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新聞

隆遠集團莊子華董事長慨捐新臺幣 800萬元挹注本校創新永
續發展
「卓越隆遠講堂」掛牌，期盼國北教大培育出以莊董事長為榜樣的卓越領袖

人才，更盼莊董事長的仁風義舉持續澤被國北教大，支持國北教大「創新永

續」及「隆盛久遠」

◎秘書室

『隆遠集團』為事業範圍涵蓋建設、營

造、資訊安全、產物物聯網、藝文展覽、生技醫

療等多元經營之企業，董事長莊子華先生向來熱

心公益及重視臺灣教育發展，為支持國北教大多

元轉型、創新永續發展，莊董事長於 110年 8月
25日捐贈新臺幣 800萬元挹注本校創新永續發
展基金，運用於學生、教師、系所及學校整體等

各方面發展，本校特舉辦捐贈儀式，由莊董事長

簽署象徵新臺幣 800萬元的巨幅支票，陳慶和校
長代表本校受贈致詞感謝，並致贈感謝狀，表達

對莊董事長的感謝。同時將本校篤行樓 803高互
動教室命名為「卓越隆遠講堂」，並於 10月 12
日邀請莊子華董事長及劉合琛總經理蒞校與本校

陳慶和校長、孫劍秋副校長共同揭牌，現場並有

行政主管、師長、同學及同仁到場觀禮，一起見

證並慶祝這重要的時刻。

莊子華董事長於 8月 25日捐贈儀式致詞時
談到其本身雖非國北教大校友，與本校的淵源也

僅為其父親於日治時期就讀臺北師範學校（國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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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陳慶和

校長（中）

率本校師長

與隆遠集團

莊子華董事

長（中左）

及其團隊就

企 業 及 大

學「社會責

任」之理念

進行交流。

（110.8.25）

 ▲隆遠集團莊子華董

事長（左）簽署捐

贈本校新臺幣 800
萬元，由陳慶和校

長（ 右 ） 代 表 受

贈。（110.8.25）

 
▲

本校陳慶和校長代表

學校致贈感謝狀，表達對

莊董事長的感謝。（110.8.25）

隆遠集團莊子華董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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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大前身）分割的臺北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

校，但因擔任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會長，

聯繫各領域傑出校友而結識陳校長，並被陳校長

的治學理念感動，有機會可以參與本校「創新永

續發展基金」，深具意義。尤其在陳校長的擘劃

下，對學生培優圓夢的規劃，也和莊董事長長期

以來支持學生創新發展的理念和做法相同，他表

示，其母校臺灣科技大學學生經常出國參加各項

比賽，所需經費大部分由其所挹注之基金提供，

學生屢獲佳績，他也深感欣慰。

莊董事長對於本校未來發展，也提出建議

及期許。他表示，在學校空間的部分，以長遠而

言，具有代表性建物非常重要，如同臺灣大學有

傅鐘、東海大學有路思義教堂，建議本校創建可

以讓人印象深刻、與學校具連想性的建物。莊董

事長同時也期許本校運用學校各項對社區民眾、

鄰里有益之資源回饋鄰里，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USR）。他更表示，企業有各方面領域人才的
需求，隆遠集團需要非常多優秀人才加入，他歡

迎本校優秀畢業生進入隆遠集團服務。

此外，莊董事長於 10月 12日「卓越隆遠
講堂」揭牌致詞時也特別強調，自幼謹遵其父親

叮嚀行事儘量低調，不求出名，之前他的母校臺

灣科技大學擬以他的名義就學校某棟建築物冠

名，當時即予婉拒。這次是將第一次的冠名獻給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主要是因為他個人沒有機會

在國北教大受教育，希望能有機會跨出另一個新

領域支持國北教大創新發展，並期盼在陳校長的

帶領下，國北教大校務蒸蒸日上。

本校陳慶和校長於致詞時表示，為因應外

在環境變化及少子化嚴重壓縮就業機會，強化學

生就業競爭力，以培育學生接軌社會發展趨勢的

就業與創業能力，並善盡公民社會責任，國北教

大現正積極致力多元創新轉型，惟多數創新發展

精進計畫均面臨經費不足的窘境。莊子華董事長

自幼受良好家庭教育薰陶，秉持對人及社會有益

的理念經營及管理其龐大事業群，並重視社會責

任及臺灣教育，莊董事長支持贊助的各項公益活

動、教育助學及善行不勝枚舉。當他了解本校推

動多元轉型、創新永續發展，面臨經費困境後，

 ▲隆遠集團莊子華董事長於捐贈儀式中致詞，分享企業社會責任理念。（1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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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慷慨解囊欣然同意捐贈本校 800萬元。
此外，陳校長也就捐贈款項的應用規劃提

出說明，他表示，本筆款項將投入本校創新永續

發展基金運用，規劃支應於延聘國際頂尖師資的

彈性薪資、弱勢與優秀學生獎助學金、系所特色

發展整合服務中心補助經費等，尤其目前由心諮

系成立的「心理諮商與健康促進研究中心」；近

期預計將由特教系、教育系及幼教系等系所，就

兒童發展及早期療育，共同成立相關發展療育中

心；以及將由體育系、資科系及數資系等系所，

協助規劃就運動科學及體適能科技進行研究等，

藉由基金的支持，發揮本校各系所特色專業，建

構教學、研究、服務三位一體的整合機制來提升

非師培生之就業競爭力；以及服務本校教職員工

生與社會大眾，進而建立本校特色品牌；並善盡

大學社會責任，同時也能實踐莊董事長對人及社

會關懷與助益的理念。

陳校長進一步表示，本校致力於培養具就

業及創業能力，並能善盡公民社會責任的學生，

莊子華董事長無疑是本校學生效法學習的最佳典

範。他表示，莊董事長長年積極參與公益，關心

臺灣教育，對於各界公益活動及教育相關經費需

求，總是不遺餘力的支持與贊助，出錢出力，全

心投入，在本校急需經費之時，更慷慨捐輸 800
萬元，猶如天降甘霖，惟學校各項精進計畫及建

設均具延續性，不能因後續經費無以為繼，使之

中斷而前功盡棄。因此，在感謝莊董事長對本校

無私付出大愛的同時，也期盼在莊董事長仁風義

舉的引領下，帶動更多社會賢達及公益人士伸出

援手挹注本校創新永續發展基金，協助本校多元

創新永續發展，培育更多國家社會菁英良才及中

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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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越隆遠講堂」揭牌儀式，本校師生熱烈與會。

前為莊子華董事長致詞，左為本校陳慶和校長。

（110.10.12）

 ▲本校陳慶和校長（右 2）、隆遠集團莊子華董事
長（左 2）、劉合琛總經理（左 1）及孫劍秋副
校長（右 1）為「卓越隆遠講堂」共同揭牌。
（110.10.12）

 ▲本校篤行樓 803高互動教室命名為「卓越隆遠講
堂」，期盼培育本校學子成為國之棟樑。

 ▲本校陳慶和校長（右 2）、隆遠集團莊子華董事長
（左 2）、劉合琛總經理（左 1）及孫劍秋副校長
（右 1）於揭牌後合影。（11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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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文姿云校友東京奧運為國爭光
— 賀本校體育學系文姿云校友代表國家參加 2020東京奧運空手道女子 55
公斤級個人對打賽榮獲銅牌

◎體育學系　陳益祥教授

文姿云為本校體育學系 105級畢
業校友、空手道個人對打 55公斤級選
手，目前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

學系碩士班。文姿云在 2014年、2018
年接連奪得亞洲運動會空手道比賽 55
公斤級金牌，是亞運史上空手道女子

第二量級連續 2屆摘金的第一人。
2015 年、2017 年、2018 年 3 度奪得
亞洲空手道錦標賽金牌，並於 2016
年、2018年世界空手道錦標賽獲得銅
牌。臺灣自 1986年於澳洲雪梨世錦賽
女子團體賽奪金後，暌違 30年終於再
度登上世錦賽的頒獎台。2017年 4月世界空手
道總會（World Karate Federation, WKF）公佈最
新世界排名，文姿云以積分 4515分奪下女子空
手道 55公斤級世界排名第一的后座，運動生涯
首次登上世界第一的高峰。2021年舉辦的東京

奧林匹克運動會，是文姿云首次參加夏季奧林匹

克運動會，並在準決賽面對世界排名第一的烏

克蘭選手 Anzhelika Terliuga，終場雙方平手（4-
4），經裁判團決議判定 Anzhelika Terliuga獲勝
（國際空手道協會稱為「判定勝」）。文姿云因

此獲得空手道女子 55公斤級的銅牌，為臺灣在
奧運空手道項目的首面獎牌。

編按： 「判定勝」是指比賽過程中，雙方均未被
擊倒或投降時，則透過比賽過程中執行技

術的得分加總，作為判定依據，分數高者

獲勝，若同分則交由主審裁判判決。（來

源：武甲總合武術 － Martial Armour臉
書）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相關新聞之各大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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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文姿云校友於 2020東京奧運空手道女子 55公斤級個人對打賽
中榮獲銅牌。（來源：體育署）

 
▲

文姿云於 9月 17日返回母校與師長分享獲獎榮
耀。（右 3陳慶和校長、左 3文姿云校友、左
2蔡葉榮學務長、左 1陳永倉主任秘書、右 2
體育系陳益祥主任、右 1體育系吳忠誼老師）

 ▲東奧比賽時，文姿云於最後關頭反擊踢勾成

功，扳平比分。（來源：體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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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體育系蕭佑然同學代表國家進軍奧運

◎體育學系　陳益祥教授

體育學系 111級蕭佑然同學代表國家參加
2020東京奧運競技體操男子團體賽，並獲得第
10名的成績。而在個人項目方面，資格賽時在
最擅長的鞍馬項目出現失誤，未能晉級鞍馬決

賽，非常可惜。以佑然的鞍馬實力若無失誤，可

以順利進入決賽，並且很有機會奪取獎牌。佑然

同學並未因此喪失鬥志，相反地，他目前正積極

備戰 10月份舉辦的體操世界錦標賽及明年亞洲
運動會，並期盼繼李智凱之後，能在 2024巴黎
奧運會再為我國贏得奧運體操項目的獎牌。

蕭佑然自 3歲開始學習體操，小學一年級
正式加入長春國小體操隊參加訓練，18歲入選
2018年亞運代表隊，為中華隊世錦賽男團中最
年輕的選手，曾於 2020全大運中拿下 3面銅
牌。2019年 10月的世界競技體操錦標賽，蕭佑
然和隊友李智凱、唐嘉鴻聯手在團體項目以第

8名闖入決賽，最終在決賽排名第 6，為隊史首
次進入世錦賽男子團體決賽，也因此取得 2020
年東京奧運團隊參賽資格，為 1964年東京奧運
後，相隔 56年再以成隊形式出賽。他也在鞍
馬項目進入決賽，拿下 14.733分，以第 7名作
收。男子體操隊也在 2020年臺灣體育運動精英

獎頒獎典禮上獲得最佳運動團隊殊榮，為隊史首

次獲獎。

蕭佑然除了代表中華隊進軍 2020東京奧運
外，還發揮創意，以美麗的臺灣藍雀為發想，為

國家體操隊設計了隊服，其靈感來自於體操選手

在空中飛騰翻轉、華麗炫技的姿態，與臺灣藍雀

展翅高飛、翱翔天際的身影頗能互相呼應。這套

出色的戰袍使得中華體操隊在賽場上十分吸睛。

蕭佑然知道設計的隊服博得多方讚賞時，開心笑

道：「我人生最大的貢獻就是做出這件衣服。」

（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相關新聞之各大網站及李智凱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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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佑然同學在鞍馬上的英姿。（來源：中華體操協會）

 
▲

蕭佑然於得知獲選

國家代表隊資格

後，接受媒體採訪

時開心表示：會繼

續把握機會。（來

源：愛爾達電視

20210608）

 ▲中華男子體操隊李智凱、唐嘉鴻、徐秉謙、蕭佑然

（右 1）、游朝偉和林冠儀，在 2019世錦賽中拿
下團體決賽第 6名，順利取得奧運男子 4席參賽資
格。（來源：ETtoday新聞雲）

 ▲東奧體操隊戰袍出自蕭佑然（右 2）之手。
（來源：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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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
◎學務處校園安全組

今年因應 covid-19疫情之影響，為維護師
生健康與安全，於 9月 22日首次在大禮堂以線
上直播的方式舉行本校 110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
活動，以協助新生認識本校環境、瞭解學校概況

及校內各項學習資源。

本校陳慶和校長於致詞時，代表學校歡迎

大一新生加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大家庭，並以

曾任蘋果（Apple）公司董事長及執行長的史蒂
夫 賈伯斯（Steve Jobs）帶領蘋果公司成功的
關鍵－「持續創新」及「跨域連結」為例，鼓勵

新生在國北教大全力以赴，學習如何具備創新思

維，及堅持持續創新的信念，進而奠基跨領域及

創造力之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能力，以
因應現今社會發展趨勢及職場跨域多元專長人才

之高度需求，進而能順利就業及創業，並善盡公

民社會責任。

今年約有近 1300名新生成為國北人，包含
大學部、研究所及博士班新生。陳校長致詞時表

示，本校創校迄今已邁入 126年，擁有優質深厚
的師培、教育、人文藝術、數理與科技、文教法

律、經營管理及文創等領域的優良師資及完善的

軟硬體設施，向為小學師資培育龍頭，但學校不

能因此自滿，尤其近年來社會、經濟、國際局勢

等外在環境的變化劇烈，這兩年又因疫情的衝

擊，徹底改變了產業生態與工作型態，更嚴重壓

縮同學們未來的就業機會，如何培養同學具備接

軌世界發展趨勢之就業與創業能力，以及如何強

化就業競爭力，是學校及同學們亟須面對及克服

的重要課題。

陳校長進一步強調，本校必須集結所有教

職員工生，以及最支持學校的校友們、企業界及

社會公益人士的力量，強化與精進「教學、研

究、服務、行政、品牌」5大核心作業系統，達
成教育創新師培龍頭、專業跨域創新學園、產研

趨勢研發基地、社會正向發展重鎮、健康樂活永

續校園、整合創新特色大學校務發展等 6大願
景，以利同學們未來能順利就業及創業，發揮所

學、創新人生，並善盡公民社會責任。陳校長並

就學校目前及未來如何強化及精進前述校務發展

6大願景之建構意涵逐一說明，使新生能充分瞭
解就讀本校之未來發展前景。

巴白山教務長也以《禮記》《大學》篇

中「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期勉新生從此刻起，秉持堅持的力量及信

念進行學習，在大學、研究所，甚至未來持續貫

徹終身學習，並與社區、地方互動，培養國際觀

及跨域學習整合的能力，同時將社會責任深植於

心中，體現在自我的行動力上，終其一生維持善

念，並將善念感染周遭親朋好友及國家社會。

學務處由生活輔導組、資源教室、衛生保

健組、體育室、課外活動指導組、校園安全組、

原資中心、心理輔導組等單位同仁，分別就其業

務服務、學生輔導項目及各項資源，向新生逐一

進行介紹，使學生能充分了解在校園生活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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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陳慶和校長於 110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中致
詞歡迎新生加入國北大家庭。

 ▲巴白山教務長也於會中期勉同學努力學習，培養國

際觀及跨域學習整合的能力。



焦點新聞

109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商管、民生、生農學門
成果交流會圓滿完成

◎研發處綜合企劃組

本校於 109、110年度擔任教育部教學實踐
研究計畫北區基地學校，協助建構臺北市、新北

市、基隆市以及金門等地區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

究跨域支持網絡，並辦理各項教師專業成長講座

及工作坊、補助跨校教師成立教學實踐研究同領

域或跨領域社群，實質協助並輔導教師將教學方

法、策略等落實在大學課堂之中，以提升教師教

學實踐研究品質與教學效能。

本校於 8月 26日至 27日辦理 109年度教
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商管、民生暨生農學門計

畫成果線上交流會，共有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商

管、民生及生技農科學門約 230位計畫主持人發

到學習、生活、心靈、健康、運動、社團、校園

安全等方面問題時，可以尋求輔導協助之單位。

接續由師培處、教務處註冊課務組及教發

中心分別進行「大學新鮮人職涯探索與規劃」、

「課務與學習地圖及數位學習履歷介紹」等報

告，將校園各項師培、課務有關資訊向新生

做完整介紹，協助新生儘速適應並展開大學

新生活。最後並由學生會第 27屆林庭羽會
長分享在國北教大學習與生活的經驗，並以

國北教大擁有便利的交通環境及豐富的學術

資源，是一個可以進行自我探索且選擇多元

的場域，提醒學弟妹認識自我，在未來四年

自由思考自己可能的未來，並塑造想要的自己。

衷心祝福每一位新生在踏入本校求學生涯

之際，能以開放的心胸與態度，多方嘗試各種專

業領域的學習、築夢踏實，以成就更美好、更完

善的自己，創新人生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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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

長於開幕致詞時表達

教育部對提升高等教

育與精進教學研究之

決心。

 ▲本校陳慶和校長於開幕致詞時

簡述本校實施教學實踐研究計

畫之豐碩成果。

 ▲多位師長一早就到本校大禮堂參加新生始業式

的線上直播。（前排右至左為孫劍秋副校長、

陳慶和校長、巴白山教務長、陳永倉主任秘

書）

 ▲本校 110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式線上直播—
新生於線上簽到時向校長道早安。



焦點新聞

表近一年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與發

現，並有近 1500位大專院校教師線上參與及觀
摩交流。

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於開幕致詞時表

示：能夠透過本次活動，讓各位教師激盪出更多

智慧的火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自 107年首次
辦理教學實踐計畫以來，申請通過件數已經從

1000件提升到今年的 1500件，每年投入 4億多
的經費，顯示出教育部對提升高等教育與精進教

學研究的決心。

本校陳慶和校長於致詞中表示，本校教師

一向關注課堂教學與實踐成果，積極申請教育部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10年度獲補助件數較 107
年度成長接近 2倍，109年度每師平均件數更為
公立一般大學之冠，奠基目前亮眼成果，本校將

持續致力於教學品質提升、落實學校辦學任務。

本校自 107年度首度發行《教學實踐與創新》學
術期刊，提供教學實踐成效或創新研究成果發表

之舞台，至今已發行 4卷 7期，徵稿主題涵蓋教
學實踐研究升等論文、高等教育課堂教學研究、

教學實踐創意分享等，竭誠歡迎獲得教育部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補助之教師，將計畫成果投稿至本

期刊以推廣計畫執行成效。

本次成果交流會為落實中央指揮中心的防

疫政策，採用線上模式辦理，發表教師以事先錄

影的方式進行成果發表，並在發表後透過雲端會

議室的模式，與評審委員、與會者進行問答與交

流，圓滿地達成教學實踐計畫執行經驗與成果交

流分享，展現大學教育現場第一線教師們優秀且

豐沛的教學與研究能量。

110學年度行政及學術主管名單（第 1學期） 
◎人事室

校　長 陳慶和 副校長 孫劍秋

【學術單位】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院長 吳麗君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系主任 張芳全

教育學系系主任 黃永和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系主任 盧　明

特殊教育學系系主任 詹元碩

心理與諮商學系系主任 孫頌賢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系主任 王淑芬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所長 王俊斌

人文藝術學院

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張欽全

語文與創作學系系主任 鄭柏彥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系主任 戴雅茗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系主任 游章雄

音樂學系系主任  林玲慧

臺灣文化研究所所長 何義麟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系主任 林義斌

理學院

理學院院長 翁梓林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系主任 楊凱翔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系主任 周金城

體育學系系主任 陳益祥

資訊科學系系主任 王鄭慈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系主任 林仁智

學位學程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 林詠能

學位學程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魏郁禎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林宜靜

附設實驗國小

校　長 祝勤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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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聞

【行政單位】

秘書室

主任秘書 陳永倉

校友中心主任（組長兼辦） 李佳玲

教務處

教務長 巴白山

招生組組長（職員） 王嫻雅

註冊與課務組組長（職員） 孫婉寬

出版與宣傳組組長（職員） 柯志平

華語文中心主任 許文獻

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長 蔡葉榮

專門委員 吳仲展

心理輔導組組長 謝曜任

生活輔導組組長 呂理翔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蕭世輝

衛生保健組組長 （待聘）

校園安全組組長 吳秉濂

體育室主任 林顯丞

總務處

總務長 陳錫琦

文書組組長（職員） 吳仲展（代理）

事務組組長（職員） 莊秋郁（簡任秘書兼辦）
出納組組長（職員） 袁婷婷

營繕組組長（職員） 張植善

保管組組長（職員） 邱紀寧（代理）

環安組組長（職員） 王怡忠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范丙林

國際事務組組長 李之光

綜合企劃組組長（職員） 吳炘如

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主任 林展立

進修推廣處

處長 王維元

進修教育中心主任 （待聘）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張朝清

圖書館

館長 翁聖峯

採編組組長（職員） 許嘉珍

期刊組組長（職員） 李淑娟

推廣組組長（職員） 侯曉玲

典閱組組長（職員） 陳怡佩

資訊資源組組長 曾世豪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處長 陳錦芬

課務組組長（職員） 劉鳳雲

實習組組長（職員） 劉育秀

輔導組組長 簡雅臻

人事室

主任（職員） 陳怡君

主計室

主任（職員） 柯淑絢

組長（職員） 董雅芬

【輔助單位】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中心主任 游象甫

設備暨網路組組長（職員） 王彥欽

系統組組長（職員） 殷健雄

教育訓練組組長 許佳興

北師美術館

館長 王維元（代理）

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張文德

教學專業發展組 陳玟樺

學生學習促進組 陳宏彰

教學科技推廣組 賴秋琳

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 巴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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