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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表現

賀！本校進入 QS「2022年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
◎研究發展處綜合企劃組

110年度優良導師獎名單
◎學務處生輔組

英 國 高 等 教 育 調 查 機 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於 110年 11月 2日公布 2022年
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今年擴大排名數量至 687
所大學，臺灣計有 46所大學入榜，本校排名在
451至 500名。

QS亞洲大學排名指標，包含學術
聲望（30%）、雇主聲望（20%）、
生師比（10%）、教學人員擁有博士
學位比率（5%）、平均論文被引用率
（10%）、論文人均發表量（5%）、
國際學術合作（10%）、國際教職員
（2.5%）與國際學生數（2.5%）、薦
外交換學生（2.5%）與外薦交換學生
（2.5%）等項目。

本校進入 QS「2022年亞洲最佳大
學」，顯示近年學術發展與國際化推動

已有初步成果，未來將持續追求卓越，

系所 職稱 教師姓名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教授 王學武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副教授 薛婷芳

特殊教育學系 副教授 林秀錦

語文與創作學系 副教授 周美慧

臺灣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蘇瑞鏘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副教授 鄭彥修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助理教授 蘇愛媜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助理教授 李明學

資訊科學系 助理教授 許佳興

以開創永續、發展新局。

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022名單網址：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
asian-university-rankings/2022



16

師生表現

本校 126週年校慶「校務發展貢獻獎」受獎清單
◎秘書室

頒發獎項 獲獎依據 獲獎者

109學年度競爭型計畫貢獻獎 本校爭取教育部多項競爭型計畫，

獎勵競爭型計畫超過 100萬元之
承辦單位或主持人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教學發展中心）

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發展處）

109學年度政府部門
（含科技部）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貢獻獎

獎勵 109學年度獲政府相關部門
（含科技部）委辦、補助及產學合

作計畫金額超過 100萬元之單位
或個人

周淑卿、張新仁、劉遠楨、

陳錦芬、楊凱翔、薛婷芳、

張郁雯、范利霙、方真真、

盧玉玲、盧姝如、孫劍秋、

李昆展、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試務行政組、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

學生事務處體育室、

教務處招生組、

學生事務處資源教室、

教育學院、

進修推廣處、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

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組

110學年度大學部註冊率及
續讀率績優學系獎

本校 110學年度註冊率及續讀率
序位合計前 3名之學系

教育學系

體育學系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108學年度畢業 1年就業率百分
百系所獎

獎勵本校 108學年度大學或研究
所畢業 1年就業率 100%之系所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臺灣文化研究所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10年度通過教師甄試人數最多
學系獎

獎勵 110年度考取教師甄試人數
（不含公費）前 3名學系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24人）
教育學系（21人）
體育學系（7人）

110年度通過教師資格考試績優
學系獎

獎勵應屆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人數前

3名學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49人）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39人）
教育學系（39人）

109學年度職涯導師服務獎 獎勵 109學年度提供個別諮詢受
益學生總人次與總時數序位合計前

3名職涯導師

許允麗、魏郁禎、郭葉珍

109年度校務基金貢獻獎 獎勵 109年度對校務基金貢獻超
過 100萬元之推廣教育單位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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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第 26屆傑出校友名單
◎秘書室校友中心

姓名
母校畢業

年份科系所
曾獲表揚之機關暨傑出或特殊獎項 現職

劉碧賢 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碩士 94級
• 榮獲臺北市 109學年度特殊優良老師「校長類」
• 榮獲臺北市 109年度優質學校「校園營造」獎及教育 111標竿
學校認證 

• 榮獲臺北市 108年度優質學校「學生學習」、「資源統整」獎項
• 榮獲教育部 106年校園空間美學特色學校計畫特優
• 榮獲教育部 93年教學卓越金質獎

臺北市溪口國

小校長

祝勤捷 自然系博士班

110級
• 榮獲臺北市 110年度優質學校九向度績優學校
• 榮獲臺北市 110年國民小學閱讀磐石績優學校
• 榮獲教育部 110年「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優良種子學
校

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附設實驗

國民小學校長

顏政通 師專普師資科 
77級

• 榮獲教育部 110年度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 榮獲教育部 109學年度頒發資深學務主管
• 指導學生參加 108年全國系際盃排球賽 榮獲女子組第三名
• 指導學生參加 100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榮獲技專校
院組 -體能、康樂性特優獎

馬偕學校財團

法人馬偕醫護

管理專科學校

學務主任

陳建文 教育系碩士班

108級
• 榮獲基隆市 109年教澤獎
• 榮獲教育部 103年師鐸獎
• 榮獲基隆市 103年特殊優良教師
• 榮獲基隆市 100年優良教師
• 榮獲 100年全國優秀社會青年

基隆市深美國

小校長

吳惠花 語創系碩士班

96級
• 榮獲教育部 110年第八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 榮獲教育部 109年杏壇芬芳獎
• 榮獲教育部 108年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小閱讀亮點學校
• 榮獲教育部 105年閱讀磐石獎

新北市淡水國

小校長

鍾雲英 教經系博士班

105級
• 榮獲教育部 110年度第一屆體育績優學校傳炬獎
• 榮獲教育部 110年度體育班績優學校獎
• 榮獲教育部 108年第六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 榮獲教育部 100年體育績優學校獎
• 榮獲教育部 99年度閱讀磐石獎

新北市立清水

高中校長

陳月滿 教經系碩士班

95級
• 榮獲教育部 106年度防災校園建置第一類學校績優獎
• 榮獲教育部 104年度閱讀磐石獎
• 榮獲教育部 99年度綠色學校金牌獎
• 榮獲教育部 99年度教學卓越獎 -銀質獎

新北市昌平國

小校長

葉誌鑑 師專普通科

76級
• 榮獲新北市 106年度教學卓越獎甲等
• 榮獲教育部 104年度健康體位輔導與推廣計畫特優學校
• 榮獲教育部 103年健康促進學校國際認證金質獎

新北市忠義國

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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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母校畢業

年份科系所
曾獲表揚之機關暨傑出或特殊獎項 現職

陳曉嫻 師專音樂科

80級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 （ISME） Board 

Member
• Asia Pacific Symposium for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APSMER） Board Member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sic Education （SSCI, A&HCI期
刊） 期刊編輯

• 教育部中央課程與教學輔導群藝術領域 常務委員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教授

陳欣宜 音樂教育學系

進修部 83級
• 音樂劇場作品雙項入圍《WSD 2022世界劇場設計大賽（劇場設
計界的奧斯卡獎）》受邀前往加拿大佈展

• 榮獲 2021年、2020年《高雄市傑出演藝團隊》第一名
• 2019年受邀於《第 58屆威尼斯雙年展開幕週》跨域演出
• 榮獲 2015年《經理人協會第十二屆南高屏地區》傑出文創經理
人獎

新古典室內樂

團藝術總監

匯創意國際有

限公司創意總

監

楊益風 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碩士 89級
• 推動教師法立法，保障教師權益，確立教師專業自主地位及專業
發展責任

• 創立並推動教師會及教師工會成立及發展
• 推動組織及教師從政策參與到教學品質全面專業之提升
• 擔任教育部課綱審議委員、臺北市教師會理事長

臺北市三玉國

小教師

臺灣教育人員

產業總工會理

事長

劉家增 體育學系（暑

期部）87級
• 規劃臺北市體育場改制成立臺灣第一個體育處，並擔任首任處長
• 規劃興建臺北小巨蛋、臺北市十二行政區運動中心、三十餘座河
濱運動場

• 建立臺北市優秀運動人才體教合一培訓制度
• 臺北市 90年模範公務人員

中華臺北運動

總會副主席

臺北市體育總

會榮譽會長

劉秀蓮 師專師資科

57級
數理教育學系

80級

• 榮獲全民運動會 109年度槌球女子五人組冠軍，自 103年起即
代表臺北市參賽屢獲佳績

• 109年成立北教大校友會槌球隊
• 榮獲印度 2019年國際槌球公開賽二人組及五人組雙料季軍
• 榮獲臺北市 80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

中華民國槌球

協會理事、臺

北槌球聯合會

講師、教練、

甲級裁判

姚繁彬 師範普師科

47級
• 53年律師高考及格，執業律師 25年
• 國際獅子會臺中東南會長暨 300C區分區主席 副監督
• 北美洲臺灣商會聯合總會理事兼法制委員會主任
• 美國加州住友銀行暨加州信託銀行副總裁
• 國北教大北美地區校友會連絡召集人

律師退休

黃照芳 師範藝術科

46級
• 榮獲第一屆師鐸獎
• 榮獲全省教員美展第一名
• 榮獲美勞科輔導員優等獎

教職退休

專業畫家

郭掌從 師範藝術科

52級
• 榮獲「桃園市亮點藝術家」
• 臺灣首創兒童水墨遊戲百種教學法
• 油畫作品榮獲國內外多家美術館典藏，臺灣原住民圖像油畫最具
特色

教職退休

專業畫家

文姿云 體育學系

105級
• 2020年東京奧運空手道女子個人對打 ─ 55公斤銅牌
• 2018年、2014年獲得亞洲運動會 55公斤級金牌，為亞運史上
首位雛量級連霸紀錄第一人

• 2018年、2017年、2015年三度奪得亞洲空手道錦標賽金牌
• 2017年 4月運動生涯第一次世界排名第一

國家運動訓練

中心

學生運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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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26週年校慶獎學金受獎名單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芝山榮耀──國北教大 126週年校慶服務後記
◎第十三屆芝山親善大使

本校 126週年校慶大典於 110年 12月 4日
假本校大禮堂舉行，第 13屆芝山親善大使十分
榮幸能持續為大家服務。在這動盪的一年裡，很

幸運地還能夠與許多貴賓在富有歷史意義的大

禮堂內相聚。為使典禮流程順暢圓滿，團隊在接

獲任務的第一時間便積極地參與學校的事前安

排及準備，除了進行人員配置、流程確認、動線

規劃及任務分工之外，也一再地與師長反覆確認

典禮事前及當天的細節。而在當天，所有隊員也

拿出最專業的表現及溫暖的服務給所有與會的

貴賓。

獎學金 獲獎學生

葉校長霞翟獎學金 林芸（兒英三甲）、張瑋菱（數四甲）、彭心柔（教經二甲）

常依福智獎學金 吳東秉（心諮碩 110.6畢）、徐藝溶（心諮碩 110.6畢）、鄭伊婷（心諮碩 110.1畢）
許鈞翔（心諮碩 110.6畢）、林詠齊（心諮碩 110.6畢）、林志軒（心諮碩 110.6畢）
黃淑萍（心諮碩 110.6畢）、劉士煜（心諮碩 110.6畢）、林宇池（心諮碩 110.6畢）
郭欣柔（心諮碩 110.6畢）、盧浩昂（心諮碩 110.6畢）、賈雨雯（心諮碩 110.6畢）
曾琪芳（心諮碩 110.6畢）、陳縈娟（心諮碩 110.6畢）、蘇北辰（心諮碩 110.6畢）
陳柏汶（心諮碩 110.6畢）、徐菀庭（心諮碩 110.6畢）、許豔秋（心諮碩 110.6畢）
廖孟真（心諮碩 110.7畢）、謝雅竹（心諮碩 109.1畢）、張榮杰（心諮碩 110.1畢）
陶開勤（心諮碩 110.6畢）、李尚懋（心諮碩 110.6畢）、諶冠年（心諮碩 110.1畢）
張淑淳（心諮碩 110.1畢）、呂偲 （心諮碩在校生）、李佳羽（心諮碩在校生）

林呈以（特教碩在校生）、林沂晴（特教碩在校生）、孫瑋成（社發系在校生）

周餘龍教授

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陳佳綾（文四甲）、陳竺廷（兒三甲）、陳瑩真（社四甲）、楊曉青（文三甲）

李瑋軒（體三甲）、徐苡庭（兒四甲）、郭品君（社四甲）、同元歆（幼四甲）

簡琦翰（資四甲）、蔡瑞祥（幼三甲）、吳俊逸（體二甲）、孫瑋成（社三甲）

邱靖雯（體三甲）、陳奕澄（心四甲）、何雨蓁（心四甲）

鐘筠筑（數資二 ─ 數學組）、鄭鴻春（語創四乙 ─ 師資組）
高郁翔（數資三 ─ 數學組）

王天生老師獎學金 （一） 弱勢優秀學生組：張維倫（文二甲）、李瑋軒（體三甲）、黃展燊（音三甲）
（二） 服務績優學生獎學金：蔡仲凱（體四甲）、鄭佩亞（教育三甲）

游淳臻（自四甲）、袁千雯（資四甲）

本次校慶當中，語創二何姵嫻、心諮四梁

慕依擔任此次典禮的司儀，掌控了現場的流程及

進度。在校慶前幾天便開始積極的來回校對司儀

稿，演練討論典禮過程中可能出現突發狀況及應

對措施。從典禮前到典禮中，持續不斷即時更新

學校傳達的資訊，2位初次擔任司儀的隊員在本
次典禮中展現了極佳的靈活應對及負責任的精

神，值得讚賞！

此外，舞台區則是由 4位隊員共同負責，
分別是心諮二李品萱、心諮四黃子熏、教經二蘇

勤智與教經二陳羚擔任禮賓人員，4個位置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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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山大使與師長於本校 110年度高教深耕看板前合影。（左 7陳慶和校長，右 7孫劍秋副校長，右 1
陳永倉主任秘書）

其職，引導貴賓上下舞台、遞送麥克

風、協助合影站位。隊員們迅速的反

應能力及敏銳的觀察，確保了每一個

環節的順利。時刻留意典禮每一階段

的進行，有了平時配合養成的默契，

即便需臨場調整，仍能同時展現最自

然、自持和自信的一面。

本校為國內歷史悠久的大學院

校，孕育出許多傑出校友，在各個領

域持續為教育界、社會及學弟妹們付

出心力，著實令人動容！猶記典禮當

天，本校排球隊將創校以來首次公開

賽冠軍的獎盃獻給學校，以及傑出校

友簡文秀大學姊所帶來的現場演出及

領唱生日快樂歌，讓身為學弟妹的我

們，深刻感受到母校對於所有校友及

學生的用心栽培。

頒獎階段由兒英四吳楷筠、社發三吳芷郡

及語創二江灝擔任遞獎者，彩排時即以謹慎的態

度確認獎項順序、獎盃及獎狀的正確與否以及各

獎項的遞獎時機等細節，不斷地彩排演練，都只

為將此榮耀傳遞給舞台上所有的得獎者。隊員們

時刻注意著舞台進行的細節，讓在場所有的貴

賓、師長、校友及同學們一同共享榮耀時刻！

本次出隊感謝秘書室、校友中心及各處室

師長的協助，有了所有人員全心全力的付出，才

有這次順利圓滿的校慶典禮。第 13屆芝山親善
大使對於能夠服務本校 126週年校慶大典倍感榮
耀。也祝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承先啟後、繼往開

來、再創高峰！

祝國北教大 126歲生日快樂！

 ▲芝山大使於校慶大會後與師長合影留念。（左 5陳慶和校長，左 4
陳永倉主任秘書，右 5蔡葉榮學務長，右 6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
長，右 4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