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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一年一度元宵節的到來，東協人力教

育中心於 110年 2月 25日中午 12時至下午 13
時 30分，在篤行樓一樓舉辦「東南亞猜謎，免
費湯圓請你吃」活動，和校內教職員工及學生們

一同歡慶元宵佳節。

本中心精心設計了 40道關於東南亞知識的
趣味謎題，只要當天答對兩道謎題，就能現場兌

換一碗熱呼呼的手工芝麻湯圓。本次活動所使用

的猜謎板非常特別，由本中心蒐集並自行設計相

關謎題加以製作，謎底皆為東南亞各國的國家名

稱及著名城市，讓參與者挑戰看看自己對東南亞

的國家及都市名稱有多少了解，並加深大家對東

南亞地區的認識。謎題有簡易題和挑戰題，師生

們參與非常踴躍，而且很快就可以回答較簡單的

題目，例如：「不用電的國家」，請猜一東南亞

國名，多數人都可以猜到答案是「緬甸」。在寒

冷的冬天，進行一場趣味遊戲後，透過一碗熱騰

騰的飯後甜點溫暖自己的胃。

上述的「猜謎吃湯圓活動」僅開放給校內

師生。為了擴大東南亞文化的推廣並嘉惠更多民

眾，東協人力教育中心在粉絲專頁上，也同步舉

今年的元宵很東協－元宵節猜謎活動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一年級　顏廷翰、林倢

辦線上猜謎抽獎活動，只要留言寫下答案便可以

抽獎，獎品是來自泰國知名的文創商品以及讓人

齒頰留香的美食，讓無法到場的粉絲共襄盛舉具

有東南亞風味的元宵節。本次元宵線上線下活動

的安排，除了讓大家一起歡度快樂的元宵佳節，

為春節劃下完美句點之外，也期待透過遊戲的方

式，提升大家對東南亞國家的認識及興趣，不只

是味覺饗宴，知識與心靈更是滿載而歸！

 ▲排隊等候猜謎。

 ▲先打個卡吧∼。

 ▲答題時間。

 
▲

絞盡腦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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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猜謎活動，因為全校師生的熱烈參

與，提前於下午 1點圓滿落幕，讓沒有參加到活
動的師生感到相當可惜，直呼希望明年也能舉辦

相同的活動。本中心未來仍會持續舉辦各式各樣

的活動，讓大家對東南亞國家有更多的認識，拓

展自己的國際視野！

對了！今年的元宵猜謎題目中，有一道題

為：「孔子老子去海邊」，猜一個東南亞國家地

名（旅遊勝地），一直沒有民眾猜中，想知道答

案的讀者，歡迎至東協人力教育中心粉專找答

案！

 ▲開心享用美味的芝麻湯圓。

 
▲

湯圓高手在此，歡迎大家來挑

戰∼（右一東南亞區域管理碩

士學位學程張朝清老師）

與迪士尼有約－ 125週年校慶童歡會
◎教育學系

109年 12月 5日為本校 125週年校慶園遊
會，每年此時，教育學系都會舉辦童歡會活動，

讓教職員子女參加。本次主題訂為「與迪士尼有

約」，期盼小朋友在迪士尼電影延伸出的遊戲裡

認識關於世界、社會與自然環境的議題，從中找

尋樂趣，學習問題解決、團隊合作，並結交朋

友，留下美好回憶，收穫滿滿的回家與家人分

享。

一開始的活力早操時間，搭配動感配樂，

歌詞融合迪士尼電影人物和世界議題關鍵字，讓

孩子打起精神參與接下來一系列的活動。教學時

間介紹各種世界議題，包括海洋汙染、全球暖

化、人為砍伐樹林、臭氧層破洞等，活動中，孩

子們都很有想法並主動發表。接著是大地遊戲，

分為上、下半場，由隊輔老師們帶領各小隊於

校園跑關，雖然有些飄雨，但孩子在遊戲過程仍

 ▲今年的主題：「與迪士尼有約」。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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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投入認真。遊戲內容包括三原色的調配、疊紙

卡、卡牌對對碰、筷子夾物品並分類到正確的容

器、吹乒乓球、石蕊試紙試驗溶液的酸鹼，還有

世界議題知識的回顧。下午的手作時間，每一位

小朋友都大大發揮他們的創作才能，繪製出可愛

童趣的蠟筆畫，後續塗上水彩作為背景，則使作

品更加出色。

閉幕的戲劇後，活動進入尾聲，我們帶著孩

子回到鐘樓等候家長，看見孩子們的笑容與滿載而

歸的樣子，讓參與活動設計及隊輔的同學感到說

不出來的滿足，也為本活動劃下美好的句點∼。

 ▲結業啦！放學回家嘍，YA！

 ▲早操時間：活力早操，大家一起來！
 ▲石蕊試紙試驗：咦，會變

成什麼顏色呢？

 ▲大地遊戲：看起來挺好玩的，要怎麼進行呢⋯⋯。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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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ing with your Taiwan life
◎研發處國際組

以下 3位同學分別為來自韓國首爾教大國
小教育學系的林智珉、韓國首爾教大國小教育學

系（美術教育）的吳睿璘、及法國南錫高等建築

學院的 Dufl os Morgane，分享她們在臺灣的求學
生活。

本校推行國際化不遺餘力，除了提供本國

生交換至國外姊妹校留學以外，亦提供外籍生交

換至本校就學。國際組邀請了一些外籍同學分享

在臺灣的求學生活，期許能增加校內師生對外籍

生更多認識，促進彼此的交流。

Taiwan Exchange Life
◎小學全英語師培專班 3年級　吳睿璘（Yerin）

“Why did you decide 
t o  b e c o m e  a n  e x c h a n g e 
student?”, this is the most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from people after I came to 
Taiwan. I thought being an 
exchange student is a very 

special opportunity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o live 
abroad, so I decided to participate in an exchange 
program a year ago. Now, I can say that this year is 
one of the mos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s in my life. 
This is because through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I made new friends and improved my skills.

To begin with, while living in Taiwan, I made 
new friends. For example, I got to know other 
exchange students, language exchange partners, 
school club members, my buddy, roommates, 

and classmates. They helped me a lot when I 
had difficulties because of language barriers. 
Furthermore, by hanging out and having a talk 
with them, I could deepen my understanding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broaden my perspective.

Next, taking classes at NTUE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enter helped me improve my 
academic skills and Chinese. Even though NTUE 
is 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it offers a variety of 
classes, so I could take classes that are related to 
my fi eld of interest. NTUE also provides exchang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observe elementary 
school classes in Taiwan, which made me able to 
compare the Taiwanese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Korean education system. Moreover, my Chinese 
has improved a lot after taking class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enter.

The time in Taiwan went by too f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all my friends, teachers, and staff in 
the international offi ce for all their help.

Learning in Taiwan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四年級　Dufl os Morgane 

I probably spent my best semester studying 
in Taiwan, it was a rewarding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I learned Chinese even though I didn't know 
a word before I had arrived, I matured and learned 
many things that I wouldn't have learned in France.

The French don't know Taiwan very well, so I 

left, as I was curious and very 
interested in the experience 
and I have no regrets. I hope 
I will inspire other people 
from my school to leave for 
Taiwan, these 6 months were 
an honour to develop and 
learn more about this country and about people. 

If I have one bad experience, it was my return 
to France on the last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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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s with no Regret: Come to NTUE
◎教育學系三年級　林智 （Lim Jimin）

It was an excellent 
choice to become an 

exchange  s tudent 
a t  NTUE. I  came 
f rom Korea ,  and 

have been in Taiwan 
f o r  o n e  y e a r  s i n c e 

September 2019. I never 

regret my decision to come here. NTUE provides 
a buddy program, letting the exchange students 
adjust to life in Taiwan. My buddy and I went to 
attractions in Taiwan every week. Transportation 
is convenient around this area, so you can travel 
at anytime, anywhere. There is also a student club 
named ISCES at NTUE, which is f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Thanks to the club, I experienced 
various aspects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had a lot 
of fun with friends from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內灣遊記－劉興欽老師故鄉巡禮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二年級　黃靖琁

利用星期日早上，從繁忙的城市來到了新

竹內灣老街，街口是福德正神廟，正張燈結綵的

慶祝著祂的誕辰。因為來的早，安安靜靜的小鎮

別有一番風味，我們以最悠閒的腳步踏上一場小

旅行。

走進老街，就能看見商店前的大嬸婆公仔

露出大大的招牌笑容，就像是以前看著劉興欽老

師所作的漫畫而咯咯直笑的學生們。仔細看沿路

上的小販的招牌上，有大嬸婆的菜包、湯圓、阿

三哥的餐廳⋯⋯更有數不清的客家美食料理，就

像走進了漫畫的世界，活靈活現的書中角色在我

們面前手舞足蹈、熱絡招客。

來到了內灣車站，映入眼簾的是一面雕刻

壁畫，中間的人物是搭著火車的阿三哥，正是

劉興欽老師的作品，上面還有他的特色「四句

聯」：彩雲瀰漫櫻花間，火車遨遊賽神仙，大嬸

婆婆來作伴，世外桃源在內灣。為古色古香的老

街裡，再添一抹文藝氣息。

 ▲大嬸婆與機器人為內灣攤商代言，恢復商機。

 ▲大嬸婆跟上時代的脈動，與時俱進，出了

line貼圖，歡迎大家一起加入客家世界。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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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的攤販中隱藏著一個小小隧道，走過

昏暗的地道步上平地，頗有一種柳暗花明的心

境。春天的薰風帶著暖陽從葉縫中傾落，來到了

內灣國小，校園裡到處都是盛開的牡丹，空氣中

瀰漫著淡淡的野薑花香，藍色的操場上鋪展開來

的是金黃色的落葉，一幅美景令人目不轉睛。

校園旁的教室裡有著 2017年 3月成立的劉
興欽漫畫教育博物館，裡面展出著劉興欽老師的

生平和作品，還有許多能和小朋友互動的遊戲，

做到寓教於樂的目的。

的，古怪發明一麻袋。

到了中午，老街的人潮漸漸多了起來，

孩子們遊戲的歡聲笑語不絕於耳，想像不出在

1998年的這裡，正面臨著鐵路要被拆除，村子
裡只剩下老弱婦孺的落寞景象。後來，藉著劉

興欽老師筆下的角色，小聰明、阿三哥、大嬸

婆⋯⋯代言他的故鄉大山背，成功做出了地方創

生，也成為臺灣第一個以文創提升社區發展的典

範。一夕間成為新竹的知名觀光勝地，吸引了年

輕人返鄉，也為這個可愛的古樸小鎮換上一層新

的風貌。

除了漫畫和發明，劉興欽老師還有 300多
幅民俗畫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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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幅畫的人

物都鮮明活潑，古靈精怪，他畫出了他的童年回

憶，家鄉風情，今天走了一趟發現，畫裡的野薑

花粽，在老街裡隨處可見，香味四溢讓人忍不住

買一個來品嘗；另外還有畫裡眾人製作福菜的景

象，今天也在老街的角落發現了一排正在風乾的

福菜，一陣雀躍之喜襲上心頭，先看過了一次劉

興欽老師的畫冊，再漫遊於內灣老街之中，就像

穿越了時空隧道，連結了他們以前的童年生活。

走出老街，這次的輕旅行也步入尾聲，內

灣吊橋矗立在兩山之間，山谷下清澈的小溪從

石縫間往下游淙

淙流去，劉興欽

老師的作品陪伴

了許多人成長，

也翻印成了許多

人的童年美好回

憶。現在藉由結

合了一座古鎮，

讓更多現在的小

朋友去了解前人

的生活風貌，去

了解一位老畫

家、教育家、發

明家的創作與發

明，去學習那一

輩人的生活痕跡

與精神典範。

 ▲劉興欽漫畫教育博物館外的漫畫

人物歡迎您來聊聊。

劉興欽老師常被稱為老可愛，他在 1934年
出生在新竹縣大山背，17歲就讀於臺北師範學
校藝術科，也就是現在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9
歲畢業後開啟了第一段旅程－教師生涯。為了

不讓學生看不良讀物或漫畫，有藝術背景的他覺

得自己動手，將知識融入漫畫中，21歲時，他
便完成了第一本連環漫畫《尋仙記》，而後也漸

漸做出了成績，成立了出版社，也創建了書刊。

劉興欽老師有部家喻戶曉的漫畫系列《機

器人》，有一天，一位學生問他，這世界上怎麼

可能會有這麼厲害的機器人 ?這讓劉欽興老師決
定親手做出一台機器人來證明漫畫裡的故事絕

對不是欺騙小孩。就這樣，劉興欽老師開啟了發

明生涯，製作出第一台會教人讀書的教育機器

人，還賣了專利給美國玩具大廠。他開始暫停繪

畫，轉而踏入發明領域，總共得到國內 140多項
專利及 43項國際專利，不愧如他的打油詩所寫

 ▲本文作者與國寶漫畫家劉興欽

學長像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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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國家防災日複合式防災演練
◎總務處環安組

避難引導班進行人員疏散動作，至指定位置集

合、清點人員；此外安全防護班與校園安全組、

警衛室、救護班也分別同時進行「滅火水龍帶操

作使用」、「緊急意外救護」之演練。最後在陳

錫琦總務長致詞下，於 11時 40分順利完成本次
複合式防災演練。

民國 88年 9月 21日發生重創臺灣的「921
大地震」，不僅多處建築物毀損，同時也造成

重大死傷。有鑒於防微杜漸的必要性，政府自

91年起將每年的 9月 21日訂定為「國家防災
日」，並自 101年起於各級學校實施地震防災演
練。21年後的今日，教育部導入全災害的新概
念，將災害不分特別種類，整體落實災害防救的

可行性，並加強師生進行應變的能力，以避免重

大傷亡之情事發生。

今（109）年度本校「國家防災日」演練活
動於 109年 9月 23日舉行，由學務處、總務處
等行政團隊先行共同編組、規劃複合式防災演練

流程；防災演練前亦至各辦公室向本校教職員生

宣導、說明「趴下、掩護、穩住」等 3個地震演
練口訣及動作，以及演練當天實施時之相關注意

事項。9月 23日上午 11時 15分，本校廣播發
布地震訊息時，全體人員相當熟練地實作就地避

難掩護動作；並於第二次廣播警報發布後，配合

 ▲災害發生時全體師生於阿波羅廣

場集合等候指示。

 ▲傷患送至臨時救護站集中處理。

 ▲學生在救護人員的指導下學習

CPR操作。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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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防災演練以外，今年仍感謝臺北市

消防局特別提供「地震體驗車」、「煙霧體驗

室」、「防火宣導車」及「救心巴士」供本校教

職員生體驗，本校也加強宣導希望新生班級多多

參與。今年除了新冠病毒疫情，加上全球氣候變

遷導致極端氣候頻繁出現，大型天災發生頻率增

加，更突顯平時定期演練、保持警覺的重要性。

期盼一年一度國家防災日防災演練非僅流於形

式，而是讓大家親身模擬體驗災害來襲時之情境

時，熟悉相關應變步驟，降低生命財產損失。

 ▲學生在地震體驗車上體驗地震強度。

 ▲師生於煙霧體驗室體驗火場逃生。

 ▲社發系曾慧佳老師在總務同仁的指導下體驗滅火水

龍帶操作。

 ▲陳錫琦總務長 (前方帶帽者 )與同仁在消防人員的指
導下操作消防水槍。

 ▲小朋友也在消防人員的指導下順利操作消防水槍，

小姊姊在一旁鼓掌歡呼。

 ▲地震發生時，同仁按指示緊急避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