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9.12.29本校張郁雯副校長於模擬審
查與差分檢核工作坊致歡迎詞。

 ▲ 110.01.05弱勢學生書面審查經驗分享工作坊，本校張郁雯副校長
（右）介紹講員呂家鑾專門委員（左）

學術頻道

109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
－建立專業化招生管道作業模式，優先搶才 

◎教務處招生組

本校為提升招生專業化，爭取教育部「大學

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經費挹注，以期透過

此計畫，培訓學系招生專業人員，精進申請入學

審查作業，同時建置各招生管道標準作業流程，

以促成大學選才作業系統化、效率化與準確性。

為順利推動本計畫，教務處於本學期辦理系

列工作坊（見表一），協助師長了解十二年國教

新課綱及大學考招變革因應措施，以訂定合宜的

書面審查評量尺規並逐步建立本校專業化招生管

道作業模式，落實適性選才、用才、育才、留才

之目標，並照顧弱勢入學，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表一：工作坊一覽表

日期 講題 內容 講者 與會人員

109.12.29 模擬審查與差分檢

核工作坊

協助本校各學系建

立內部評分員培訓

與推動機制

臺北醫學大學

教務處涂映華組長

1. 各學院院長
2. 各學系主任
3. 各學系種子教師
4. 學士班招生業務助教同仁
5. 校招生團隊

110.01.05 弱勢學生書面審查

經驗分享

提升本校各學系書

面審查之品質與成

效，並照顧弱勢入

學，善盡大學社會

責任。

國立東華大學

呂家鑾專門委員

1. 各學院院長
2. 各學系主任
3. 各學系種子教師
4. 學士班招生業務助教同仁
5. 校招生團隊

110.02.23 高中自主學習計畫

與成果—以明倫高

中為例

強化本校各學系對

新課綱實施後學生

學習歷程之認識

明倫高中

洪金英校長

1. 各學院院長
2. 各學系主任
3. 各學系種子教師
4. 學士班招生業務助教同仁
5. 校招生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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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2.23高中自主學習計畫與成果—以明倫高中為例場次。

 ▲巴白山教務長代表本校致贈感謝狀予講員洪金英校長。

 
▲

本校師長與講員會後合影（右四為本校巴白山教務長，右五為講員明倫高中

洪金英校長。）

悲喜淬煉的結晶　郭強生教授談四十年文學路
◎圖書館

甫以《尋琴者》一書榮獲臺北國際書展

「小說獎」首獎等多項大獎的郭強生教授，應圖

書館之邀於 3月 23日發表一場演講，暢談他的
文學之路「從《尋琴者》到《甜蜜與卑微》」。

郭老師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是美國紐

約大學戲劇碩士、博士，曾任紐約哥倫比亞大學

東亞語言文化系兼任教授、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

系教授，現任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郭老師開講前，校長陳慶和教授與陳主任

秘書永倉，特別到場致意，當天盛況空前，熱情

的聽眾全程配戴口罩擠滿全場，連階梯地板也

「坐好坐滿」。

在圖書館大家長、語創系教授孫劍秋館長

引言後，郭老師娓娓道來他的文學之路。郭老師

早在高中時期即於聯合副刊發表短篇小說，他認

為文學創作是對人的存在最深刻的體驗，《尋琴

者》是第一次以音樂為主題寫調音師的小說創

作，以 50歲的語言風格，述說人生的悲喜、感
慨與放手；《甜蜜與卑微》的書名靈感來自王爾

德所說：「我們都活在陰溝裡，但仍有人仰望繁

星。」是書寫 40年的選輯，起承轉合寫來貫穿
訴說人生的故事，也是《尋琴者》之所以產生的

回應。如果生命帶著創作的態度，能聽、能看、

能感受，知道自己在接受什麼，並能清楚表述，

就能和世界產生關聯，對世界不會厭煩，而支撐

這知性與感性的力量，既甜蜜又卑微。

郭老師用真心寫作 40年，深刻體會寫作與
閱讀對人生的重大意義，既安頓心情，也對抗焦

 ▲左起陳主秘永倉、陳校長慶和、郭強生教授、館長孫劍秋教授

於會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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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新 Teach From Heart」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學習策略與方法成果發表會

◎教育學系　林偉文教授

本校教育學系及其他各系的學生，於 109
年 12月 26日，假本校篤行樓 6樓未來教室舉行
「教．新 Teach From Heart」學習策略與方法成
果發表會。在林偉文主任的指導下，歷經 1個多
月的共同籌備，終於順利促成本次成果發表會。

同學們藉由這次機會，去採訪社會、教育創新人

物或是團體，並在彙整採訪內容後，藉由發表會

來分享他們的理念與見解。

發表會上半場由五組同學進行成果發表，

內容跨足企業、人文、教育等主題：「換個角

度，育見幸福—蔡政羽先生」，跨出舒適圈，為

體優生提供未來出路新選擇；「一本教科書，一

座美術館—何富菁小姐」，將設計圈與教育圈連

結，讓下一代有不同於以往更多樣化的課本；

「原民教育的指揮家—馬彼得校長」，提供原住

 ▲臺灣 DFC發起人—許芯瑋小姐，於臺上分享創業精神
與理念。

 ▲粉絲聽眾們帶來郭老師的暢銷書，請老師簽名。

 ▲本校圖書館提供郭老師圖書著作

清單串連館藏，歡迎讀者參閱。

 ▲ 110.03.23 郭強生教授演講，座無虛席。

慮，文學創作不僅帶給自己神秘的力量，幫助自

己度過難關，也撫慰許多境遇相近的人心；文學

創作更是人生的歷練，是文字與自己對話的反覆

演練，好的文學作品都是從生命悲喜、孤獨、挫

折中淬煉出來的，寫作是扛著人生的大背包，在

沙漠中尋找可能的綠洲，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的。

郭老師演講結束後，圖書館特別安排小驚

喜，現場抽出 2位幸運的聽眾，獲贈本校提供的
郭老師親筆簽名著作—《尋琴者》及《甜蜜與卑

微》各 1本，並與郭教授合影留念；散場前，粉
絲聽眾們帶來郭老師的暢銷書，請老師簽名，為

演講活動劃下圓滿的句點。

郭老師不僅很早就在文壇嶄露頭角，創作

也獲獎無數，他沒有個人臉書與 IG，圖書館特
別於專題演講網頁提供郭老師圖書著作清單，以

串連館藏，協助聽眾延伸學習，歡迎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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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會後合照，前排

左二至至右四依序

為吳順火教授、林偉

文主任、潘慶輝教

授。

民孩子適合的學校並找出他們的長才，用聲音唱

出屬於他們的故事；「用創新扭轉偏鄉—李科賢

老師」，拯救瀕臨廢校的拯民國小，為偏鄉孩子

建立全新學習環境；「跳脫框架，開拓心視野—

邱亭穎老師」，創辦有別於傳統講述式教學法的

Lucas & Friends教室，教出不一樣的數學，讓孩
子能在歡樂中學習。

發表會下半場由三組同學進行成果發表。

「翻轉教育的門外漢與他的後繼者—方新舟先

生」，藉由科技力量改善臺灣教育所遇到的問

題，成功翻轉教育並帶給偏鄉孩子更多受教育

的機會；「不要當老師好不好—張書榕老師」

用信念與毅力克服挑戰，改變孩子看待事物的

態度；「十年磨一劍的教育行動者—許芯瑋小

姐」，透過實際行動去付出，讓孩子相信「我做

得到！」，提升孩子學習的原動力。而在中場休

息過後，由臺灣 DFC發起人—許芯瑋小姐進行
演講，藉由為夥伴設計水杯的活動，帶領聽者快

速體驗 DFC四步驟—感受、想像、實踐、分享
是如何進行的，也和聽者分享在推廣 DFC曾遭
遇的困難及挑戰。

「想要教出什麼樣的孩子，首先，你就要

成為那樣的人」許芯瑋小姐以這句話作為結尾，

使大家印象深刻，也讓我們知道以身作則是非常

重要的觀念，許芯瑋小姐的演講不只讓大家初步

認識 DFC的運作方式，也為在場的學生開拓新
視野。

本次發表會於當日下午 16時圓滿結束，在
此感謝所有前來與會的師生同仁及受訪者，給予

同學們良好的鼓勵與建議，提供同學們進步及成

長的機會。本次發表會希望透過故事分享及理念

傳達的方式，讓同學們看到更多不同的見解及全

新的教育風景，期盼同學能將今日所學，運用在

未來教學現場中，為孩子創造一個更美好的學習

環境，也為教育創新事業創造正向影響。「創新

教育，創造教育新格局 !」

 
▲

演講現場學生們專

心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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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郁禎主任分享研習辦理之具體期待。  ▲邱英雪同學分享文化推廣經驗。

東南亞文化教育教材設計工作坊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特殊教育學系三年級　李佳晟

本校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於 109年 12
月 30日（三）下午假篤行樓六樓未來教室辦理
「東南亞文化教育教材設計工作坊」，參與對象

為全臺各國民小學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此次工

作坊為「教育部 109年度地方教育輔導計畫—東
南亞文化教學知能研習活動」之 109學年第一學
期的最終場次，特邀本校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林

曜聖副教授擔任講師。期望藉由本中心設計的教

案與教材，透過講師帶領現場老師進行的文化實

作討論，提升小學教師對東南亞文化教育之專業

能力，協力打造多元創新的教學互動現場。

開場由教務處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主任魏郁

禎教授致歡迎詞及表達對此次研習活動之期待，

並邀請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四年級邱英雪同學，

簡短分享過去進入小學推廣東南亞文化的教學經

驗。邱同學表示，除了知識性內容的講述，她同

時結合了學生喜愛的影音動畫、桌上遊戲等豐富

的教學形式，讓學生藉由多元感官學習方式，認

識東南亞國家各具特色的文化內容。

本次工作坊總計有 30位小學教師及教學支
援人員參與。與會學員中近八成具東南亞國家國

籍，多具有於小學教授東南亞國家語言與文化的

 ▲實作討論成果展示牆。

 ▲分組活動，玩找同一國家的人。  ▲與會老師專注聽講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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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經驗。而擔任工作坊講師的林曜聖老師為教

育學博士，多次榮獲本校教學優良獎，具有深厚

且高品質的教學經驗。

在講師的帶領下，學員在工作坊一開始，

互相分享過去在課堂中相關教學經驗及學生學習

當中的困境。接著講師透過設計豐富的討論活動

並綜合學員於工作坊所產出的創新想法，重新定

義教學與教材編寫的目的。針對教材內容與教學

方法的設計，講師透過結構化提問，引導現場老

師一步步解構東南亞的文化內涵，並透過小組實

作將其融入多元的教學活動，讓東南亞文化教學

的樣貌在短短 3個小時的工作坊中，充分展現文
化教育的彈性與延展性。

工作坊於學員熱烈回應中圓滿結束，凡是

參與本系列研習活動的小學教師，皆可獲得本中

心獨家設計的「東協碰碰」遊戲卡牌一份，做為

未來教學應用的實用教具。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長期致力於東南亞文化

推廣，不定期辦理相關講座與課程。目前本中心

舉辦的「2021東南亞服飾設計比賽—我是服裝
設計師」正熱烈徵件中，歡迎喜歡畫畫的孩子們

發揮想像、融合文化特色，創造別具特色的東南

亞服飾。同時也將於 5月 15日上午舉辦「文化
嘉年華，手作東南亞」活動。更多關於東南亞文

化活動的最新消息與相關資訊，歡迎搜尋「東協

人力教育中心」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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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坊全體與會老

師合影。

 ▲工作坊講師—林曜聖老師。  ▲與會老師於分組中熱烈討論並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