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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親睦鄰、名家揮毫
—本校 126週年校慶敦親睦鄰活動

◎副校長室

本校為促進與鄰里間的交流、建立良

好互動，以達敦親睦鄰之效，特於 110年
12月 4日（星期六）11：30∼16：00假
北師美術館 1樓舉行「敦親睦鄰名家揮毫
活動」，邀請 20位書畫名家現場揮毫，
並藉此推廣傳承書畫文化。本校教職員工

生及社區民眾熱情參與，將名家揮毫作品

帶回家，同慶本校 126週年校慶。
活動當天 12點整舉行活動開幕式，

由本校陳慶和校長致詞，陳校長除對參與

活動之鄰居好朋友表達歡迎之意，也對 20
位書畫大師表達至高的謝意，更提及疫情

對學校與鄰里交流的限制，但現場卻有許

多民眾前來參加，在這疫情嚴峻的時節裡，使人

倍感溫馨與感動。最後，陳校長祝福大家平安、

健康、快樂！

書畫家召集人盧錫烱老師緊接著致詞，除

感謝校方的邀請外，更覺得這場活動深富意義，

肩負傳承書畫文化之重擔，也表示對能促進校方

與鄰里之間的交流感到光榮。

接著是龍淵里汪吉秋里長、虎嘯里詹仲琪

里長、臥龍里邱奕承里長接連致詞，皆對本校表

達感謝之意，並感到這樣的敦親睦鄰活動極具意

義，不只促進學校與鄰里間的交流，對於提升民

眾藝文氣息也有相當助益。

孫劍秋副校長也以主辦者身份致詞，特別

感謝盧錫烱老師的情意相挺，號召了一群非常優

秀的書畫家，為本次活動打下堅實的基礎，也感

謝鄰里親朋好友的踴躍參與，讓本次活動增色不

活力校園

▲

 ▲陳慶和校長代表本校致贈出席

里長字畫，感謝里長們的支

持。（左至右為汪吉秋里長、

陳慶和校長、邱奕承里長、詹

仲琪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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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陳慶和校長為了感謝 20位揮毫老師的支持
與奉獻，特於現場頒贈感謝狀，表達謝意。盧錫

烱老師也作為代表，致贈他親手繪製的 2幅山水
畫予陳慶和校長及孫劍秋副校長，表達對本校的

126週年校慶慶賀之意；同時陳校長也代表本校
致贈出席里長每人 1幅畫，感謝里長們的支持。

活動當天人潮絡繹不絕，對於本次豐富多

元的活動讚許有加，參加者臉上皆掛著滿足的笑

容，滿載而歸。

活力校園

 ▲本活動主辦人本校孫劍秋副校長（右）與召集人

盧錫 教授（中）及其夫人邱淑慧老師合影。

 ▲本活動吸引本校師生及鄰里民眾多人參與，場面十分

熱鬧。

 ▲本校師長與里長、揮毫名家及在場民眾合影留念。（一排右至左：汪吉秋里長、盧錫 老師、陳慶和校長、

孫劍秋副校長、邱奕承里長、詹仲琪里長）

本校校師長師長與里長 揮毫揮毫名家名家及在及 場場民民眾合影影留留念念 （ 排右排右至至左 汪吉秋秋里長里 盧錫錫錫 老老師 陳陳慶和和校校長

本活動 引本校師生及鄰里民眾多人參與 場面十面十面十十分分分分分本活動主辦 本校孫劍秋副校長（右）與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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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嘉年華。手作東南亞—2021東南亞文化嘉年華活動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林倢伃

本校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於 2021年 10月 31
日上午 9時至 12時，在篤行樓木棧道、1樓及 8
樓教室舉辦一年一度的東南亞文化嘉年華活動。

本次活動主打手作課程體驗，將東南亞文化元素

和特徵設計成手作課程，邀請校內具有藝術創作

及教學經驗的同學擔任講師，充分善用本校的人

才資源，並凸顯本校舉辦跨國文化活動的特色。

為了配合防疫，民眾必須先預約才能參與

手作課程，除了免費參加有趣又好玩的課程，活

動結束後民眾還能將自己創作的精美作品帶回

家！透過參與創作，民眾與東南亞文化進行自然

且直接的接觸。課程包括：象徵越南農業特色文

化的「越南米畫」、設計構想來自創造緬甸出口

經濟──柚木的「緬甸柚木畫」、代表東南亞特

色的「彩繪大象筆筒與盆栽」。此外，由於在印

度裔比例高的東南亞地區，排燈節是非常重要的

節日，因此中心也安排了象徵光明的「果凍油

燈」。

除了手作課程體驗外，活動現場內也佈置

了各式的趣味遊戲攤位，包含東南亞服飾配對、

東協碰碰卡牌、東南亞知識王、人形立牌體驗，

以及拼拼東南亞地圖。其中，「東南亞知識王」

有別於往年的設計，推出全新 40道與東南亞歷
史地理與文化相關的題目，加上熱情的主持人為

答題的民眾解釋與說明，炒熱氣氛的同時，讓民

眾對東南亞有更深刻的認識。同時，今（110）
年初東協中心舉辦的「2021東南亞服飾設計比
賽」200件得獎作品也於現場展出。

當天到場的民眾，只要參與 5個活動即可
兌換東協中心獨創的精美獎品──「東協魔幻衣

櫥紙娃娃」，是東協中心由 2021東南亞服飾設
計比賽得獎作品中，挑選出 10國美麗的設計服
飾印製而成的紙娃娃，讓孩子邊玩邊認識東南亞

文化，既有趣味性也能拓展國際視野！

雖然本次嘉年華舉辦時仍逢疫情期間，但

創新的活動設計讓參與的民眾不減熱情，活動

當天吸引約 90名民眾參與。想認識更多東協中
心舉辦的活動，敬請鎖定東協人力教育中心的

Facebook粉絲專頁！

 ▲彩繪大象盆栽成品。

活力校園

 ▲親子一同體驗手作課程。

 ▲服飾配對遊戲。

 
▲

東協碰碰卡牌遊戲。

 
▲

東南亞知識王答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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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東南亞。結伴來挑戰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蘇勤智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為了慶祝本校師生重返

校園實體上課，於 110年 10月 19日以及 10月
26日中午時段，在篤行樓 1樓舉辦了兼具知識
趣味性與刺激感的東南亞知識趣味競賽—「東

南亞知識王」以及「拼拼東南亞」。挑戰者參加

東南亞知識王答題，只要答對兩題，即可參加抽

獎，每週抽出十位幸運的挑戰者獲得中心獨創獎

品；另外只要挑戰快速完成東南亞地圖拼圖，每

週最終花費秒數最少的前五名，即可獲得獎品。

「東南亞知識王」考驗著挑戰者對東南亞

地理、歷史以及文化的了解，看著 40道題目，
琳琅滿目，同學們躍躍欲試，也不禁回憶起高中

時與同窗一同背誦、複習東南亞知識的美好時

光。除了與朋友激烈地討論題目的答案，熱情的

主持人們會為答題的同學們解說題目的背景、緣

由和東南亞小常識，讓同學們對於東南亞歷史文

化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拼拼東南亞」透過有

趣的拼圖遊戲，寓教於樂，讓同學們在遊戲過程

中記憶東南亞國家的地理位置圖，加深同學們對

於東南亞國家相對位置的印象。

而最令人感到期待的獎品—東協魔幻衣

櫥紙娃娃組，是由 3位評審從 2021東南亞服飾
設計比賽的得獎作品中，挑選出 10國美麗的設
計服飾，2個可愛的頭型設計，搭配 8個配件，

並由東協人力教育中心另外設計 1張美麗的背
板，讓獲獎者在遊戲過程中拓展國際視野，更可

以讓校內的師資培育生做為教具使用！

感謝同學們的參與，透過大家的口耳相

傳，除了讓大家更加認識東協人力教育中心，同

時也將中心所舉辦的文化活動資訊散播出去，參

與活動過程提升自己多元文化素養和國際觀，學

會包容並關懷世界不同文化下的人們。期待參加

更多東協中心舉辦的文化活動，歡迎鎖定東協人

力教育中心的 Facebook粉絲專頁！

活力校園

 ▲來來來！照過來！答對有獎！（前

來挑戰知識王答題的同學們絡繹不

絕） ▲老師，加油！（緊張又刺激的計

時拼圖競賽，圖左為教經系陳建

志老師）

 
▲

同學，按讚才能搶答喔∼

（OS：還不快動動手指幫東
協中心粉專按讚！）

 ▲活動小功臣們於 110.12.1高教深耕成果展開幕當天與陳慶和
校長（中）開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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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你來當！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舉辦「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活動」

◎通識教育中心

本校通識教育為培育具博雅

關懷胸襟、創新實踐能力、專業責

任涵養的人才，在巴白山教務長

的努力下，發展出豐富、多元、創

新的跨領域課程。「國民法官」

為創新的法治制度，將於 2023年
實施，透過人民參與司法審判，

以彰顯國民意識，提升司法透明

度，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情感。

本校通識金融法律概論課程

獲司法院刑事廳全額補助，在徐

名駒老師和紀博倫老師共同指導

下，於 110年 10月 25日舉辦「國
民法官制度專題演講」。因應防疫

指引，本次演講採取 google meet
線上會議方式，邀請實務經驗豐

富的周玉琦庭長，透過圖文並茂

的內容，深入淺出的介紹，讓師

生們了解「國民法官」制度與法

規，並於線上體驗審判過程，以

發現刑事案件的真實性，維護被害

者權益及保障人權，有助於「國

民法官」制度的正確宣導，與建

立良善的法治教育基礎。

活力校園

 ▲「國民法官制度專題」線上講座吸引不少師生參與。

 ▲「國民法官法草案」三讀於 109.7.22通過，並於
112.1.1起實施。（來源：國會頻道）

 ▲「國民法官」需要您我的參與！（來源：國民法官記者會簡報）

 ▲國民法官選任流程。（來源：國民法官制度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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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美好生活—126週年校慶暨圖書館週活動
◎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為慶祝本校 126 週年校慶暨
2021年圖書館週，並與聯合國等組織為實踐
「永續發展目標」（SDGs）所推出的「美好生
活目標」（Good Life Goals）相呼應，以「我的
美好生活」為主題規劃系列精彩活動。

單日活動有 3 場，由 12 月 1 日舉辦的
「Book 思『e』的美好—電子書市集」首先登

場，邀請 8家中外文電子書代理商共襄盛舉，於
圖書館 1 樓多功能活動室擺設電子書攤，活動中
融入 SDGs的概念、結合課程需要，進行電子書
推廣與利用指導，參加者開心體驗了電子書的

多樣性及便利性，計有 224人次參與有獎徵答
活動；12月 7日於 4樓資源推廣室辦理「共好
生活影展—《小白鶴的報恩：來自天堂的信

差》」，特別邀請到荒野協會劉慧萍講師介紹這

部非常具有正面意義的紀錄片，看一隻從來沒有

出現在臺灣的迷鳥，如何開啟臺灣環境復興運動

的浪潮，也提醒我們：生態保育這件事，就發生

在生活周遭；以及 12月 14日舉辦「手作自然系
花圈」活動，邀請呂珮菁老師帶領師生認識校園

植物，並用大自然的禮物，加上同學的無限創

意，製作專屬小花圈，不管是做為耶誕花圈妝點

空間或未來於教學現場帶領孩子們從做中學，都

非常實用。

4場單月活動則包括：「來自書的祝福」借
閱有禮活動，圖書館除了送上借閱、預約加倍

送的大禮外，還有借閱滿額禮，1次借閱 5本以

活力校園

 ▲ 110 12 1
Book e

 ▲ 110 12 14

▲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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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館圖書，即有機會透過「擲筊」來獲得本館

精心準備的平安符，師生反應熱烈，活動開始 3
天內，平安符即發送完畢。「美好生活—館藏

資源展」，包括 2樓「生活已經在改變—氣候

變遷主題資源展」、5樓「生活可以轉個念—
幽默文學主題資源展」及 6樓「生活容許不一
樣—性別平等主題資源展」，同時於 4樓則有
相關視聽資源展及線上電子書資源展。從大環

境、人文關懷及心理層面的角度切入，希望經由

對環境與內在的關心，繼而構築每個人心目中的

美好生活。而「遇見過去的美好—過期期刊贈

送」活動，則循往例於圖書館 1樓入口處展開，
開放師生自由取閱，通常語言學習及生活文學類

等熱門期刊早早為讀者索取一空，此活動不但發

揮過期期刊的延伸價值，也實踐環保的永續精

神。 
最受大家青睞的莫過於「祈願美好樹」活

動了，圖書館利用閒置的木梯重新上漆，準備

了 500 張小卡、迴紋
針及燈飾，製作了獨

一無二的聖誕樹，加

上同學各式各樣的祈願內容。有對自己的期

許：想順利畢業的、想考上研究所的、想當老

師的；有給未來的自己：「希望妳可以走自己

想走的路，不要再被迫轉彎了」、有跟圖書館

有關的：謝謝圖書館陪他度過轉學到北教大後

第 1個聖誕節、謝謝館員用心的服務，好喜歡
圖書館、還有人許願想一直賴在圖書館；也有

不少是「要拜託月老找另一半」的；有位同學

暖心的提醒：「不管發生什麼事，一定要記得

愛自己」。透過師生的美好文字，讓所有祝福

與祈禱，豐富了樹上的枝芽與綠葉，讓愛無限

傳遞與蔓延，成了北教大最美的風景，有妳／

你們，真好。

2021年謝謝自己在各方面的努力與堅持，
2022年祝福我們都能成為更好的自己。

活力校園

▲ 5

 ▲右圖：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祈願美好樹」活動。

▲ 6

 
▲

來自「祈願美好樹」的

祝福。

自己的期內容 有對自

參參與與

。。

的的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