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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漫畫家－劉興欽
◎秘書室校友中心 

　　阿欽漫畫很會蓋

　古怪發明一麻袋

臺灣土味揮不去

有人稱他老可愛

本校傑出校友劉興

欽老師是一位國小課本都

會提到的國寶級人物，1934年
出生於新竹縣大山背，本校師範專科畢業，獲頒

美國聯合大學榮譽藝術博士，著有漫畫、童話、

教材等 200多部，並擁有 140多種發明專利，繪
製了 300多幅臺灣民俗畫作。作品分別珍藏於國
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臺灣

科學館，作為展示及學術研究用。

1991年移民美國，在世界日報連載漫畫，
主角阿三哥、大嬸婆被譽選為華人運動大會吉祥

代言人，在矽谷成立大嬸婆創意臺灣學校，宣揚

臺灣文化。

2000年時以筆下的漫畫人物協助沒落已久
的新竹縣內灣村打造成熱門觀光景點，使得內灣

線鐵路不僅能保存下來行駛，更創造了無數商

機。在當地設有「劉興欽漫畫教育博物館」及

「劉興欽漫畫主題公園」，成為家喻戶曉的內灣

地標。

劉老師是漫畫大師、發明大王、先民資產

傳承者，也是文創傳播者；他認為漫畫家對社

會負有責任，曾於 2013年《中國時報》的專訪
中說：「我認為，漫畫家要肩負起社會責任。

因此，我的作品中始終與教育緊密相連，遠離

色情暴力，不悖離道德；我也讀科學工具書，

豐富漫畫中的知識。⋯⋯」。一路走來，劉老

師努力活出自己的信念，對社會、國家、甚至

國際，做出極大貢獻，亦因熱心教育文化、經

濟發展、地方建設，前後曾榮獲 6位總統召見
勉勵，現居臺北。

劉興欽老師重要學經歷

 學歷

臺北師範專科學校畢業、美國聯合大學榮

譽藝術博士

 經歷

臺北市永樂國民小學教師、海岳國際有限

公司董事長、輔仁大學副教授、中華民國漫畫協

會常務理事、臺灣省發明人協會常務理事、中華

民國國際發明得獎人協會理事、教育廳各級資優

班指導教師研習會教授、中國兒童天賦潛能發展

協會創辦人

1977年　  創辦愛愛幼兒美勞中心。
1983年　 中視主持兒童節目「我愛卡通」，手

型創意畫單元大受好評。

1993年　 中國湖南少兒出版社出版「劉興欽系
列」漫畫。

2000年　 新竹內灣村使用劉興欽漫畫人物打造
成熱門商圈及觀光景點。

2003年　 劉興欽故事「放牛的發明家」編入國
民小學國語課本。

2005年　 國立交通大學展出「臺灣鄉土民俗畫
展」。

欽

 ▲國寶漫畫家劉興欽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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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客家電視臺首映卡通動畫「大嬸婆與小
聰明」繽紛嘉年華會。

2007年　 新竹市「鐵道兒童節」舉辦「創意起
飛－臺灣馬蓋先劉興欽的故事」。

2007年　 在美國舊金山成立「大嬸婆創意學校
（great auntie creative school）」。

2010年　 國家圖書館推出「臺灣風．流．漫畫
展－劉興欽 漫畫．民俗畫．發明」展。

2011年　 漫畫人物造型授權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行政院衛生署及臺灣鐵路局做代言人。

2011年　 民國百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頒布客庄 12
大節慶七月為大嬸婆漫畫節。

2011年　 臺灣民俗畫寄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3年　 八十大壽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舉辦

「串聯世代的生活記憶：劉興欽×臺

史博文物特展」。

2015年　  中國湖北省教育出版社出版「劉興欽系
列漫畫」。

2018年　  新竹縣內灣國小內成立「劉興欽漫畫教
育博物館」。

 著作
 漫畫類：丁老師、小聰明、阿三哥、大嬸婆、
機器人、發明趣談、放牛校長與阿欽、無字

漫畫、小貝貝、大嬸婆在美國等 200多本。
 兒童文學類：沒有媽媽的小羌、小銅笛、小
畫眉學飛、內灣故事、大山背故事、田寮坑

故事、山中茶水天上來、鵝公髻山傳奇、

十二生肖漫畫等。

 史料類：臺灣鄉土民俗話集、臺灣舊俗圖集、
聽阿三哥講古、咱ㄟ囝仔時、咱ㄟ庄仔內。

 傳記類：大頑童劉興欽的故事、頑童阿欽、
吃點子的人、大山背的野孩子、童心。創

意。劉興欽、厝邊巷尾都是我的人生學校。

 輔助教材：認識ㄅㄆㄇ、幾何形創意畫、手
型創意畫、ABC創意畫。

 發明：波浪發電、機器人自學機、伸縮雨傘
集水套、自來免削鉛筆、智慧寶珠、萬能自

學機、智慧小司機、音響鞋、冷熱水調節水

龍頭⋯⋯等 142項專利。

 獲獎
 藝文類：

 1972年　 第 13屆文藝獎。
 1992年　 全國優良連環圖畫第一名及榮譽

獎。

 2002年　 第一屆漫畫金像獎－
「終身成就獎」。

 2008年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頒發－
「終身貢獻獎」。

 2010年　 行政院新聞局首屆金漫獎－
「終身成就獎」。

 2013年　 新北市客家事務局頒發－
「金客獎」。

 發明類：
1974年　  中華民國第一屆產品設計獎。
1974年　  中山技術發明獎。
1975年　  第一屆十大傑出發明獎。
1976年　  日本國際優良產品入選獎。
1977年　  第一屆金頭腦獎。
1978年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銀、銅獎。
1980年　  紐約世界發明博覽會優等獎。
1980年　  中山技術發明獎。
1981年　  紐倫堡世界發明展金牌獎。
1982年　  外銷產品優良設計標誌獎。
1982年　  布魯塞爾世界發明展銅牌獎。
1984年　  日內瓦國際發明展銅牌獎。
1988年　  十大傑出發明人獎。

 ▲民國 63年劉興欽老師的發明－機器人
榮獲優良產品獎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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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優秀職涯導師獎獲獎名單
◎學務處生輔組

系所 職稱 教師姓名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教授 魏郁禎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副教授 劉秀娟

 總統勉勵

一、民國 62年當選全國特殊優良教師，榮獲 先
總統蔣公召見。

二、民國 64年發明語言自學機，榮獲 蔣故總統
經國先生親函鼓勵。

三、民國 80年國際發明獎，榮獲 李前總統登輝
先生召見。

四、民國 92年因對地方建設有功，榮獲 陳前總

統水扁先生召見。

五、民國 97年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頒發「終身
貢獻獎」，榮獲 馬前總統英九先生頒獎勉
勵。

六、民國 107年因對文化藝術成就卓越，榮獲 
蔡英文總統召見。

資料來源：劉興欽老師提供

賴秋琳老師在 2021年 Telematics and Infor-
matics期刊（SSCI）的研究報告中，名列「行
動學習」世界第 14名最具影響力的研究者。
賴老師畢業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科技研究

賀 !本校教育系賴秋琳老師
名列「行動學習」世界第 14名最具影響力的研究者
◎教育學系

所，研究專長包括數位學習、行動學習、學習行

為與歷程分析、多媒體設計與數位出版，目前為

本校教育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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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以下簡稱語創系）

為提倡文學創作風氣，培養文學創作人才，鼓勵

本校學生文學創作，進一步深耕文學土壤，規劃

舉辦 2020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徵文活動，
向本校各系所在學學生（含碩博士班及進修班

別）徵件。

語創系主任認為：文學是滋養生活重要的

途徑之一。閱讀文學作品經常可以使人有所感

悟、有所啟發；若能創作文學作品，則可更進一

步以文學表述個人情感或對社會現狀的反思。北

教大文學獎的設立，即為喜好文學的學子們提供

舞台，在創作的路上初試啼聲，也分享自己對文

學的喜愛。 
本次文學獎共分為「新詩組」、「散文

組」與「極短篇組」3組進行徵選，自公告訊息
至 2020年 12月 2日（三）收件截止日，收到新
詩組 58件、散文組 42件、極短篇組 42件、總
計共 142篇稿件，並由語創系組成評審工作小
組，負責檢視來稿資格及評審作業後，公告並

通知入圍決選之同學。接下來則進行公開決審會

議，聘請校外著名專家評審參與討論後，宣布各

組獲獎同學及優秀作品。

公開決審會議於 2020年 12月 15日（二）
及 22日（二）下午 3點 30分假本校行政大樓
A306教室辦理，此次各組邀請多位校外專家評
審委員：新詩組邀請到丁威仁、許赫、陳少 3位
委員；散文組邀請到羅任玲、廖之韻、顧蕙倩 3
位委員；極短篇組邀請到張春榮、吳鈞堯、李

時雍 3位委員。如此盛大之校外專家評審委員陣
容，也吸引了約 20位喜愛文學的師生出席。

本活動總召集人為語創系陳文成老師，陳

老師先行介紹各組評審委員及頒發感謝狀後，由

評審委員們對於入圍的各項作品進行評審，並在

最後評選出各組 1名特優、2名優選及數名佳作
作品，由評審委員頒發獎狀給得獎同學，肯定其

文采的同時也勉勵同學們再接再厲，書寫出屬於

自己的生命篇章，也期許未來文學獎能看見更多

優秀作品，為文學注入更多的創作活力。

 2020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 ─ 得獎名單
 新詩組

名次 班級 姓名 篇名

特優 音四甲 葉典佳 極致呵護的敷衍之間

優選 語一乙 呂佩郁 女身

優選 台文所碩一 高于婷 關於活著

佳作 語碩三 徐滋妤 信癢

佳作 語四甲 吳宜鈴 由於時間與地域的關係

佳作 藝一甲 廖悅涵 魚缸

2020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
◎語文與創作學系

 ▲新詩組評審講評（左至右許赫委員、丁威仁委

員、陳少委員）。

 ▲新詩組評審頒發特優獎（左至右許赫委員、丁

威仁委員、得獎者葉典佳同學、陳文成老師、

陳少委員）。

 ▲新詩組評審及參加學生合影，前排左起為陳少委員、丁威

仁委員、許育健老師、許赫委員、陳文成老師。



20

師生表現

 散文組

名次 班級 姓名 篇名

特優 語四甲 吳宜鈴 斷尾

優選 台文所碩一 高于婷 妳的臉

優選 語二甲 陳鋒哲 來自煙國

佳作 語碩一 洪瑞晨 七彩複眼的世界

佳作 語一甲 陳瑋彤 劇團快要餓死了

佳作 語碩三 徐滋妤 房東

佳作 語碩二 邵建欣 日常小事以及其他

 ▲極短篇組評審講評（左至右李時雍委員、張春榮委員、吳鈞堯委員）。

 ▲散文組評審羅任玲

委員（左）頒發特

優獎狀給得獎者吳

宜鈴同學。

 
▲

極短篇組評審張春榮委員（右）頒發

特優獎狀給得獎者洪瑞晨同學。

 ▲散文組評審講評（左至右顧蕙倩委員、羅任玲委員、

廖之韻委員）。

 極短篇組

名次 班級 姓名 篇名

特優 語碩一 洪瑞晨 孝女

優選 台文所碩二 蔡詠絮 糖仔

優選 台文所碩一 高于婷 摺疊

佳作 語四甲 吳宜鈴 網

佳作 語三甲 黃保璋 紀錄

佳作 語二乙 何奕璇 離天堂最近的地方

佳作 語三甲 林欣茹 枕邊人



21

師生表現

本校 125週年的校慶音樂會於109年 12月 23
日，假國家音樂廳盛大舉行。本校音樂學系（以

下簡稱本系）管弦樂團在指揮—王雅蕙老師的

帶領與指導之下，與本系新進的專任教師 — 多
項國際鋼琴大賽得主的鋼琴獨奏家 — Nikolai 
Saratovsky老師合作演出拉赫曼尼諾夫的第三號
鋼琴協奏曲。兩位大師默契極佳、合作無間，精

彩地詮釋了該曲目，觀眾們報以熱烈的掌聲，歡

呼聲此起彼落，獨奏家 Nikolai Saratovsky也因
此在最後為觀眾帶來了兩首安可曲，為上半場演

出劃下完美的句點。

音樂會下半場仍由指揮家王雅蕙老師領

軍，率領管弦樂團演奏雷斯畢基的羅馬之松，及

與本系合唱團偕手演出歐福的布蘭詩歌。前一曲

目表演熱情洋溢、後一曲目表演則激昂澎湃。這

兩首樂團編制極為龐大的曲目，在樂團與合唱團

成員們的賣力演出下，讓音樂會高潮迭起，將音

樂廳裡每位觀眾的情緒拉升至最高點。這一系列

無與倫比且動人的音樂，以及觀眾的熱烈迴響，

無疑是為本校 125週年校慶送上了熱情滿滿，且
氣勢磅礡的盛大賀禮。

感謝本校陳慶和校長對本系的全力支持，

以及歷任院長和系主任的出色領導，與各協力廠

商的熱情贊助，方得以造就了如此成功且盛況空

前的音樂會，希望音樂學系在未來能夠獲得更多

非凡的成就，為本校增添更多的榮耀！

個人感到無比地榮幸及感恩，能恭逢其

盛，有機會參與此次盛會的演出，成為其中的一

份子。在自我增進之於，也能為學校竭盡所能的

付出。祝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運昌隆！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

125週年校慶音樂會
◎音樂學系二年級　黃展燊

 ▲彩排時，演出同學神情專注，抓緊機會排練。
 ▲距離開場還有 20分鐘，音樂廳中已滿是熱情的觀眾。

 ▲指揮家王雅蕙教授及鋼琴家 Nikolai Saratovsky教授
演出時的丰采。

 ▲本文作者（前排中）於演出後與同學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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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鏡魔境，施展魔力！
－ 2020魔鏡魔境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年度公演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三年級　林千芹

月 24日於臺北市政府親子劇場圓滿落幕。此次
公演的主題「長大」，與幼兒園孩子息息相關。

劇中主人翁昱綺是幼兒園大班的孩子，對她來

 ▲音樂會謝幕時，觀眾給予極為熱烈的掌聲，久久不歇。

本校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以下簡稱幼教

系），魔鏡魔境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 2020年度
公演《魔鏡魔境，施展魔力！》已於 109年 12

 ▲舞台組設定道具定位。

 ▲燈光組進行燈具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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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長大是她的煩惱，她意外地進入魔鏡世界，

並想請魔鏡實習生咪若幫她解決煩惱。在探索魔

鏡的過程中，昱綺學到了只要勇敢面對，其實長

大並不可怕。此次公演適逢魔鏡劇團成立 20週
年，劇情中加入許多 20年來的小彩蛋，讓魔鏡
的劇迷們著實地驚喜。

魔鏡魔境戲劇教育工作室成立至今已 20
年，每年公演皆動員全系準備，同時預備兩個場

次的演出。早場是為幼兒園專屬準備的，除了邀

請與系上密切合作的園所外，也會邀請少有機

會欣賞戲劇的偏鄉園所前來觀賞。除了年度公演

外，不可或缺的是「下鄉公演」，每年劇團皆會

親至偏鄉幼兒園所演出迷你版的兒童戲劇。

 ▲化妝組忙著幫演出同學彩妝梳髮。 ▲音樂組負責控台撥放。

 
▲

行政組現場劃位。

 ▲導演居高臨下，

縱觀全場。

 
▲

演員彩排時

練習走位。

 
▲

劇照：昱綺進入魔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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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老師一步一步地指導、學長姐一點一滴地傳

承，讓魔鏡魔境戲劇教育工作室能持續地走下

去，把更多的戲劇和愛傳遞給更多人。

動員全系的魔境劇團成員幾乎全無戲劇專

業的相關背景，憑藉的是對戲劇教育的喜愛、對

劇場的熱情來完成幕前幕後所有的工作。靠著專

 ▲ 109.10.23於新北巿石門區乾華國民小學附幼下鄉公演，演出後與小朋友開心合影。  

 ▲演出後礙於疫情因素，無法與前來觀賞的親友合照，團員邀觀眾坐於原位合影，十分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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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球籠罩在 Covid-19疫情下，許多
學校課程與企業教育訓練紛紛由實體課程轉為

線上教學，使得線上教學變得更頻繁、更重要。

因此，我們以「製作數位媒體教材」為主題，在

張循鋰老師的指導下，由 13位同學製作出 3個
數位媒體教材課程，並於 109年 12月 29日於本
校視廳館一樓川堂展出。希望藉由此次展覽推廣

我們的線上課程，讓製作數位教材變得更容易。

人人都能做出自己的數位媒體教材。

本次展覽分為 3個展區，分別呈現 3個數
位媒體教材課程。

 「You can make it」—Camtasia展區
Camtasia展區以介紹「如何運用 Camtasia

製作數位課程」為主要內容。在課程中，能學習

軟體基本介紹、安裝、螢幕錄影、插入片頭片

尾、轉場特效與測驗等。透過講師的講解與示

範，不論是否有製作過數位教材的經驗，都可以

輕鬆上手，製作出專業、高品質的數位教材。

「做。媒」－做出你的數位媒體教材

－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 108級 資訊實作展 專案管理課程成果發表

◎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　楊雅茹

 ▲展覽由生動活潑的行動劇揭開序幕。

 ▲Camtasia展區－導覽同學向參觀者介紹課程內容。

 ▲全體工作同學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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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Move，一個平臺」—Moodle展區
Moodle展區以介紹「Moodle學習平臺的架

設與功能介紹」為主。透過講師概念講解到實際

操作示範，學習者從認識虛擬機器開始，建立對

虛擬機器的概念，進一步認識如何運用虛擬機器

建立Moodle學習平臺。學習者能跟著講師的步
驟，簡單輕鬆的學習，減少建置失誤發生，增加

使用Moodle平臺的概念。

 「教材 Act起來，Present更專業」—
ActivePresenter展區

ActivePresenter 展區以介紹「如何使用
ActivePresenter製作數位課程」為主。學習者在

本課程中，能了解並操作 ActivePresenter的版面
及各項功能，培養學習者數位學習教材的製作開

發能力。講師透過教學說明操作方式，使學習者

應用所學，設計、開發數位學習教材。除了能讓

數位教材變得更有趣，也能提升線上教學的學習

成效。

疫情，限制了我們的腳步，卻限制不住我

們渴望學習的心。科技，使我們透過網路連結進

行線上學習，達到「停課不停學的目標」。我們

希望透過此次展覽，讓製作線上課程變得容易上

手、容易操作。跟著我們一起學習，你也可以做

出你的數位媒體教材。

 ▲參展同學與師長開心合影。（前排左起依序為導師－劉遠禎老師、陳思維老師、所長－趙貞怡老師、

指導－張循鋰老師、蔡佳玲助教。）   

 ▲Moodle展區－參觀同學聚精會神聽著導覽介紹。
 ▲ActivePresenter展區－參觀同學實

際操作體驗 ActivePresenter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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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一個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設系設計組 110級畢業展｜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設計組 110級

 校內展資訊
 展覽日期
2021年 4月 26日（一）∼4月 30日（五）
9:30∼17:00
 展覽地點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篤行樓 1樓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新一代校外展資訊
 展覽日期
2021年 5月 14日（五）∼5月 17日（一）
10:00∼17:00，周末延長參觀至 18:00
 展覽地點
南港展覽館 2館 1、4、7樓
（臺北市經貿二路 2號）
本校展區位於 1樓 A-25攤位

 注意事項

由於需配合防疫實名制登記，參觀當日請

攜帶身份證掃描實名制入場。

 展覽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TUEADD.
GraduationExhibition

本次展覽由 37位同學共同策劃展出，包含
工藝設計（木工、陶藝、金工、複合媒材）與工

業設計的相關作品，展現對於媒材應用的學習成

果，歡迎民眾前往參觀！

設計就是不停的回到一個點與自己對話；

我們隨著時間的演進、累積、匯集最終回

歸初衷，接著如同沙漏般循環，運用所學技

術，從一個問題點開始，膨脹出無限的表現方

式、工法、能量⋯⋯

而當我們回首那個最初激發我們創作的問

題點，正是不斷的自問、自我揭露，「我們為

什麼開始做設計？」找出自己的材質與樣貌，

且不忘回到任何一個時間點，去回味我們走過

的、經歷過的那個點。

「回到一個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