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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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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新聞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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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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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

學術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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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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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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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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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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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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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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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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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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力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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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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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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教育有信心　鐸聲悠揚無窮盡
－連寬寬校友專訪

◎秘書室校友中心　何怡君整理、撰稿

連寬寬校長目前擔任母校校友總會組織委

員會召集人暨臺北市校友會理事長。民國 57年
自臺北師專畢業，歷任教師、主任，後派任臺北

市湖田、太平、士東等國小校長，教育生涯共計

45年。退休後受聘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聘任督
學，擔任教育局多項評鑑業務之委員，可謂「風

華再現」。民國 85年母校百年校慶時，榮獲第
1屆傑出校友，是北師培育出來的優秀教育人
員。

請校長談談在母校學習時的印象。

我是母校五專第 1屆 57級畢業生。回想
起已是 58年前，至今將近一甲子的時

光，但仍讓人印象深刻、懷念不已。

當年能考入師專的都是十分優秀的學生。

求學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應該就是我們的導師—

廖幼芽老師。老師那時很年輕，剛從夏威夷回

來，教授土風舞，十分活潑亮眼。當時，她送我

們每一位同學一個貝殼做的胸針，有的是花草樣

式；有的是鳥類樣式，我珍藏了好久，一直捨不

得用。還有我們的實習老師—伊文柱老師，同學

都偷偷稱他「三毛」，他是我們的訓導長，對學

生很嚴格，但卻非常照顧我們，志願擔任我們的

實習老師，帶領我們到北投區的湖山國小住校實

習，連畢業旅行也是一直陪伴我們。

畢業後每年舉辦的同學會都會參加，直到

他身體不好，也還會勉力參加。在實習手冊中有

一篇文章是「打不破的鴨蛋」，因為班際比賽

時，我們班籃球賽總是掛零，終於有一次獲得 2
分，同學們都興奮不已，也就留下了這樣一篇文

章。最後是教授四書的姚秀彥老師和教國語的林

國樑老師，我的國語發音很標準，都是林老師嚴

格要求及訓練下的成果，也成就我後來成為臺北

市國語科輔導團主任輔導員。

師專時期，最特別的活動是環島畢業旅

行。當時的旅行過程是十分刻苦的。因為經費不

多，所以參訪後大都借宿在學校教室，桌子拼一

拼就可以睡覺了。到花蓮太魯閣時，為了訓練腳

力，從太魯閣入口走到天祥，因此練就了好體

力！

我們班名叫「紫塞」，是長城的意思，寓

意綿綿不絕，勉勵大家有毅力。師專因為五年同

窗，情誼深厚，畢業後大家同在教育界工作，雖

然分散各地，但每年都會聚會，只是隨著年歲

漸長，感嘆時光的流逝，更珍惜這近 60年的情
誼！

校長退休後都做哪些安排呢 ?
退休的第 1年，十分輕鬆，讓自己到處
玩。第 2年就被聘為督學，擔任多項業

務的評鑑委員。如協助全市國小交通安全教育訪

視，參加全國金安獎比賽，這八、九年來，都獲

得全國第一，為臺北市爭光。

另擔任臺北市國小退休校長協會的理事

長，籌募「學童急難助學金」暨其刊物「春風」

的編輯，為臺北市退休校長服務，彼此互相關

懷，舉辦健康講座和旅遊等活動。

另外，是參與由柯華葳教授和陳錦蓮校長

創立的「愛的向日葵」教育志工團志工，協助和

Q 1 ：

A ：

Q 2 ：

A ：

 ▲本校第一屆傑出校友連寬寬校長。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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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臺北市初任或需要幫助的老師們，讓教師在

班級經營和親師溝通及教師專業上有所精進和成

長。

同時在居住的社區擔任社區主委或監委，

協助社區建立工作機制和安全衛生的環境，讓大

家住得安心。

當然，為維護身心靈健康，參與健走、旅

遊等運動休閒活動也是不可少，如母校校友總會

健康促進委員會的健走活動，退休校長群組的健

走，都讓自己結交許多好朋友，增進自我身心健

康。

總之，退休後的生活一樣忙碌，一樣精

彩，但心態卻是十分愉悅，一方面樂活養生；一

方面擔任志工，持續貢獻專業知能，透過工作團

隊傳遞愛與智慧。

校長在母校校友會部分，擔任哪些職務

和工作？

由於自己是五專第 1屆校友，對母校有深
厚情誼，因此也樂於參與校友會各項活

動。臺北市校友會其實是母校最早成立的校友

會，自己在還未退休時就已加入。退休後擔任理

事長，就是希望凝聚校友的情誼與對母校的向心

力，同時關懷各屆校友，讓大家透過校友會，認

識不同時期的校友，凝聚北師精神，並以北師為

榮。

校友總會是一個全國性的校友會，由各縣

市校友會推薦優秀人才，進入校友總會。母校

120週年時，適逢擔任「國北師校友總會勸募學

生獎助學金」執行長，校友們努力捐款，金額高

達 1600萬元，協助母校弱勢向學之學生。近兩
年，同時擔任總會「關懷小組」委員，協助新北

市雙溪、澳底、貢寮、牡丹、福隆等 5校，預計
獲得每年 100萬，共計 3年的補助款。

您覺得該如何凝聚校友對母校的向心

力？

校友會的設立十分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

找到具有領導力和肯奉獻心力的理事長

和總幹事，讓校友們願意共同參與。因為大家都

有同學的情誼，如早期校友會主要幹部大多是

50∼57級。因為我們是五專第 1屆校友，有領
頭羊的作用，連續幾年的理事長都是 57級同
學。大家都說我們很優秀，包括傑出校友中，57
級的校友也特別多。甚至在募款上，為母校募得

最多金額。目前，會長是 64級，可見開始往年
輕一輩的校友們發展，這是很好的現象。

除了各縣市校友會的設立外，辦理校友音

樂會、校友畫展等，也都可以提升校友和母校的

連結。更重要的是能共同配合母校校慶，辦理

「逢十校友回娘家」的活動，利用寒暑假時回母

校辦理同屆校友聚會活動，可以凝聚校友對母校

的向心力。

在各行各業發展的校友，對學弟、學妹的

關照和提攜，及捐助母校獎助學金，這都是向心

力的展表現。同時透過傑出校友選拔及表揚，讓

更多優秀的校友加入，參與校友會，以母校為

榮。

Q 3 ：

A ：

Q 4：

A ：

 ▲民國 90年連任太平國小校長時與時任臺北巿長的
前總統馬英九先生合影。

 ▲太平國小百週年校慶，李登輝總統（填土者）蒞校

種樹。（中間為王金平院長、左為連寬寬校長）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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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請您給母校學弟妹一些勉勵的話

語？

記得自己剛畢業到具有歷史文化的西門國

小擔任資優班老師時，兢兢業業埋頭苦

幹，不論是科展、藝文、體育表演等活動，都會

全力以赴，屢獲佳績，甚至得到全國第 1名。
父親是早期的校長，他常說，教育是一種

富貴志業。「富」是因為教了許多學生，桃李滿

天下；「貴」是因為奉獻付出，受人敬重。

因此，期盼學弟妹終身學習，一定要培養

「冷靜的腦」、「溫暖的心」、「敏捷的手」、

「踏實的腳」的服務精神和態度。

連家歷代、書香傳家，曾曾祖父是清朝舉

人，祖父畢業於日治時期的「國語學校」（母校

前身），親族中擔任校長（含父親）和教師（含

母親）多達 70餘人，被譽為「教育世家」。服
務教育界 45年至屆齡退休，退休後持續擔任各
項志工；皆秉持上述理念，服務他人，樂在其

中。今年已 73歲，卻仍持續奉獻教育志業，樂
此不疲！

Q 5 ：

A ：

 ▲同學會邀請姚秀彥老師、廖幼芽老師、伊文柱主任（二排中至右）蒞臨指導。

師資第一　師範為先　國北校友莫或忘

◎國北師 77級　陳文斌

新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

會，在今天（1/16）召開第 8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會議正式開始前，首

先由黃于哲校友帶來魔術猜心，接

著由母校體育系大四學生鄭湧滄同

學上演扯鈴花招，為現場帶來令人

目不轉睛、熱鬧歡愉的開場表演。

母校陳慶和校長，在母校體育

館主持完校友盃籃球賽開幕後，專

程偕同陳永倉主任秘書、蔡葉榮學

務長、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等人，

校友園地

 ▲餐敘間，會員彼此敬酒好不熱鬧，母校陳慶和校長、新北市教育局

張明文局長、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特前來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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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向與會的近百位校友致意。陳慶和校長期勉

校友會和母校，透過更緊密的結合與互動，讓國

北教大的學術研究，經由國小教育現場的驗證，

達到作育兒童、改造社會的目標。

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偕同校友總會理監

事等人也一同蒞臨會場給新北市校友們致意。同

時藉由校友總會各個委員會的功能介紹，讓新北

市的國北教大校友們更能清楚知曉校友總會的功

能，及對校友們在經營學校上能提供更多的協

助。

「芝山鍾靈秀，東海智波揚，師資樹典

範，國脈賴輝煌，賴輝煌！作育兒童，改造社

會，任重道遠莫或忘！任重道遠莫或忘！堂構輝

煌烈，絃歌揚國光，國校教與學，努力求改良，

求改良！師資第一，師範為先，修己善群是所

倡！修己善群是所倡！」曾經熟悉卻遺忘的歌

詞，在新北市校友會第 8屆理事長洪中明的帶領
下，全場校友齊唱校歌，喚醒北師魂。

洪中明理事長期勉在場的校友們，不論是

在職任教，或已退休賦閒，都能發揮自身力量，

以同心圓的方式，向外擴散，將更多的校友們結

合起來，共同為教育奉獻，讓國北教大這塊金字

招牌永遠擦亮！

北師旺年會－憶往敘今、無比歡欣

◎新竹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　彭煥章理事長

109年 12月 31日於新竹縣芎林
鄉竹林園餐廳舉辦新竹縣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校友會旺年會，參加人員不限

新竹縣的校友，而是來自臺北、新

北、桃園、苗栗及臺中的校友，旺年

會創始會長溫正文學長表示，旺年會

成立於民國 44年 12月 31日，至今
已達 65年，當時邀約在北臺灣教書
的客家校友一同參加，分享一年來的

教學心得與生活樂趣；期間也曾移至

臺北辦理，後來又回到新竹縣由陳高

榮前理事長接任辦理，一直到現在由

彭煥章理事長繼續辦理。

雖然當天適逢寒流報到，但來

自各地的校友不畏風寒，仍然依約

參加旺年會的活動，感謝母校廖幼

芽教授、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全國校友總會陳

載福副理事長到場給予勉勵，也帶來母校新任陳

慶和校長、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的祝福，吳萬

福教授雖然無法前來，但提供「延年益壽的秘

訣」專文給到場的校友們，提醒大家要動腦、動

身、人際互動、與環境互動等四動，才能實現延

年益壽的理想。

校友們秉持著：同學是前世的債、今世的

情，常常來往，格外芬芳，有同學的地方，就是

最溫馨的地方，一口老酒、一首老歌、一聲同

學、一份關切，情誼綿長。年年的歲末是北師人

相聚的日子，大家一起憶往敘今、無比歡欣，真

是情深義重的旺年會活動。

編按：作者現為新竹縣竹東國小校長

校友園地

 ▲新竹縣校友會於餐會後合影。（前排右五陳載福副理長、左六廖幼芽老師、

左五彭煥章理事長、左四李佳玲主任、左三張文賢先生、左一曾蘭香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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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母校－金門有你真好

◎國民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學分班 90級　余鳴

首先要為金門教育有今日的成就，感恩母

校長年對偏鄉離島的用心。

金門地處臺灣西部，福建東南隅的蕞爾小

島，雖然先總統　蔣公在金門設置九年國民義務

教育的起始點，但五、六○年代師資不足，導致

師資良窳不齊，而我就是搭上這教師荒的末班車

返鄉服務。

我於民國 69年自師大返鄉接受當時金門文
教科分發至料羅柏村國小服務，憑著對教育的熱

愛與執著，經歷過導師、組長及主任，長達 33
年始終如一，未曾更換過學校，我相信孩子的可

塑性，只要給予機會，都可以讓孩子體驗快樂的

成功經驗。因此，在教學或訓導過程中總會想無

盡藏地把所知所學教授之，深恐有遺珠之憾。然

為了因應教育環境的改變，無論在教學專業或教

學技能的提升，不時抓住各項增能機會主動向校

方爭取，希望偏鄉孩子的學習不能落後太多。值

得一提的是 70－80年代，國小社會領域課程實
驗課程正大力推展，我也參加實驗的行列，定期

至板橋教師研習會與全國社會領域實驗老師共同

研究、討論及分享，將其經驗和心得帶回金門，

不久，縣府教育局借重我幾年的實驗經驗，要我

担任社會領域的教學輔導員，無形中教學相長，

自己也成長許多。

要馬兒好，就要給

馬兒吃好草，有鑑於臺灣

本島實施研究所 40學分
班進修課程已有一段時間

了，而當時離島偏鄉地區

尚無此進修課程，為方便

離島教師也能有相同的進

修機會，母校（時稱國立

臺北師範學院）排除萬

難，於 85、86年間終於
在金門成立暑期研究所 40
學分班，給了金門教師們

方便進修的管道，大大提

升教師的專業素養，使得金門的教育水平又向上

提升。回顧當時老師殷殷期盼能早點進入 40學
分班的火熱程度，足見老師對自我成長的需求若

渴。我也於民國 90年完成 40學分班進修課程，
返校後將所學投注於教學中，感謝母校克服師

資、經費、時間與交通食宿等問題，率先滿足老

師這方面的需求，可說是功不可沒。

自母校成立校友會以來，金門鮮少參與校

友會活動，母校為能集結校友力量，且能普遍照

顧到各地校友，特委請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於

110年 1月 12日專程蒞臨金門和校友們聚聚，
彼此交談甚歡，除了介紹母校發展近況，也關心

在金校友們的教學及生活情形，同時更希望金門

能召集校友們積極參與母校各項校友活動，共同

為母校發展奉献心力。

校友園地

 
▲

本文作者余鳴校

長，110.2.1日甫
自金門縣烈嶼鄉

卓環國小退休，

教育服務 30 餘
載，始終如一。

 ▲ 110.1.12母校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中）到訪金門，表達母校對金門校友的
關心並致贈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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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凝聚國北校友情誼 ◎體育學系 93級　黃仁賢

北教大校友開枝散葉，籃球校友聯誼會自

108年底成立後，迄今 2年，積極推廣活動，不
遺餘力，目的就是要讓每一位校友都有難忘的回

憶，讓每一位曾經是國北的學子或老師都能感受

到我們的用心與感恩。

本（110）年度 1月 15日母校體育館舉辦
校友及學童組籃球錦標賽，參加隊伍有 39隊，
參加人數近千人，本次擴大舉辦為 3天，共 72
場次，創下新舉，熱鬧非凡！

比賽當日分為 4組，校友組、男童甲組、
男童乙組、五年級男童組，其中男童乙組及五

年級組各有 16所學校參加，為各組參賽隊伍之
冠。籃球比賽相當吸引人，不論是場上兩隊的競

爭，或是場邊教練、觀眾的加油聲！都讓人震撼

感十足。看著選手專注的眼神，賣力的防守！你

怎麼能不愛籃球呢！

校友盃的舉辦，目的在於促進校友間彼此

的聯繫、增進情誼，同時達到推廣籃球運動，精

進籃球技能，帶動籃球運動風氣！

回憶在國北的種種，所有活動緊湊豐富又

極富意義，想要感受一下籃球的魅力嗎？舉凡母

校大學部及研究所畢、肄業同學暨曾任母校教職

員者，均歡迎申請入會。

明年第 3屆校友盃籃球邀請賽，精彩可
期，期待您的蒞臨參與！

 捐款芳名錄（110.1.1∼ 110.3.31）  ◎秘書室校友中心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元 ) 用　　途

110.01.13 財團法人臺北市臺灣省城隍

廟
10,000 贊助本校臺南府城校友會辦理「110年寒假臺南安溪試教梯

隊」。

110.01.20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 200,000 贊助北師美術館「One Piece Museum館校合作計畫」捐贈
款。

110.02.01 李正堯 12,000 捐贈指定雨賢廳 Steinway D-274鋼琴大屋根噴漆與拋光、
搬運費。

110.02.17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

教公益基金會
96,000 109學年度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0.02.22 陸莉 17,312 捐贈特殊教育學系獎學金（指定用於畢保德 PPVT獎學金）。
110.02.22 LLOYD M. DUNN 17,312 捐贈特殊教育學系獎學金（指定用於畢保德 PPVT獎學金）。
110.03.04 吳文貴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0.03.11 周芳玉 5,000 捐贈校務基金。

110.03.11 周芳玉 27,6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0.03.15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贊助本校愛護地球社辦理「第 9期愛護地球推廣營」。
110.03.16 李正堯 5,000 捐贈音樂系 2021.5.29鋼琴教學研討會。
110.03.16 何怡君 2,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0.03.22 池勝和 1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0.03.25 耀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贊助國北教大藝設系藝術組畢業展。

校友園地

 ▲本屆籃球錦標賽誓師

大會，陳慶和校長

（後排右 12）亦率母
校師長蒞臨參加。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捐款方式 
本校竭誠歡迎各界捐款，無論使用哪一種方式捐款，務請您致電校友中心（02-27321104轉

82085或 82185），告知我們您的大名、連絡電話與捐款金額。若有指定用途，也煩請告知。感謝您！

現金捐款 請逕至本校校友中心或出納組（行政大樓 2樓）直接捐款。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專戶」為收款人，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以
掛號郵寄「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中心收」。

銀行匯款

與 ATM轉帳
●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　● 帳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專戶
● 帳號：185350004105　（銀行匯款與 ATM轉帳需負擔手續費，敬請注意）

信用卡捐款 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書，填寫完畢後，傳真或送至校友中心，傳真號碼：(02)2738842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姓名／機構名稱

聯 絡 方 式 電話：（ 　 ）　　　　　　傳真：（　  ）　　　　　　行動：

通 訊 地 址
□□□ -□□

電 子 信 箱

身 　 　 分
□北教大校友，民國　　　　　年　　　　　　　　　　系／所／班　畢（結）業

□北教大教職員　　□家長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捐
款
內
容

捐 款 金 額 民國　　　　　年　　　　　月，本人捐款新台幣　　　　　　　　　　　　元整

捐 款 用 途
□校務發展基金　　□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指定用途（請說明） 　

信
用
卡
捐
款

持 卡 人 姓 名 卡 別 □ VISA　　□MasterCard　　□ JCB

卡 號 □□□□ -□□□□ -□□□□ -□□□□
發 卡 銀 行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有 效 期 限 西元 20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方式如下：

□單筆捐款　於民國　　　　　年　　　　　月，單筆捐款新台幣　　　　　　　　　　　　　　元

□固定捐款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

　　　　　　固定　□每月　□每年　捐款新台幣　　　　　　　　　　　　　　元

收
據

抬頭名稱：□同捐款人　　指定 　

寄送地址：□同通訊地址　其他 　

＊捐款可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列舉扣除額 100％扣除。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網站與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是　□否 
填妥本單後，傳真或郵寄此捐款同意書至秘書室校友中心，即完成捐款手續。

● 捐款專線電話：02-27321104 或 02-66396688轉 82085 　　● 傳真號碼：02-27388427 
● 郵寄地址：10671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秘書室校友中心



發行人：陳慶和

主　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訊編輯小組

地　址：106-71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網　址：http://academic.ntue.edu.tw/files/11-1007-332.php
電　話：(02)2732-1104 # 82014
e-mail：milk1015@tea.ntue.edu.tw

volume 204 (季刊)
110 2 17

Richard Lin
Lev Solodovnik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