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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新聞

賀！本校榮獲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 STARS四星評等
◎校務研究中心

為確保辦學品質並與國際接軌、建立國際優

質品牌形象與能見度，本校參與英國高等教育調

查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辦理之 QS 
STARS國際高等教育機構認可—世界大學星級評
等，期藉由國際認證結果，深入盤點校務發展各

面向優劣勢，以奠基現有基礎持續精進、追求卓

越以開創永續發展新局。評等結果整體評價榮獲

四顆星，其中教學、就業、校園設施、包容性等

面向更獲得五顆星評價。

本校參與 QS STARS 認可項目共計有教學
（Teaching）、就業（Employability）、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 學 術 發 展（Academic 
Development）、設施（Facilities）、藝術與文化
（Arts & Culture）、包容性（Inclusiveness）以及
優勢課程（Psychology）等面向，整體評分達四
顆星（Very Good），其中教學、就業、設施、包
容性等 4大面向獲評五顆星（Excellent）佳績。

 █ QS Top Universities
網址：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national-taipei-university-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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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榮獲 QS STARS四星評等。

 ▲本校孫劍秋副校長（左）代表將此殊榮獻予學校，

由陳慶和校長（右）代表學校接受。

 ▲得獎海報。



焦點新聞

賀！本校體育系林冠儀同學

榮獲 2022亞洲體操錦標賽男子吊環決賽摘下銅牌
◎學務處體育室

本校體育系四年級林冠儀同學在 2022年亞
洲體操錦標賽男子吊環決賽摘下銅牌。女子組部

分，體育系二年級賴品儒跳馬拿下第 7。
臺灣男子體操隊本屆由李智凱、唐嘉鴻領

軍，搭配洪源禧、林冠儀、徐秉謙、曾為聖，聯

手收下成隊銅牌，並取得今年 10月在英國利物
浦舉行的世界錦標賽成隊參賽資格。女子成隊則

是由丁華恬、麥劉湘涵、陳芊恂、賴品儒、黃子

星、林宜蓁組成，以排名第 4的成績也成功取得
世錦賽門票。

畢／ 2022夜島 ◎編輯室／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各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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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四林冠儀（右）在亞洲錦標賽

摘下男子吊環銅牌後與教練鄭焜

杰（左）賽後合影。（教練鄭焜

杰提供）

 ▲體四林冠儀 (右一）在亞洲錦標賽摘下男子吊環銅牌。
（教練鄭焜杰提供）



焦點新聞

時光荏苒，冬去春來，夏天的腳步

也隨著學子們在忙碌的上課、下課、防

疫、考試⋯⋯中悄然而至。一抬眼，又

到了驪歌初動，離情依依的畢業時節。

轉眼間，新冠疫情已是第 3年，受到疫
情影響，這些年皆無法舉辦全校性的畢

業典禮，轉由各系所學程自行辦理小畢

典，歡送畢業生離校。為略補本屆畢業

學子的遺憾，編輯室亦收集各系所畢業

生照片，希望為本屆畢業學子留下些

許紀念，並祝福同學們步出校園後，

展翅高飛，鵬程萬里。

■教育學院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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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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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與諮商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人文藝術學院

  語文與創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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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臺灣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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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07



焦點新聞

  資訊科學系

  體育學系

■理學院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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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學位學程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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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校務研究增能活動—永續大學治理系列講座
◎研發處綜合企劃組 陳威廷／王詩琴

本校校務研究中心為鏈結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凝聚共識、促進本校提升永續發展教育並落實永

續治理，同時增進校際的合作交流，於本年度辦

理三場增能講座，邀請推動大學永續轉型及社會

責任行動方案有成的專家學者進行實務分享。

第一場講座於 6月 21日 10:00-11:30舉行，
由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童慶斌教

授、兼任永續辦公室執行長、校務研究暨社會責

任辦公室主任，線上分享臺大推動永續校園治理

的程序與架構、過程中遇到的難題／障礙與解

方，以及創新作法。

童教授指出，臺大在實踐永續相關事務

時，兼採由上而下（top-down）與由下而上
（bottom-up）兩種管理模式，並重視利害關係
人溝通。先後成立「永續發展推動委員會」、

「永續辦公室」與「永續發展工作小組」，負責

規劃臺大的永續藍圖、擬定與執行各項永續方

案、追蹤永續績效及編製永續報告書。而學校投

入的資源、支持的制度與獎勵措施、跨單位的整

合與協調機制，是能否達成永續願景、發揮綜效

的關鍵。童教授也以「碳中和主題式計畫」、

「ESG永續校園學生創意競賽」為例，分享如
何將師生的創意發想融入大學治理，透過實際參

與，深化校園認同，共創永續校園。整場活動內

容精采，本校與會教職員生共計 55人，整體滿
意度／受益度：4.56／5.00。

第二場講座於 7月 5日 10:00-11:30舉行，
由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林財富講座教授、

兼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線上分享成大的永續發

展行動經驗。林教授分別從教學、研究、服務、

校園治理四個面向介紹成大的亮點成果。例如：

納入大一新生必修的通識課程「踏溯臺南」，讓

學生走出校園，用五感體驗城市文化、關心在地

議題；長年投入海洋鯨豚保育的「海洋生物暨鯨

豚研究中心」，拍攝鯨豚救援任務影片，向社

會大眾宣揚永續意識，並獲選「2022臺北金雕
微電影展」十大永續微電影；藉重學校教師專

 
▲

第二場由成功大學林財富教授演講。

 ▲第一場由臺灣大學童慶斌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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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打造全臺第一棟低碳綠建築—孫運璿綠

建築研究大樓、微藻固碳與水工試驗所、線

上 360度環景實驗室導覽平台、圖像式文獻
分享平台等，均展現成大透過盤點機會與優

勢、延伸校內資源應用，以提升全球影響力

的永續發展思維，值得本校借鏡學習。

第三場講座於 7 月 28 日上午 10:00-
11:30舉行，邀請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楊鎮華講座教授、兼任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執行長擔任講座，

分享以人為本的學習科技（human-centered 
learning technology）。

以人為本的學習科技，是一種可信任、

可解釋、負責任的學習科技，並能支持韌性

教育（resilient education）。當我們的生活
和教育環境面臨突然而劇烈的變化時，韌性

反映了我們如何從自然災害或 COVID-19等
疾病大流行中恢復過來。韌性教育包括網路

與硬體設備的穩健性和安全性；教師輔導機

制、學習內容／平台的調適性與可用性，以

及教師／學生的身心健康與福祉。

本次永續大學治理系列講座，雖然三場

皆於線上舉辧，依然吸引本校教職員生多人與會，願友校的慷慨分享，可以作為本校努力的標竿，在

大學永續治理事務上帶出更多新的看見與火花。

 ▲講座十分精彩，本校陳慶和校長、孫劍秋副校長及本校諸多

師長同仁皆上線參與。

國際大師講座—A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ster
◎研發處國際事務組 邱奕嘉

身為國際公民，我們如何運

用專業與強項，連結在地與國際？

如何定義自我價值，跨出舒適圈，

挑戰與開創職涯的新局面？研發

處國際事務組（簡稱國際組）在

111年 5月 26日下午舉辦了【國
際大師講座－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Master】，特邀來自比利時的
設計大師 Kris Verstockt，來分享他
如何在臺灣深耕、在專業上找到定

位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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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講座約有 90人熱情參與。本本本本 講講座講講座講 有 熱情參情情 與



 ▲國際大師講座，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國際組組長林盈妤教授（下排左 2）主持 QA時間，
邀請與會嘉賓踴躍提問。

 
▲

講者所成立的公司 CRE8，在科
技與設計產業發光發熱，屢獲國

際比賽大獎，如 iF設計獎。

 ▲講者 Kris Verstockt
分享設計經驗。

來自比利時的克里斯 Kris 
Verstockt，曾在安特衛普與倫敦修
習工業與平面設計，25年前因在科
技公司的工作契機移居臺北，並於

2001年創辦了自己的公司 CRE8，
在科技與設計產業發光發熱，屢獲

國際比賽大獎，如 iF設計獎。
本次活動邀請本校陳慶和校長

與會致詞，並由現任國際組組長—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的林盈妤教授擔

任主持人。講座有將近 90人線上
參與，除本校師長、同學及同仁

外，還有本校的外國交換生、校友、校外嘉賓熱情參與，演講後的問答時間，出席者更是抓緊機會踴

躍提問，與講者互動熱烈。本次講座，深刻地展現了演講題目的精神—「放眼國際、連結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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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陳慶和校長親臨線上講座致詞。本本校陳慶 校 臨線線 講講座座 詞



＊ 學生心得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一年級 吳沛妤／黃彥勳／鄭芷宜

自從報名這場講座，我們就非常期待能

從 Kris的經驗分享中學習和成長。講座中，
印象最深刻的幾句話是“For the fi rst 5-10 
years, work for experience, not for money.”和
“Show WHY I do, not WHAT I have.”。

Kris在講座中不只一次提到「開創人
生經歷的開始，不要為了賺錢而工作，要為

經驗而工作，但別當免費勞工」。年輕雖是

我們身為學生的本錢，但要能夠在工作中累

積經驗才是重點，可能金錢上的報酬不多，

但在工作中學習到的，不管是溝通技巧、文

書處理、臨場反應等等，都是無法用金錢衡

量的。Kris也提到，25年前的他剛來到臺
灣，大概是臺北市裡最窮的外國人，只因他

是產品設計師，而非大家認為的外語老師，

雖然起步的薪水沒有比較高，但當中所堅持

的，包括追求自己所熱愛的、展現分析和調

整自己優缺點的能力，是他能帶領 CRE8團
隊，擁有現今佳績的關鍵。

「展現“為何我要從事這份工作或職

位”而不是“我有什麼能力”」更是讓人醍

醐灌頂、乍然驚醒的一句話。可能跟臺灣的

職場有關，臺灣人普遍偏向後者居多，但

Kris欣賞的反而是前者。Kris提到，臺灣普
遍偏向後者的原因是因為上級會因你的能力

指派任務，但前者所謂的「為什麼」則展現

了個人的企圖心和動力，這對於未來的求職

或面試都有極大助益，並在生活中處處提醒

自己，需要累積經驗，把握機會自我提升，

且從不同的角度思考，用與眾不同的方式打

動他人。

商業週刊常常強調運氣的重要性，認為

成功的商人一定是運氣好，但卻忽略了他們

背後的努力，有句話說：「靠運氣得來的，

就會靠實力輸掉。」這句話在我聽完講座後

更是得到印證。講者 Kris提到他所做的，
除了把握機會外，並要找到自己所愛、了解

自己缺點、風險最小化及立即理解顧客需求

等等⋯⋯。

Kris分享找到熱情所在的重要性，他
說：“When you love doing something, you 
will get good at it.”（「當你喜歡做某件
事，你就會擅長它」）這是他對這些年來經

驗的總結，任何一個努力的人，投資自己的

未來，經驗是最寶貴的東西。他也鼓勵並

提醒大家：“Find that out what you love and 
nobody can do that for you.”（「找到自己所
愛的事物，且這件事沒有人能夠幫你」），

多麼重要的話，一語打進我心坎裡，有些人

在求學時便知道，有些人渾渾噩噩一輩子都

不知道，這也許是現在的我需要做的，找到

自己想做的，並學習 Kris的精神，勇敢追
求、堅持到底。

在演講最後的提問時間，Kris多次被
問到人生中是否有被挫折打敗的經驗或感到

迷惘的時候。他回答：「事業在發展的途中

總會有些大風大浪，但我會擁抱那些迷惘挫

折的時光，因為那些都是機會—可以重新

審視自己，重新瞭解自己的強項與弱點的機

會。」Kris抓住了那些機會，日積月累，形
成了他自己專屬的“The experience no one 
can take away”。從當初一個人來到臺灣，
領著最低薪資打拼，一路累積經驗到現在創

辦 CRE8，有了自己的一番事業。
聽著 Kris的故事，覺得他的成功絕對

不是偶然。他在事業初期的沉著冷靜十分

值得我們學習。他在看待一份 job off er的時
候，不是先看薪水，而是先判斷「我能獲得

什麼樣經驗？」這句話點醒了我。從前的

我認為只要完成學業，就能獲得足以在

職場上立足的能力，但是真正的學

習其實往往是在進入職場之後才開

始。把握機會汲取經驗裝備自己，

才是對未來最好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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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適應力—國際人才就是你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蘇勤智

本校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於 2022年 4月 22
日上午 10點至下午 4點舉辦線上國際實務論壇—《從國
家文化差異到跨文化適應—一場國際人才培育的跨文化

之旅》，很榮幸邀請到目前在長榮大學管理學院擔任講座

教授的馬來西亞籍 Hool Carol Lai-Wan教授，以及數名東
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的校友，針對跨文化經驗進行

分享。

講座開始前，由本校陳慶和校長以及全國移民團體

聯合總會的林麗蟬會長進行開場。林麗蟬會長是柬埔寨籍

的新住民，曾當選第 9屆立法委員，她以自己豐富的跨文
化適應經驗在引言時強調，面對未來的巨大變遷，國家和

企業求賢若渴，跨文化、跨領域的人才正是社會所需的關

鍵人力資源。陳校長致詞時也指出，由於政策面的不足，

人才培育的工作無法落實，臺灣和臺商難以將人才留下，

實屬可惜！本校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旨在培育東

南亞國家 30萬臺商所需之國際人才，是全臺首創以招收
外籍生為主的中文MBA課程，具有專業教學特色的研究
所，為臺灣培育南向所需的跨域人才。本學程多位畢業生

在拿到畢業證書之前，便已經取得臺灣金控集團正職錄取

通知，儼然成為臺商順利拓展及深耕東南亞市場的重要人

才培育地。

上午場次的專題演講，Hool Carol Lai-Wan教授以英
文進行演說，分享個人旅居多國的經驗，歷經社交文化

衝擊、語言溝通的適應不良，間接導致身心靈的負面影

響，這些影響可透過「Read Up」—蒐集該國文化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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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和校長勉勵莘莘學子，透過此跨文化

論壇的經驗分享，以開放的胸襟，拓展國

際視野。

 ▲柬埔寨籍新住民，曾擔任前立委，現為全國移民團體聯

合總會的林麗蟬會長表示，企業渴求招攬跨文化、跨領

域人才，提升並精進自己的能力是首要之務！

 ▲ 2022跨文化管理國際實務論壇宣傳海報。

 ▲ 2022跨文化管理國際實務論壇議程。



料，了解當地的基本禮儀和職場生存守則，接著

「Power Up」—心態上的轉換，藉由提升自信

心，展露迷人笑容，也可以從日常的生活著手，

建立規律的運動和飲食習慣，讓自己浮躁的心平

靜下來，讓心靈沉澱、降低壓力。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優秀校

友—泰國籍的陳淑芝、越南籍的武氏林、黎明

清和楊黃鶯，以及馬來西亞籍的鄭芷芬，則接著

在下午的場次分享自身在各國的工作經驗和臺灣

的異同之處。鄭芷芬表示：「進入新加坡職場，

應戰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在戰場上，適者生

存、強者生存，若想一路過關斬將，就必須先了

解自身條件、定位跟自我價值在哪裡，並懂得善

用優勢，闖出一番成就！透過不同文化衝擊和經

驗調適的分享，讓與會者彷彿親身經歷了一場多

元文化適應之旅。

疫情無阻學習熱情，跨文化線上論壇報名

人數多達 130多人，迴響熱烈！演講者與聽眾互
動踴躍，氣氛熱絡，大家都聽得津津有味。參與

講座過程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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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活動，歡迎鎖定東

協人力教育中心的 Facebook粉絲專頁！

 █ 2022跨文化管理國際實務論壇影
片連結：https://reurl.cc/NAGQg9

2022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增能研習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林倢伃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於 2022年
4月 13日至 5月 18日每週三下午
13:30至 16:30進行為期 6週的新住
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增能研習，參與

研習者共 21位教學支援人員（又稱
教支老師）。期間有實體的教具製作

課程與教學演示評量，及線上由專業

講師陣容所帶領的教學應用課程，旨

在提升新住民語文教支老師知能，協

助他們進行新住民語文課程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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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教師開心地展示製作完成的教具。

 ▲馬來西亞籍 Hool Carol Lai-Wan教授認為，只有在跨
國環境和科技時代中不斷地學習、自我調適、力爭

上游，才能有競爭優勢！

 ▲了解各國文化並做好心理調適，人人可以養成跨文化

適應力！



全國小學因開設東南亞新住民語文課程供

小學生選修之故，需要大量的教師進行教學，這

些教師多是來自東南亞各國的新住民，在經過培

訓和篩選後，成為各個小學的新住民語文教學支

援教師。而教學工作需要不斷地精進和成長，才

能產生最佳的效果，因此，各單位經常舉辦相關

的研習供教支老師參加。

此次本中心舉辦的研習活動，特邀臺北市

新住民語文教育輔導團召集人濱江國小吳勝學校

長、副召集人興德國小林碧雲校長，教支人員研

習授課講師野柳國小張錦霞校長、新竹市新住民

語文教育輔導團主任輔導員郭翊姍老師、新住民

語文教材編輯委員吳振南老師及麥美雲老師等多

位擁有多項新住民語文教材編輯和小學教學經驗

的講師擔任主講團隊。除了分享教學現場和學生

的相處方式，也引領大家探究多元文化教學的相

關議題，讓大家知道新住民語文教學並不只是簡

單的語言教學，更重要的是提升孩子的文化包容

能力。因應後疫情時期，課程中也提及許多線上

教學的技巧，增強支援教師的數位教學能力。雖

然研習大部分的週次是採線上進行方式，但支援

教師們熱情地與講師互動提問，讓每一週的研習

課程都精彩萬分。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第二週由張錦霞校長

帶領的教具設計與製作課程，在張校長的指導

下，支援教師們在有限的時間裡，製作出精緻且

造型可愛，又能在課堂中使孩子們覺得新鮮有趣

的輪盤教具。此外，支援教師們不畏疫情，熱烈

出席最後一週的實體教學演示，在短短的 15分
鐘演示過程中，將 6週所學融會貫通，發揮得淋
漓盡致，表現出色，讓現場的評審老師和同儕都

驚艷不已。

未來東協人力教育中心仍將持續舉辦推

廣多元文化教育的活動，敬請鎖定本中心的

Facebook粉絲專頁，更多精彩內容等你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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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錦霞校長（右）悉心指導每位支援教師製作教具。

 ▲教學演示中有多元的互動環節。  ▲支援教師展現出色的教學內容，於演示後合影。

 ▲線上課程由專業講師帶來教學實務的分享。



 

 

 

賀！本校榮獲 111年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 3金 10銀 5銅之優異成績
◎學務處體育室

 ▲體操運動代表隊。

 ▲空手道運動代表隊。

 ▲網球運動代表隊。

 ▲田徑運動代表隊。

 
▲

游泳運動代表隊。

 ▲本校 111年全大運總成績十分亮眼。

本校參賽「11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獎牌
數計 3金 10銀 5銅，團體錦標共 3項，榮獲獎項共 52
項，表現相當亮眼。賽事於 4月 26日至 5月 7日假國
立體育大學及相關所屬場館舉行，賽事期間本校蔡葉榮

學務長及體育學系楊忠祥老師親臨現場為選手加油及勉

勵。

 獎牌數：3金 10銀 5銅
 團體錦標：3項（競技體操公開賽女生組第 1名、競
技體操公開賽男生組第 3名、空手道公開賽男生組第
2名、空手道公開賽女生組第 6名）

 團本部：陳慶和校長、陳永倉主任秘書、體育學系陳

益祥主任、體育室林顯丞主任。

 領隊及教練團：蔡葉榮學務長、翁梓林院長、楊忠祥

老師、李水碧老師、吳忠誼老師、林家瑩老師、余美

麗老師、黃宜富老師、顏崇偉老師、林涓老師、簡誠

寬老師、鄭焜杰老師、郭允馨老師、林彥成老師。

本次競技體操賽公開女生組成隊競賽榮獲金牌為本

校體操隊史上第 2次奪金，選手為黃泑瑜（111級）、
方可晴（112級）、賴品儒（113級）、陳品伃（113級）及闕
力云（114級）；成隊競賽第一次奪金於 87年全國大專體操錦
標賽，選手為張淳智（87級）、余慧卿（88級）、郭恒茹（89
級）及邱姵嘉（90級）。

▲網球運動代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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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男甲排球隊榮獲 110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
公開男一級決賽亞軍
◎學務處體育室

本校男甲排球隊參加

「110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
公開男一級」決賽榮獲亞

軍，表現不凡。賽事於 111
年 4月 26-28日假中原大學
舉行，賽事期間本校陳慶和

校長、陳永倉主任秘書、蔡

葉榮學務長及楊忠祥老師親

臨現場為球員加油及勉勵。

本校排球隊發展深具歷

史淵源，洪盛朗老師耕耘長

達 40年，自 2010年起交棒
給林顯丞教練，去年奪下校

史的首座冠軍。今年在體育

學系林顯丞與張瓊云兩位教

練帶領之下，再度挺進 110
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公開一

級冠軍戰，對上地主隊中原

大學，雙方展開激烈的 5局
大戰，球員們在比賽過程中

發揮堅強韌性，全隊群策群

18

師生表現

 ▲本校男子排球隊賽前彼此打氣！（圖片轉引自／ SSU大專學生運動網）

 ▲周冠宇獲得公開男一級最佳舉球員

對角攻擊球員（圖片轉引自／ SSU
大專學生運動網）

 ▲雷諾獲得最佳邊線攻擊球員（圖片

轉引自／ SSU大專學生運動網）

 ▲本校男甲排球隊於「110學年度大專公開一級男子組」比賽中榮獲亞軍。（1排：右 5陳慶和校長、右 4林顯
丞教練、右 3楊忠祥老師）（助理教練張瓊云提供）



力以 25-16、22-25、25-21、19-25、11-15 勇
獲亞軍！

恭喜體三周冠宇同學榮獲最佳舉球對角

攻擊球員、體一雷諾同學榮獲最佳邊線攻擊

球員之個人獎項。

本次比賽能夠拿下 110學年公開男一級
亞軍寶座，除了感謝教練團隊平日對本校男

子排球隊的耕耘與付出之外，也感謝在每年

長達九個月的賽季中，辛苦配合訓練與比賽

的球員們，雖然未能如願衛冕冠軍，仍是感

謝在這一年中付出辛勞的所有人員，最後感

謝億光集團、CONTI永冠企業與展昭企業對
於本校排球隊的長期支持，以及全校師生與

校友們的熱情加油。將此殊榮與大家共享！

賀！文創系參加「2022臺北市跨境電商產學合作競賽」
網路銷售組，勇奪總冠軍及佳作！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本校這次參加競賽隊

伍有 4隊，來自於文化創意
產業經營學系江政達老師教

授的大學部整合行銷課程與

碩士班電子商務理論與實務

專題課程的同學群，採自願

報名方式進行組隊投入專題

實作競賽中。

該競賽依據企業實務

需求，規劃「網店貿易組」

及「網路銷售組」專題實

作，並依「內容優化」、

「行銷佈局」、「業務開

發」及「商業模式」等不同

層面，給予大專院校完整培

訓、顧問指導及實務操作，

透過產學合作模式，除可縮

短學用落差外，更可培育未

來跨境電商菁英專才，達成

雙贏局面。

 【網路銷售組】
 獎項：總冠軍

 參賽隊伍：FLY
 獲獎同學：

文二甲張維倫、

文三甲陳雁妤、

文三甲何文娣、

語創四乙王子凡、

語創四乙林易酉

 指導老師：江政達老師

 【網路銷售組】
 獎項：佳作

 參賽隊伍：夏日晚風

 獲獎同學：

文二甲黃怡儒、

文二甲周永祥、

文二甲余覺儀

 指導老師：江政達老師

 【網路銷售組】
 獎項：佳作

 參賽隊伍：買賣（Mine Mine）
 獲獎同學：

東南亞碩一鄭芷芬、東南亞碩一范氏情、

東南亞碩一馮氏香、東南亞碩一陳氏理、

東南亞碩一黎越貞

 指導老師：江政達老師

 ▲本校文產系勇奪「2022 臺北市跨境電商產學實作
總決賽」網店銷售組（B2C）冠軍。

　編按： 本文照片由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跨境
電商辦公室提供，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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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陳慶和校長（站立第 1排左 4）親自帶領蔡葉榮學務
長（站立第 1排左 3）、陳永倉主任秘書（站立第 1排左
5）蒞臨現場為本校球員加油。（助理教練張瓊云提供）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江政達老師表示，跨境電商的

營運需要跨領域人才，因此期

待校方集結學校跨系所資源，

針對跨境電商產業所需的人才

開設相關課程，期待能協助學

生從多個面向學習跨境電商相

關職能，增加就業競爭力。

此外，學校教育學生著重在

「知」、產業培養人才著重在

「行」，兩個場域各自執行自

己的任務，長久以來產生知識

銜接上的落差，不僅降低學生學習動機、學生獲

得的回饋也較少，這對培育跨境電商人才，形成

很大的挑戰。此次，獲知 IEAT執行臺北市政府
產學實作計畫之後，以志願方式鼓勵學生報名參

加，沒想到有 13位學生自願報名參與，可以看
出學生的積極性與成就動機。

本校參賽隊伍 FLY勇奪網路銷售組第 1
名，參賽同學表示，透過本次產學合作的機會，

激發隊員對跨境電商的熱情，並幫助自己釐清未

來職涯的規劃；至於網店貿易組第 1名國立臺北

 ▲複賽會後大合照。

商業大學同學則表示，參賽過程中，學習電商

的架構與操作方式，並透過產學實作與團隊和

外部單位溝通，是在學校內難得遇到的機會。

各校獲獎隊伍的指導教授們也都認同，經由這

樣的合作機會創造產學雙贏局面，對學生來說

是很好的經驗與收穫。

感謝江政達老師指導並協助學

生完成實戰專案，恭喜所有獲獎同

學，展現了新世代的創造力與即戰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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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校老師合照，左 3為本校江政達老師。



賀！文創系參加 2022全國英語紀錄短片
—「SDGs故事募集」競賽，勇奪冠軍及最佳英文敘事獎！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2022全國英語紀錄短片—「SDGs故事募
集」競賽】

 獎項：冠軍、最佳英文敘事獎

 參賽隊伍：茶餘 Tea Lab - 取之於茶，善用其餘 - 
茶餘循環計畫

 獲獎同學：文四甲—陳映蓁、陳薏淳、李佳勳、

倪華君、張菀昀、劉芷均

 指導老師：朱盈樺老師

 【2022全國 SDGs創新創意競賽】
 獎項：佳作第五名

 參賽隊伍：茶餘 Tea Lab - 取之於茶，善用其餘 - 
茶餘循環計畫

 獲獎同學：文四甲—陳映蓁、陳薏淳、李佳勳、

倪華君、張菀昀、劉芷均

 指導老師：林展立老師

主辦學校國立成功大學積極促進學生具有國際競合力的四大要素：

1.獲得專業學科專業知識。
2.在多元化環境中，學生能使用英語進行溝通。
3. 學生對於多元文化維持高靈敏和察覺度，並且願意尊重、細心對待多元與不同之文化。
4. 具有國際觀，並能適切掌握與分析國際議題。

本次參賽需以英語介紹影片製作構想，播放影片

作品呈現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獨特觀點
故事；此次共有 15組隊伍進入決賽，競爭激烈，本校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四甲【茶餘 Tea Lab】勇奪冠軍
及最佳英文敘事獎項！

感謝所有指導老師的辛勞，也恭喜所有獲獎同學！

（編按：本文照片由成功大學教務處教學發展中

心提供，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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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表現

 ▲陳映蓁同學（右上

角）代表【茶餘 Tea 
Lab】團隊進行線上
發表。

 ▲因應疫情，舉行線上頒獎典禮。

 ▲得獎名單。

STOP&LOOK

-

-

ETLEPY -



 ▲感謝精心策畫本次外籍生小畢典的國際組老師們。 ▲畢業生致贈感謝卡給陳慶和校長（右）。

 ▲本文作者陳玉金剛

（左）與陳慶和校長

（右）開心合影。

 ▲畢業生與國際組老師合影留念。

2022國北教大外籍生溫馨小畢典 ◎研發處國際組／特教系四年級 陳玉金剛

身為一名赴臺留學的外籍學生，最期待的

是能參加一個熱熱鬧鬧的畢業典禮。然而，暑

假前的幾個月新冠疫情突然升溫，令人心中忐

忑不安。原本以為這四年大學辛辛苦苦的熬夜

背書，會在冷冷清清的線上畢業典禮中，草草

結束，沒想到在國際組老師們的精心策畫及校

長的參與支持下，我們竟能得到一個回憶無窮

且滿載而歸的外籍學生畢業典禮。

這次活動帶給我們許多美妙的時刻，在活

動的過程中，我們陸續與校長、老師們和來自

各國的朋友拍紀念照，領紀念禮物，吃喝點心

等，活動內容十分充實，既歡樂又隆重！

國際組的老師在活動中準備了各種驚喜，

首先我和我的越南朋友們一抵達，就被精心布

置的美麗會場所驚豔。接著國際組的老師幫我

披上學士服。因為我高中一畢業，就來臺灣念

大學，所以在我的國家越南時，我並沒有穿學

士服拍畢業照的體驗，這讓我更期待了！就在

我開心地與其他應屆畢業的外籍生們交

流拍照時，親切的陳校長也翩翩蒞臨了，我感到

無比的榮幸！大家很興奮地與校長拍了好多張

團體照，原本我們都正經八百的，沒想到國際組

老師突然發給每個人一面自己國家的國旗、可愛

又紀念性十足的畢業帽造型金沙棒、繽紛的馬卡

龍色空飄氣球串，供我們當手持道具拍照。這些

巧思既精美又富意義，如此用心的規劃真是讓人

難忘！我尤其忘不了我拿到我的國家—越南國

旗拍照的時刻，實在是太令人感動了！國際組老

師們的熱情與貼心，的確使身為外籍生的我們更

加深了捨不得離開母校的感情⋯⋯。

總之，能在疫情期間同時維持安全與舉辦

這麼周全的畢業典禮活動，真的是很不容易。

感謝校長親自蒞臨，一個一個地跟我們拍照與

祝福，還贈送我們一人一袋值得珍藏的國北紀念

品！此外，也很感謝各位國際組老師們事前辛

苦的準備，我真的很榮幸能成為國北的國際畢業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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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白山教務長（左）親自為畢業生進行撥穗。

 ▲與畢業生家長同步欣賞祝福影片。

 ▲畢業生代表李莉錦致詞。

 ▲陳慶和校長於線上祝福畢業生。

110學年度第 4屆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小畢典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賴昱嘉

本校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克

服防疫期間種種考驗，於 2022年 6月 11日舉
行 110學年度第 4屆畢業典禮，歡送 10位畢業
生。值此疫情期間，每位與會者能排除萬難出席

實體典禮，殊為可貴；礙於防疫規範，無法讓親

友入場，因此，學程特別提供線上觀禮的方式，

讓畢業生親友透過視訊同步參與典禮，並透過直

播即時送上真摯的祝福。雖然規模不大，但對學

程本屆畢業生而言，這專屬於東南亞區域管理碩

士學位學程的小畢典，絕對會是無比溫馨且難以

忘懷的回憶。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是全國首創

招收外籍生且全中文授課的MBA，自 106學年
度開始招生，今年已經邁入第 6屆。110學年度
畢業生共計 10人，維持著前 3屆的優良傳統，
本屆應屆畢業生皆已完成口試或即將進行論文

口試，預計 7月底前全數拿到學位。此外，截至

畢業典禮當天，已經有 2位畢業生已取得正職工
作邀約，相當優秀！

 校長勉勉勵畢畢業業生　邁向向未未來的下下一步　
結束才才是開開始始

因應疫情的緣故，本校陳慶和校長以線上

方式向畢業生致詞祝福，雖然無法親臨實體現

場，但對畢業生的關愛之情仍溢於言表。陳校長

勉勵畢業生，畢業不只是代表研究生學習生涯的

結束，同時也象徵一個不同於學生生涯、新的重

要階段的開始。「人生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挑

戰，進步，是為了下一階段更好的自己。」無

論是面對文化適應的壓力，或是疫情籠罩的壓

迫，畢業生都努力克服一切，不僅完成了企業實

習，更完成了全中文論文，面對變幻莫測的全球

局面，陳校長堅信畢業生必是臺商企業企需的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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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士帽高高拋起—象徵拾級

而上的事業與能力。

 ▲畢業生與導師張朝清老師（右下角）留下合影。  ▲畢業生與師長們溫馨大合照。

2022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小畢典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因應新冠疫情的發展，本校 111級社會與
區域發展學系（簡稱社發系）畢業典禮於 111年
6月 11日（週六）在本校大禮堂採實體與線上
同步直播方式舉辦。讓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

職專班的畢業生與師長們齊聚一堂，共同參與、

見證這個人生中的重要時刻。

典禮首先邀請陳慶和校長線上致詞，受到

疫情影響，學校不得不取消全校性畢業典禮，轉

由各系所舉辦小畢典，雖感遺憾，但相信這是屬

於社發系最溫馨的畢典。面對疫情衝擊，陳校長

鼓勵畢業生應預擬因應之道、掌握應變先機，更

要保有韌性與創意，不畏考驗，並努力克服逆

境，勇往直前。校長還提到：堅持到終點比贏在

起跑點更為重要，千萬別因一時的挫敗就輕言放

棄，要勇於堅持、擁抱夢想！最後，校長鼓勵

大家持續在各領域終身學習，面臨時刻變化的環

 離開家家之後後　有了另一一個個歸屬

畢業生代表緬甸籍的李莉錦表示，原以為

研究所同學的感情會十分冷漠，但進入這個大家

庭才發現，遠赴臺灣就學的他們，每個人都是彼

此的依靠，更重要的是學程的主任、導師與助

教，扮演著如同家人的角色，總是時時刻刻關心

著他們。雖然離開了自幼成長的國家，但因為有

師長們以及同學的陪伴，畢業生在臺灣有了另一

個歸屬，他們將帶著所有人的祝福，以及研究所

期間培養的學識涵養，邁向輝煌的未來，創造屬

於自己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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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校陳慶和校長（左上角）於線上參與社會與區
域發展學系小畢典，給予畢業生祝福及勉勵。

 ▲會後全體師生合影留念，離情不勝依依。

境，不斷學習方能有效解決問題，大幅提升實現

夢想的機會。

接著，王淑芬系主任首先為社發系師生無

畏疫情，依然辦理畢業典禮、努力過好日常生活

而喝采。她鼓勵畢業生要勇敢追夢，曾經做過

的事也許遭逢挫折、失敗，但「做就對了！」

（Just do it），一定能為人生畫出美麗的彩虹，
相對地，空想、躊躇不前只會帶來更多遺憾而

已。其次，面對當今快速變遷的科技、社會，應

該培養終身學習與適應不斷變遷的能力與態度。

最後，愛自己並進而關懷人群，人生才會更圓

滿、富足。

大學部王安民導師分享見證了同學們 4年
來的成長，以及大家各自在不同層面的努力，非

常開心、也感到無比光榮。他鼓勵畢業生要深愛

自己所做的選擇，還沒找到目標的，也請繼續追

尋，不要放棄。未來即使遇到挫折、失敗，一定

要樂觀、積極面對，並且保持謙虛、努力的態

度，讓明天的自己能尊敬今天的作為。

畢業生代表洪思涵同學帶領大家一起回想

從第一天踏進國北到畢業迄今的點點滴滴，無論

遭遇是好是壞，都是成就今我的養分。在這瞬息

萬變的世界上，雖無法總是順心如意地得到自

己想要的，或是過著快樂的生活，但社發系的師

長、助教、朋友們，總是時時提醒著我們，去追

夢、去嘗試、去過好生活。未來也許仍會遇到

很多挫折，但在失去的同時，也會得到更多的收

穫，那都是讓我們變成成熟大人的養分。最後，

祝福畢業生們能夠帶著一顆溫柔、愛人的心繼續

向前走，勇敢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並努力追夢。

這是一場歡樂、溫馨、感人的畢業典禮，

人人裝載了滿滿的回憶與祝福，也承接了厚厚的

責任行囊，準備自信地跨步向前，航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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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耐心等候名家書寫春聯，順便欣賞筆鋒蒼勁的

書法。

 ▲北師美術館 1樓擠滿了索取春聯的人潮。

 ▲同仁開心展示今天的收穫。

 ▲一旁晾乾的春聯皆已名花有主。

虎虎生豐名家揮毫 PART II ◎副校長室

本校於去（110）年 12月 4日 126週年校
慶當日於北師美術館 1樓舉辦「虎虎生豐名家揮
毫活動」，獲得鄰里廣大廻響，博得一致好評，

為持續加強本校與鄰里之間的交流，並促進敦親

睦鄰，及實踐本校大學社會責任，本校於 111年
1月 10日（星期一）在北師美術館 1樓再次舉
辦「虎虎生豐名家揮毫活動」，特邀請 7位書畫
名家現場寫春聯，供本校教職員工生及鄰里民眾

索取字畫及春聯，期許來年福虎生豐，過好年。

本校陳慶和校長親臨活動向 7位老師致意並頒贈
感謝狀，感謝他們支持本校敦親睦鄰的活動。本

次的活動仍吸引了學校師生及鄰里鄉親多人參

與，場面十分熱鬧。

由於 126週年校慶時舉辦的名家揮毫活動
反應熱烈，許多人參加後隨即表示非常期待下次

的活動，因此本校立即決定再次辦理名家揮毫活

動，也因時近春節，是以本次活動以寫春聯為

主、字畫為輔；並邀請上次參與的名家，繼續協

助本次活動，邀約時，老師們皆一口答應，令人

十分感動！本次協助的名家包括：盧錫 教授、

王松林老師、張崑燦老師、翁小蘭老師、袁玉軒

老師、徐寶珍老師、陳秀娟老師，皆是一時之

選。

陳慶和校長當日親臨活動現場，並特別向

盧錫 教授致謝。協助本校進行敦親睦鄰活動，

除致贈感謝狀外，校長也與每位老師寒暄，展現

親切的作風，書畫老師們皆非常開心能參加這場

溫馨熱鬧的揮毫活動。

活動期間，伴隨著春節氣氛音樂，參加人

潮絡繹不絕，大家紛紛在心儀的老師桌前排隊，

彼此討論要請老師寫什麼字詞，除了祈求來年順

利平安外，更有許多同仁對於任職單位業務的期

許，利用單位的名稱或業務相關字詞，創造出屬

於自己的對聯；參加的社區民眾也開心地拿著充

滿特色的春聯，歡喜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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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俊二教授贈「源氏盔」供校史館藏

◎校友中心／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副教授 賴衍宏

今年仲春，臺灣大學名譽教授甘俊二先生

致贈本校一套日本美術工藝品（源氏兜以及武士

刀），由陳慶和校長代表本校接受，並供本校校

史館珍藏。與陳校長有深厚情誼的甘教授，基於

太老師的情誼（甘教授為陳校長老師的老師），

隨後再追贈一支武士刀。

甘教授畢業於臺灣大學農業工學系之後，

選擇負笈東瀛，據其手寫便箋表示：該藝品「民

國五十六年由日本人清水樣贈送，做為東京大學

留學之紀念」。其於東大深造期間，一路攻讀

碩、博士班，最終以「広域輪番灌漑のシステム

化に関する研究」（大面積輪灌的系統化相關

研究）為題，獲頒農學博士。學成歸國後，進入

母校執教，達卅餘年，著作等身，曾於 2001年
榮獲第 1屆水利貢獻獎（大禹獎）；退休後，
亦於 2006年榮獲國史館評定為出類拔萃人物
（Taiwan Top People）。

關於「源氏兜」的來歷，因該批藝品並未

附說明文件，經筆者多方探查，其中一篇署名為

「和雲」的短文有交代其緣起：該文首先提及

十∼十二世紀的源賴光乃至於源義經等名人，繼

而提到：「參考這些歷代武將所戴、締造輝煌功

績的頭盔，導入各個優點而加以復元的東西，我

命名為源氏兜。相信該盔洋溢著英勇的風格和優

雅的氣質，會讓觀眾湧現一種宏偉的希望。」

（原日文）由此可知，清水樣當初送給甘教授的

源氏兜，是一款寓意深遠的吉祥物，甘教授後來

也果然不負其厚望，成為學術界翹楚。

甘教授所贈的源氏兜及武士刀將於近期展

示於校史館，深信能為臺、日兩國的友好情誼譜

出新的佳話與篇章。

 ▲本校陳慶和校長代表學校接受甘俊二教授餽贈其收

藏了 55年的日本文化美術工藝品。

 ▲甘俊二教授基於身

為本校陳慶和校長

太老師的情誼，加

贈一支武士刀。

 ▲甘俊二教授餽贈之源氏兜（上）及武士刀（下）。

 ▲甘俊二教授致本校手稿，說明本次餽贈之日本工藝

品的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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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第 9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校友總會秘書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總會於 111年 7月 2
日（六）09：00∼11：00舉行了第 9屆第 1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首次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出

席率創新高，其中最是感謝母校師長、理監事及

相關列席人員的踴躍出席，會中決議聘任顧問、

秘書處人員、8大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以及通過個
人會員的入會案，會議順利圓滿結束。

疫情期間，本會各級會議多次延期甚至取

消，第 9屆理監事當選已過 4個月，仍無法召開
任何實體會議，會務推展嚴重受阻。為持續推動

校友會各項工作，秘書處決定採用從未嚐試過的

視訊會議方式召開理監事會議。考量校友會理監

事平時皆以 LINE群組的方式聯繫，且無需再下
載程式，故決定以 LINE群組視訊方式辦理此次
線上會議。

校友總會並於 111年 6月 28日（二）19：
30先行召開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線上聯席會議，
蔡松棋理事長首先說明對各委員會的期許與勉

勵，並討論各委員會未來之發展方向及各項重要

事務，俾便後續向理事會報告。此外亦於 111年
7月 1日（五）13：30召開秘書處會議，討論會
議相關工作事項及聯絡分配，同時測試 LINE群
組之視訊通話功能，確保會議順利進行。

本次會議除各理監事參加以外，亦邀請劉

奕權榮譽理事長、張清煌榮譽理事長、母校陳慶

和校長、陳永倉主任秘書以及校友中心李佳玲主

任與會，並邀請秘書處人員及各委員會主任委員

出席。

蔡松棋理事長於會中表示，本屆任內預計

推動 3項重要業務：
1. 協助母校學弟妹順利就業。
2. 整合校友資源，服務各界校友。
3.  持續結合社會資源，進行教育關懷工
作，協助學校團隊圓夢。

母校陳慶和校長親自上線出席，感謝廣大

校友的大力支持及守護，使母校得以完成多項重

大校務，諸如：

1. 培優圓夢，輔導學生就業。
2.  協助各系所特色領航發展，成立多個專
業中心。

3.  積極提昇國際化水準，獲得 QS STARS
世界大學星級評等四顆星肯定。

並期待未來與校友深化鏈結，共同為北教

大齊心努力。

會中除了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外，並通過

聘任顧問、聘任秘書處人員、修正本會委員會設

置辦法、審查個人會員入會案、增設新的委員會

及聘任新任主任委員、停止階段性委員會之運

作。除原本的校友組織委員會、藝術文化委員

會、教育關懷委員會、健康促進委員會、資訊委

員會、國際及兩岸交流委員會外，本次新增了職

業服務委員會及校史研究編纂委員會，推展協助

校友就業及校史研究相關事務；志工委員會因階

段性任務完成，故停止運作。

本次會議在蔡松棋理事長明快地主持下順

利圓滿結束，期待接下來的一年，會務推展更加

順利開闊。

 ▲校友總會第 9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採線上議，委
員們出席踴躍。

 ▲本次聯席會討論新一屆各項會務的推行。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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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推廣教育記實：桃園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 59級 簡耀堂

母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舉辦環境推廣教

育，計畫 2車 80人，特撥出名額給校友總會共
襄盛舉，名譽總會長張清煌學長特別撥空帶領我

們一行 7人一起參加，由衷感謝母校用心安排。
第一站參訪桃園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八德區公所支援 3位導覽志工，我們這一隊導覽
志工呂芳郁老師是在地退休人士，心心念念想為

故鄉做些事，為環境教育付出一些心力，我們大

家都非常感佩她的真心和用心。

八德埤塘是桃園最大的埤塘，民國 97年整
治完成，107年通過環保署認證提供民眾多樣化
的水域景觀及休憩空間，透過導覽解說推動環境

教育，讓人了解埤塘人文歷史，更活化了埤塘的

價值。

我們下了遊覽車進入園區，還沒正式分

組，熱情迎接我們的不止是導覽老師，更有好多

雞、鴨、鵝⋯⋯，跑跑跳跳，尖聲驚叫歡迎我

們，我們也彷彿返老還童，開心地與牠們合照，

好滿足呀！

淨化水池分十區十段，繞成弧狀，跨水域

有拱橋，旁邊有大草坪，有咖啡廳，有涼亭，更

有高架涼亭可以瞭望全區景觀，美呀！小“雲山

水”，可真是沒浪得虛名！

埤塘中間有兩座人工浮島，是野生動物的

休憩天堂，浮島倒映埤塘中，把埤塘裝扮得更

優雅，更似仙境！

“一對畜牲”，你想到什麼？原來我

們來到了幾棵楓香的展區，老師說：簡單

的記法就是槭的葉子是對生，楓的葉子是

互生。原來“一對槭牲”是諧音呀！這樣大家

就記起來了！

園區繞了一圈，我們不知不覺來到一隻大

眼蛙地景面前，原來這裡才是大門口。大青蛙

戴著大大的眼鏡，好英勇，好可愛！當然這裡

更是大合照的地標囉！

中午，我們在園區吃魚排便當，謝謝學校

用心安排，節省不少時

間，12:30集合上車轉往
有名的大溪老街參觀，感

謝總會名譽理事長張清煌

學長請大家在純真咖啡館

喝最好喝的咖啡，吃最可

口的鬆餅，並且送大家每

人一盒蔡記現做麥芽花生

糖；也很感謝總會副理事

長連寬寬學姐送大家每人

一份老公伯現滷豆干和素

雞。以上伴手禮都要排

很久的隊才買得到

喔！感謝他們的

用心與熱情！

 ▲桃園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前的大眼蛙歡迎每一位

到訪的嘉賓。

 ▲本校師生及校友在大溪橋前合影。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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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弓鞋國樂團受邀於「2020
千人彩繪風車嘉年華暨節能減

碳資源回收宣導活動」中演

出。

 ▲ 110學年度弓鞋國樂團參加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會後合影。

茶鄉茶香樂飄香∼∼弓鞋國樂團簡介 ◎ 74級 陳建佑

弓鞋國小位於南投縣名間鄉，名間是臺灣

面積最大的茶業產區，早期以「松柏長青茶」最

為知名。學區的家長多從事與茶相關的產業為

生，孩子們從小與製茶香氣為伍，繚繞在茶鄉與

茶香之中。

弓鞋國樂團在民國 98年獲本地香火鼎盛的
受天宮補助 99萬元成立，迄今已 10年有餘，成
立之初，創團維艱，當時團員多人共用一把樂器

的窘境屢見不鮮，但是偏鄉孩子能有一樂團可以

學國樂是何其喜悅，曾經本國樂團團員人數高達

8、90位之多，今因少子化之故，團員剩下不足
40位。

本校國樂團在歷任校長的帶領及多位國樂

老師的共同努力之下，為偏鄉孩子的音樂教育向

下紮根，除了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絲竹室內樂及個人賽皆有不錯的表現，屢次獲得

全縣國樂合奏、絲竹樂室內樂、個人賽等冠軍，

表現極其亮眼。另外亦致力推動社區國樂文化，

積極參與各項演出，今（111）年 7月 9日受南
投青商會邀請舉辦「那疫年，感謝有您」音樂

會，希望透過悠揚的樂音，感謝在疫情之下努力

守護大家的軍警消及醫護人員，也藉此感恩支持

弓鞋國樂團一路走來的社會資源，另外特別感謝

母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蘋果慈善基金會惠予贊

助弓鞋國樂團年度發展經費，讓偏鄉的孩子持續

發展國樂長才，許以偏鄉學童國樂夢不中斷的未

來。（編按：作者為現任弓鞋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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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著雨絲，教練認真教學。

 ▲結訓大合照，新一批的槌球教練誕生了。

 ▲風雨中，學員依然認真學習。

111年丙級槌球教練研習感想 ◎校友中心／槌球第二期學員 黃淑珍

我與槌球的接觸，起源於與 COVID-19疫
情的意外相遇，但卻是與健康的一場美麗邂逅。

由於室內空間運動受到限制，因緣際會下經由

好友的引薦，喜歡上這個需要撞球的技巧、像高

爾夫球的打擊姿勢、在青翠草地上揮桿的槌球運

動。因遇良師，於 109年參加了丙級裁判培訓，
111年進而參加丙級教練培訓，讓我的生活充滿
學習、挑戰與成長。

槌球協會承辦教練的培訓其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2年（以上）才舉辦一次，且學科與術
科兼備。今年 5月 27日至 5月 29日 3天的講習
課程有教練禮儀、教練職責、槌球規則、基本技

術訓練、戰術戰略訓練、實戰方法等。第 1天 5
月 27日是一個淒風苦雨的日子，只見頭上的水
從天上來，風蕭蕭兮，「雨」水寒，學員穿著雨

衣或撐著雨傘上課，真是難得的奇景，講義也因

飄雨而濕淋淋，但教練認真教學，學員也認真

學習，在風雨交加的這天，學到了教練必需具備

的學科知識。5月 28日上午，因應氣候進行筆
試。由於試題大都是課堂上講解和複習過的內

容，所以學員們得心應手，很順利就完成筆試。

下午進入術科演練，在球場上實際操演。有鑑於

教練的職責是在訓練球員，因此在球場上安排

了 30個基本的技術練習項目，學員散佈在 4個
球場上各自努力練習。從簡單的進一門、斜角進

門、長距離送球、閃擊 2個他球出界、2公尺和
4公尺邊線球打擊，以及跳球、流星球攻擊、奪
標等項目，可別小看這些技術球，多數具有相當

高的難度，因此學員大多下課後留在球場繼續苦

練，或是一早就到球場揮桿勤練，絲毫不敢懈

怠。5月 29日烈日炎炎，氣溫高達 30幾度，卻
是成果驗收的日子。48個學員在球場上揮汗依
序打擊，項目多且每項都只有一次打擊機會，學

員們都如過河卒子往前衝，或許大家認為 35分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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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靜教練（左 3）在蔡松棋理事長（左 4）陪同
下，指導隊員關於騎行自行車的安全事項。

 ▲隊員開心比 Ya！歡迎大家加入
國北校友自行車鐵馬隊。

親山近水鐵馬騎行趣

◎ 60級 溫明正

「臺北大縱走」健行路線，在原有 7條路
線 92公里的基礎上又結合河濱自行車道，形成
7+1段、總計 130公里的環狀路線，提供臺北市
民登山健行、騎乘腳踏車各種方式去體驗臺北的

山水之美。無論是想輕鬆體驗山林之美，或者來

一場硬派健行騎車登山挑戰，都能在臺北找到適

合自己的遊程，享受臺北市的山林溪河魅力。

國北教大校友總會響應政府美意結合雙北

河濱自行車道規劃不同路線提供校友騎行參考，

並由校友溫明正學長組織自行車鐵馬隊，在蔡松

棋理事長支持與鼓勵下於 110年 12月 24日從動
物園首發騎自行車走景美溪到新店溪，提供校友

們平日休閒騎行鍛鍊身體健身之道，享受臺北市

獨特的河濱車道，輕鬆體驗騎自行車的好處。

為了校友們騎行的安全，111年 1月 21日
我們特別邀請有 30年經驗的徐文靜教練來指導
安全事項。騎行隊集結在大直橋下，在蔡理事長

陪同下，由徐教練親自講解示範騎車的注意事

項。首先談上下車的步驟程序，騎自行車上、下

車都有要求，不可用助跑式單腳跨上管上車，而

是要雙手握握把，腳先從後跨過上管，再用慣用

腳去踩踏，前進後再坐上坐墊。而下車的第一步

驟則是剎車減速滑行，其次用慣用腳將踏板置底

打直，接著屁股離開座墊身體重心往前移動，再

來非慣用腳先落地，慣用腳也落地，雙手仍要握

著握把保持平衡，才不易摔倒。

騎行除上下車外也要注意騎的姿勢，配合

人體工學原理做到「挺胸、直背、屈髖」，保

持正確姿勢，身體放輕鬆，握穩握把，腰頸才

不會受傷。坐墊要微調，座高設定好才比較好施

力不會累，座高是以自行車大盤中心孔到坐墊

 ▲本文作者自行車鐵馬隊領隊溫明正學長。

應該不難過關，其實不然，在酷熱天氣下，每一

分都是「難中球」，需分分計較，否則將面臨被

卡關的命運。

經過 3天的震撼教育，發現槌球強調精準
度與專注力，同時充滿鬥智，球場上也是詭譎多

變，很多戰術的相關細節需要擔任教練的你我深

入去思考，雖然一紙證書在手，卻也是你我

責任的開始，3天研習歷經狂風暴雨與烈日
炎炎，未來擔任教練的日子，仍需大家

砥礪研究槌球技術與戰術，相信球場上

優良教練「槌手可得」的願景，將指日

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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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芳名錄（111.4.1∼ 111.6.30）  ◎秘書室校友中心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元）
用　　途

111.04.13 李正堯 5,000 捐贈指定音樂系 -2022年 5月 8日鋼琴教學學術研討會

111.04.18 楊天放 12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4.18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 500,000 贊助北師美術館「One Piece Museum館校合作計
畫」捐贈款

111.04.21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贊助本校數資系系學會辦理「精靈寶可夢 數學益智成
長營」寒假服務活動經費

111.05.06 連華榮 300,000 指定捐贈本校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男甲排球運動代表隊
訓練基金

111.05.12 Lilian 754 捐贈校務基金

111.05.26 林茂榮 100,000 指定捐贈本校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男甲排球運動代表隊
訓練基金

111.06.13 張進傳 3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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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離，一般以跨下到地面的高度減十公分來

調整，科學一點是以跨高乘以 0.883或以跨高乘
以 1.09為踏板中心點的曲柄長到坐墊的高度為
原則，還要實際坐上去看腳是否可以垂直踏在踏

板上再調整。如果不是自己常用的自行車，則先

設定一個高度再慢慢微調，先調低再慢慢調高，

試騎幾次，務必要讓膝蓋壓力減緩，感受到踩起

來順暢。另外也要了解變速器的原理及正確的使

用段數，換擋時的秒速及鏈條有無喀喀聲都要檢

查。最後是輪胎，有公路車的細胎和越野車的寬

胎，騎行舒不舒服跟胎壓的多寡有關，細胎騎行

時變形較多也易爆胎，寬胎阻力比較小也穩，

因此細胎胎壓要高，以 100PSI為原則，寬胎以
85~90PSI為度，騎起來細胎高壓加速較快，但

寬胎低壓騎起來較舒適，瞭解基本操作要求後，

戴上頭盔、護腕護膝、騎行套件就可上路了。

「山河離我們很近」指的既是空間上與時

間上的，更是精神與情感上的親近，校友總會溫

明正學長在雙北市規畫了親山親水多條騎行路

線，每週五帶領校友鐵馬隊騎行環繞雙北，從基

隆河、新店溪、淡水河、大漢溪到郊山產業道路

上風櫃嘴、碧山、貓空、小坪頂，騎過碧潭、景

美古亭、大稻埕、社子島、外雙溪、彩虹橋、新

月橋，遠至淡水八里、山佳鶯歌、萬里金山都是

騎行的好路線，希望校友們一起來參與，發揚國

北教大的運動精神。

（編按：溫明正校友現任校友總會常務理

事、臺北市教育局聘任督學）

 ▲自行車隊於古亭河濱公

園花圃前合影。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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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請您填寫捐款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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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校友　　　　　　　　系所 /科別，　　　　　　年畢
□企業公司　　□財團法人　　□教職員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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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指定用途：創新永續發展基金（學生—培優圓夢、教師與系所—特色領航、學校整
體—國際躍昇）

□指定用途：北師校友育才基金（優秀新生獎學金、經濟弱勢學生學習助學金）

□不指定用途（校務基金）：由學校統籌運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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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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