業管道、校地開發等多方面的軟硬體

資源協助，校友的支持永遠是學校最堅強的後

盾，即使是小額捐款也能聚沙成塔、涓滴成河，

對母校未來發展也有極大的助益，而校友們的心

意，更將伴隨母校恩澤一代又一代的學子，並傳

承發揚光大。

山海雖遠，不阻情牽。長期以來，海內外

的校友們主動關心、積極幫助母校發展，校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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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及各地校友會並定期辦理會議及各項聯誼活

動，凝聚各地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連結海內外

國北人情感，團結國北大家庭。未來我們也將持

續積極參加校友會活動，並更認真做好返校校友

服務工作。國北的家門永遠為您們敞開，期待校

友們持續與母校緊密聯繫。母校的發展離不開校

友們的智慧與協力，也請不吝給予寶貴建言。我

們由衷的希望校友們與母校同行，追求卓越，使

國北教大成為一流學府，再創輝煌！

在這歲末之際，衷心地祝願校友闔家新年

快樂、幸福安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

謹誌

2021.02.05

歐亞兩大最帥氣小提琴家進入校園，本校變身國際級演奏殿堂

◎音樂學系

本校多年來為臺灣音樂藝術教育

盡心不遺餘力，自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起專職禮聘兩位世界知名小提琴演奏

家：俄羅斯多項國際大賽得主列夫．索

羅多夫尼戈夫（Lev Solodovnikov），
以及臺灣年輕帥氣的小提琴演奏家林品

任（Richard Lin），並於 110年 2月 17
日假本校藝術館M212室舉辦兩位新任
教師的任教記者會。

列夫．索羅多夫尼戈夫為俄羅斯年

輕國際級小提琴家，1987年出生於西
伯利亞中心的一個音樂家家庭，6歲開始拉小提
琴。2004年∼2014年間在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
音樂學院師事愛德華格拉奇教授，拿到最高演奏

家文憑，並於 2012∼2014年擔任愛德華格拉奇
教授助手。他曾在 Keshet Eilon、Rachlin室內樂
音樂節等國際大師班擔任職務，並於眾多國際小

提琴比賽中獲獎，包括 H. Wieniawski（2006），
Hubay-Szigeti（2007）和V.Huml（2009）等，亦
曾與著名管弦樂團如布達佩斯愛樂樂團、瓦隆皇

家室內樂團、俄羅斯國家交響樂團和莫斯科維亞

室內樂團合作。列夫原任教於莫斯科柴可夫斯基

中央音樂學院，2019年接受本校邀約來臺辦理
國際大師演奏與表演講座，其後在本校多次熱情

邀約下，終於首肯移居臺北任教，將為臺灣的小

提琴學子帶來嚴謹傳統的俄羅斯教學風格。他表

示臺灣是個美麗的國家，他很高興加入本校音樂

系，未來將盡力指導學生，將對音樂的熱情傳遞

給臺灣學子。

而曾被英國權威古典音樂雜誌 The Strad讚
譽為「天生的演奏家」林品任，出生於 1991
年，4歲開始學習小提琴，2007年赴美深造，先
後師事 Aaron Rosand及 Lewis Kaplan。近年在
國際大賽中陸續獲獎，如：2013年第 5屆日本
仙台國際音樂大賽冠軍、2015年第 1屆新加坡
國際小提琴比賽第 2名、2015年第 9屆漢諾威
姚阿幸國際小提琴大賽第 3名、2016年第 1屆
上海艾薩克斯特恩國際小提琴大賽第 5名、2016
年維尼亞夫斯基國際小提琴比賽第 5名、2018
年第 10屆美國印地安納波里斯國際小提琴大賽
金牌（首位獲得此殊榮之華人），是現階段臺灣

最具國際知名度的小提琴家之一，亦曾多次與北

德廣播等國際知名樂團合作，為名符其實的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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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品任（Richard Lin）助理教授。 ▲列夫．索羅多夫尼戈夫（Lev 
Solodovnikov）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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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之光。此次返國

任教，讓多位音樂

藝術界前輩為之感

動，不但成為國內

首位最年輕的國立

大學小提琴教授，

更成為臺灣子弟於

國外大放異彩後，

載譽榮歸、回臺貢

獻的最佳典範。林

品任老師表示日

本、南韓的音樂家

可以在國內完成古

典音樂教育，但臺灣學子若想走上國際舞臺，就

得出國深造，他希望貢獻自己的所學與經驗，為

提升臺灣的音樂教育盡上一份心力。

兩位國際級小提琴家並於記者會現場合

奏《維尼奧夫斯基：第四首雙小提琴隨想練習

曲》，此為兩人首次同台演出，為現場帶來一場

令人驚喜的小小音樂饗宴。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院長─鋼琴家張欽全教

授表示，本校近年來新聘多位優秀卓越的國際級

頂尖音樂家，包含目前臺灣首席女高音林玲慧、

來自德國的韓國籍男高音崔勝震、曾在國立新加

坡大學任教的知名指揮家王雅蕙，以及俄羅斯年

輕國際大賽得主鋼琴家 Nikolai Saratovsky。今在
現任陳慶和校長的領導支持下，音樂系更加積極

網羅國際級人才，本學期再增聘這兩位明星級演

奏家，讓本校音樂系擁有全臺灣最強師資陣容，

希望將本校打造成亞洲知名音樂學院，像南韓首

爾大學、東京藝術大學，或是新加坡楊秀桃音樂

學院、日本桐朋音樂學院⋯⋯，讓臺灣學子可以

不用出國也能擁有國際級的音樂教育，並期望藉

由堅強的國際師資，為臺灣在亞洲音樂高等學府

嶄露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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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大師於記者會上首次同

台演出。

 
▲

本校音樂系大師雲集，前

排左起為聲樂家林玲慧老

師、小提琴家林品任老師、

小提琴家 Lev Solodovnikov
老師，第二排左起鋼琴家

Nikolai Saratovsky 老師、指
揮家王雅蕙老師。

 ▲校長於記者會致詞。▲校長於記者會致詞

兩位兩 大師於記者會上首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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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鄉情－劉興欽 88回顧展」
－從大山背出發的斜槓人生 ◎校友中心／彼思創意工作室　策展人　何志焜

劉興欽老師，這位出身自新竹大山背客家

庄的孩子，憑著天賦和努力，開啟了一段不平凡

的斜槓人生。他是國寶級漫畫家、最會說故事的

教育家、擁有一百多項專利的發明家、出版人、

文創工作者，大約 10年前又增加了藝術家的身
分。在展場門口，幾乎與真人等身大的大嬸婆玻

璃纖維塑像，親切和善地張開雙手，歡迎大家入

內，一步步認識國寶級藝術家劉興欽老師，以及

他 65年來的斜槓人生。「童心‧鄉情─劉興欽
88回顧展」，由客家委員會、國立國父紀念館
共同主辦，分成六大展區，將劉老師歷年創作的

作品，精選出數十幅水墨民俗畫、漫畫原稿、銅

雕，和專利發明品，讓大家一飽眼福，並透過民

俗畫了解客家常民文化。

一、前導大事記區

「童心‧鄉情—劉興欽 88回顧展」為全
方位的客籍藝術家劉興欽老師，首次的大規模

回顧展，展出他 65年來，在漫畫創作、科學發
明、民俗畫創作、銅雕工藝等多元領域的創作歷

程。透過大事記年表，得以一窺劉老師精采繽紛

的一生。

二、漫畫創作區

劉興欽老師於 1968及 1969年由青文出版
社及興欽出版社出版了《機器人比賽》及《機器

人看病》全冊，這二部漫畫手稿，是目前劉老師

少數全冊保存完好之長篇漫畫原稿。除了眾所周

知的大嬸婆與阿三哥，機器人系列同樣是劉老師

最有名的漫畫系列之一。

此外，還特別挑選了從 1954年到 1969年
分別於中華日報、中央日報、徵信新聞及小學生

畫刊連載之「胖小豬」、「電視迷」、「小八

哥」、「棒球迷」、「小貝貝」及「小青」系

列，為劉老師早期創作系列，從中也可以看出劉

老師對於不同題材所描繪之創意與技巧。

其中 1套 6頁的「小青—光榮的污點」原
稿，是劉老師少數短篇漫畫連載，也是首次公開

展出。《小學生畫刊》是 1953年由臺灣省教育
廳創辦的官方月刊，彩色印刷，內容主要以圖畫

 ▲疫情期間大嬸婆戴著口罩在會場

門口歡迎大家入內參觀。

 
▲

110.1.23的藝術專題講座，講師陣容堅強，左起為大辣出版社黃健和
總編輯、漫畫家阿推、劉興欽老師、策展人何志焜先生。

▲疫情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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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歷史故事、生活教育、益智啟發、科學知

識、愛鄉愛國情操等題材，每月發送到全臺小學

供學生閱讀。劉老師創造了「小青」這個角色，

小青的遭遇也等於所有小學生遭遇的綜合體，不

論她在課堂或下課後發生的事情，都讓小朋友覺

得自己好像就是小青，該漫畫人物的成功可想而

知。

三、民俗畫創作區

1991年，劉興欽老師舉家移民美國，在美
國生活期間，他開始緬懷臺灣的生活，及兒時鄉

間生活的回憶，於是決定提起畫筆，將客庄早期

生活景象、民俗風情、地方產業與童玩遊戲等，

一一用彩墨呈現。豐沛的創作動力，讓他在十多

年之間完成了 300多幅作品。本展精選約 70幅
民俗畫展出，為歷年展覽規模之最。其中，被譽

為臺灣清明上河圖美名之〈臺灣喬遷圖卷〉，全

長 750公分、寬 42.4公分，以細膩的筆法，描
繪鄉村搬家的題材，說明了一家喬遷，全村動員

的互助景象與和諧氣氛。圖卷中的人物刻畫細

緻，動作生動有趣，為劉老師最得意的作品之

一。

四、發明創作區

基於寓教於樂的理念，劉興欽老師在 1960
年代創造了小聰明、機器人等角色，成為暢銷一

時的連環科學漫畫書。而後因為受到學童疑問的

刺激，讓他潛心研究將紙上圖畫研發成為立體作

品，開啟了他的發明之路。從民國 59年到 67年
從事發明 7年間，獲得 148種專利，其中最大的
發明是「波浪發電」，已有多國使用；小的有

「自來免削鉛筆」、「萬能夾」、「開罐器」、

 ▲參觀民眾在互動體感區體驗與喜愛的漫畫人物合影

的樂趣。

 ▲劉興欽老師親自為記者導覽。 ▲開幕記者會嘉賓雲集。

 ▲劉興欽老師的發明榮獲國際多項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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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縮雨傘套」等。發明中最多的是教育用品，

有「機器人自學機」、「智慧寶盒」、「萬能自

學機」等。其中第 1個發明「機器人自學機」專
利於民國 59年以高價售予美國玩具大廠，產品
暢銷世界。148種專利中，有數種曾參加世界各
國發明大展，均榮獲金、銀、銅牌獎，使劉老師

成為獨一無二的畫家發明家。

五、互動體感區

互動體感區設置有兩款有趣的互動

遊戲供來賓體驗。數位互動區，內建七款

拍照背景，觀眾可以選擇喜歡的背景置身

民俗畫世界，或於漫畫世界與機器人、大

嬸婆，甚至是劉興欽老師的漫畫人物拍照

互動。另一邊的火車背景取材於民俗畫

〈百種貨物掛身上〉，觀眾可以揹起貨物

箱，體驗古早時火車叫賣員於火車上叫賣

的情境，別有一番滋味！

六、影音展示區

一支筆，一張紙，就能以栩栩如生

的人物與故事打動人心，這或許是漫畫家

都有的本事；但是能擁有幾百部著作，部

分作品更長銷半個多世紀，並且擁有 100
多項發明專利，海內外獲獎無數，則只有

劉興欽老師一人。劉老師認為這輩子自己

有五多：漫畫多、發明多、民俗畫多、得

獎多，還有玩得多。「真情映臺灣」節

目，請到劉興欽大師現身說法，親自介紹

自己豐富精采的人生經歷。（影片由大愛

電視臺授權，片長 24分鐘。）
配合本展覽舉辦的藝術專題講座，

講師陣容堅強，請到劉興欽老師、漫畫家

阿推，和大辣出版社黃健和總編輯共聚一

堂，由策展人何志焜先生擔任引言人，各

自從創作者及策展人的不同視角，分享創

作熱情與靈感，以及臺灣漫畫與國際接

軌、躍上國際舞臺的可能性，期許未來能

推動劉興欽老師從國寶變成世界級大師。

本展覽於 2021年 1月 15日開幕至 1
月 31日圓滿閉幕，在疫情期間，17天的

展期，吸引破萬參觀人數，足以證明劉興欽老師

的作品魅力。透過一幀幀畫作帶領著觀眾進入劉

老師的創意世界，也像是提供了一把打開連結過

去與現在的時空之鑰，引領大家一步步進入早年

客庄生活，和迷人的客家文化。

期待參觀展覽後，觀眾的內心能與展覽名

稱做出相互印證，都抱持童心、懷念著鄉情而

來，帶著滿足的笑容回歸。

 ▲親朋好友前來與會，與有榮焉。（前排左起為本校校友總會

蔡松棋理事長、劉興欽老師、黃淑惠師母、本校校友中心李

佳玲主任。後排左起本校陳永倉主任秘書、本校校友總會張

榮輝秘書長、郭美江常務理事）

 ▲本校陳永倉主任秘書及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率團祝賀劉興

欽老師展出成功。（右起溫正明校友、張榮輝秘書長、吳隆

榮理事、陳永倉主任秘書、蔡松棋理事長、劉奕權榮譽理事

長、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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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師長賽程間於場邊勉勵選手。（畫面中師長右

至左依序為蔡業榮學務長、陳慶和校長、楊忠祥老

師）（攝／大專體總）

 ▲本校男排一舉奪冠，於場中接受歡呼。

 ▲素有「黃金左手」之稱的教練林顯丞老師，冷靜觀

戰，他的沈著給球隊帶來很大的安定感。

 ▲宋柏霆同學帶動全隊士氣。（攝／大專體總）

國北男甲排十年磨一劍　勇奪校史大專排球一級首冠

◎學務處體育室

恭喜本校男子甲組排球隊，在 109學年度
大專公開一級男子組決賽對上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上演 5局大戰以 25比 19、23比 25、15比
25、25比 22、15比 12逆轉勇奪本校史上第一
冠。感謝陳慶和校長帶領陳永倉主任秘書、蔡葉

榮學務長、理學院翁梓林院長、體育系陳益祥主

任及多位師生至決賽現場為本校排球隊加油與鼓

勵，成為本校男甲排在 109學年度排球聯賽最堅
強後盾，使本校排球隊士氣高昂，氣勢如虹，一

舉奪冠。

本校男甲排在有「黃金左手」之稱的林顯

丞教練帶領之下，在 109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公

開一級冠軍賽中，展現堅強的韌性，榮獲校史首

冠！

恭喜周冠宇同學獲得冠軍隊MVP以及最佳
舉球員對角攻擊球員、張昀亮同學獲得最佳自由

球員的殊榮，能夠拿下 109學年度男子甲一級冠
軍寶座，更是感謝林顯丞教練平時對本校男子排

球隊的耕耘與付出，協助本校帶領男子排球隊日

常訓練，十年磨一劍，逆轉賽事，本校獲得校史

大專盃排球一級冠軍！

 █ 109UVL決賽連結：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GtOXmG2u2A8

 █本文圖片載自網路@UVL大專排球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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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周冠宇同學榮獲冠軍隊MVP以及最佳舉球員
對角攻擊球員。

 ▲師長與隊員於頒獎後合影，前排左六教育部體育署張少熙署長、右七本校陳慶和校長、左二陳永倉主秘、左

三蔡葉榮學務長、右一陳益祥主任、右二楊忠祥老師、右四林顯丞教練。（攝／大專體總）

 ▲球隊於 110.4.20
教師座談會將冠

軍獎杯獻給學

校，由陳慶和校

長代表受獎。

（中右一陳慶和

校長、右二楊忠

祥老師、右三陳

益祥主任、右四

楊啟文主任、左

一蔡葉榮學務

長、中左一林顯

丞老師）

 ▲本校張昀亮同學榮獲最佳自由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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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與本校進行高互動教室交流座談會

◎教學發展中心

本校於 110年 1月 21日舉辦高互動教室分
享交流活動座談會。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王曉璿

副校長帶領中教大同仁蒞臨參訪，本校則由陳慶

和校長及教學發展中心全體同仁帶領來賓參訪本

校高互動教室教學設備，及分享高互動教室演進

歷程。

隨著科技快速發展，教室教學設備與時俱

進。本校截至 109學年度為止，建置了不同屬性
的高互動教室共 124間，包含篤行樓未來教室、
圖書館創意未來學習中心及各系專屬高互動教室

等，除了各式硬體設備及高互動教室環境更新

外，並在軟體上進行開發，除既有的智慧大師及

教學魔法師教學平台外，未來將進一步積極開發

整合式教學平台，目的皆是為了輔助教師教學及

幫助學生學習，以提升教學品質、培育優良師

資。

透過本次交流活動，除了展現本校教學軟

硬體設備齊全新穎，也藉由參訪來賓的提問，發

現本校能夠再精進與加強的部分，並期許能透過

這次交流座談會，實際落實高教公共性，期待未

來兩校間能有進一步的合作機會。

 ▲本校陳慶和校長（右）於會中致贈禮物予臺中教育

大學王曉璿副校長（左）。

 ▲兩校師長同仁於座談會後合影留念。（前排右四為本校陳慶和校長、左四為臺中教育大學王曉璿副校長）▲兩校師長師長長長同仁同仁於座座談會談會後合後合影留影留念念 （（前排右 為本校陳慶和校長 左左 為臺中教教育大育大學王學王曉璿曉璿副校副 長）

▲本校陳慶和校長（右）於會中致贈禮物予臺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