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新聞

本校音樂系合唱團獲邀參與今年雙十國慶禮讚節目，演唱「大
家行共路」歌曲

◎秘書室

今（111）年國慶主題為「守土衛國，你我
同行」，特別安排百人合唱團於國慶禮讚節目演

出，邀請本校音樂系合唱團及國立實驗合唱團

約 111人，演唱曾獲多次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
最佳客語專輯的客語流行音樂家謝宇威譜曲，並

由謝宇威、古崇禮共同作詞的「大家行共路」歌

曲。

 █照片擷取自網路：央廣新聞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0DYt_ON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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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唱團員於國慶大會

上演唱客語歌曲「大

家行共路」，個個神

采飛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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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成立「閱讀與寫作中心」提供閱讀與寫作能力訓練及師資
培訓

◎秘書室／語文與創作學系

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成立校內一級單位

「閱讀與寫作中心」，於 7月 19日揭牌，本校
行政及學術主管等各師長均到場觀禮。未來「閱

讀與寫作中心」將結合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的專

業師資與研發能力，提供國小學童閱讀與寫作能

力的訓練，以及相關師資的培訓，建構教學、研

究與社會服務三領域跨域整合創新服務。

本校陳慶和校長表示，本校目前正積極推

動跨域創新，致力於整合各系所專業特色，建構

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三領域跨域整合創新服務

基地或中心，包括：心諮系的「心理諮商暨健康

促進研究中心」、特教系的「兒童發展中心」及

語創系成立的「閱讀及寫作中心」等三個校內一

級單位。教師可以運用教學及研究能力回饋社

會，並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同時善盡大學社會

責任。未來各學院及各系所的特色中心或基地會

陸續成立，期望能建構國北教大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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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育藝文與數理科技的整合

創新特色大學」。

本校語文與創作學系，在臺灣享譽盛名、

獨樹一幟，為大學院校中少數同時兼具語文教育

與創作師資，為全國相關科系中少見的師資結

構。師資含括語文教育、華語教育及文學創作、

文學研究等領域。語文與創作學系教師所主編之

國小國語教材於臺灣總體市佔率達八成，其中亦

有多位知名作家，為臺灣的文學系所中師資結構

擁有作家比例最高者之一。無論在教學實務、文

學創作上都擁有高度競爭力。

108課綱上路未久，許多教師、家長及學生
仍在適應調整，新課綱以核心素養作為課程發展

的主軸，多項核心素養，均需以寫作方式表達呈

現，培養學生寫作能力更顯重要。目前「國語文

寫作能力測驗」已自學測國文科獨立出來，單獨

施測，許多學者專家亦呼籲寫作的重要性。但目

前校園內國語文相關課程時數，遠遠不足學生所

需，且因應課程安排，無法聚焦於寫作能力，因

此提升寫作能力成了當代教育重要課題，相關需

求更是與日俱增。本校「閱讀與寫作中心」將運

用其專業提升國小學童閱讀與寫作能力，進而增

加學生學測的競爭力，也透過師資培訓提升國小

教師寫作教學的專業能力，直接有效的將系所研

究成果貢獻於社會，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閱讀與寫作中心」不僅具備教學功能，

更重要的是結合本校語文創作學系於閱讀、寫作

上的研究成果，透過研究成果來設計相關課程，

直接且有效的將學院研發成果推廣至社會，並提

供校內學生實習及工讀機會，同時提升學生畢業

後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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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閱讀與寫作

中心」開幕揭牌儀

式陳慶和校長（左

3）及校內各師長
（左 1蔡葉榮學務
長、左 2陳錫琦副
校長、右 1楊宗翰
老師、右 2曾世豪
老師、右 3許文獻
老師、右 4張金蘭
老師、右 5鄭柏彥
主任）共同參加揭

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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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系友會成立　搭建文創產業人才
交流平台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 108級　劉湘琳

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以下簡稱文

創系）系友會於 2022年 7月 31日正式成立，並
由精彩創意整合行銷總經理、同時也是文創系

EMBA第一屆畢業生胡恒士當選首任系友會理
事長，其餘理監事共 11人，橫跨政、商、媒體
各界。這次的系友會成立也感謝本校校友總會的

支持，校友總會理事長蔡松棋理事長、連寬寬校

長、本校蔡葉榮學務長、陳永倉主任秘書和校友

中心李佳玲主任也都共襄盛舉，參與本次盛事。

文創系暨碩士班系所發展係先設所、後設

系，系所於 97學年度合併，並於 99學年度更名
為「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文化創意產業是

透過文化創意的產業化，帶動新的經濟活力、創

造就業機會。為順應世界潮流，並作為推動臺灣

產業轉型的先鋒，本校文創系承擔文化創意和產

業經營之間的仲介角色，創建一個包含宏觀視

野、批判能力、藝術知能、跨域合作和經管行銷

的學習平台，培養學生在認知、情意和技能各方

面做好準備，並能應用於實際場域中。

文創系林義斌主任致詞時表示，本校不僅

具交通地利之便，也擁有都會型學校各項豐富的

社會資源、民間支持與人力優勢。近年來，因應

教育變革、學校發展和國際視野，積極尋求各種

轉型契機，增設許多新的專業系所或學程。文

創系創設於 2006年，是國內第一個文創相關系
所，十餘年來為國家社會培育許多文化、創意和

經營管理人才。今年適逢國內推動文化創意產

業政策 20年，透過成立系友會將大家凝聚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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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學系系友會

理監事於會後合

影。（左 4為胡恒
士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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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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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錫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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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松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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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共同為創造下一個 20年來努力。
第一屆理事長胡恒士校友在致詞中也表

示，希望系友會成立後能跟校友總會有更多的連

結與交流；這次系友會從籌備到成立僅僅用了 3
週的時間，參與成員縱跨十餘屆畢業生，證明

文創系系友間不僅緊密連結，且具有相當的共

識和執行能力，希冀透過系友會的成立，結合

產、官、學、研各界力量，創造更多文化、創

意與產業交流的機會，促進跨領域的合作與串

聯，提供一個文創產業人才交流之平台，未來

系友會也將與系上進行密切合作。

當前，國家的競爭力表現在城市整體的

創造力和魅力，位居臺北首善之區的北教大文

創系，將把「推動創意城市」、「培養創意階

級」、「發展創意產業」作為首要任務。此外，

因應體驗經濟與數位轉型的發展，許多產業都需

要仰賴文化、創意和感動來加值，這也凸顯出文

化創意產業跨領域和創新的本質。未來，本校

文創系將持續承擔此一重責大任，並擔任整合平

台，為國家社會培養更多創新、跨域的人才。

 ▲本校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系友會

Line群組 QR CODE，歡本校文創
系畢業系友掃描加入。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第一屆系友會幹部名單

●理 事 長：胡恒士

●秘 書 長：黃昱銘

●常務理事：徐掌瑛、陳仲銘

●常務監事：鄭瑤琳

●理　　事：吳秋英、許淑華、戴星磊、劉湘琳

　　　　　　沈佳穎、塗家興、葛介正、鄭緯筌

●監　　事：李慧美、范姜惟

●候補理事：高鈺婷、劉國璽

●候補監事：曾子珊

 █國北教大文創系系友會 FB：
https://www.facebook.com/ntue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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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理學院院長 翁梓林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系主任 鄭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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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明

學位學程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林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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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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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長（職員） 王偉宇

教務處

教務長 劉遠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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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力庚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蕭世輝

衛生保健組組長 唐功培

校園安全組組長 吳秉濂

體育室主任 林顯丞

總務處

總務長 楊啟文

文書組組長（職員） 莊秋郁（代理）

事務組組長（職員） 黃靖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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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辦）

環安組組長（職員） 潘淑華

研究發展處

研發長 范丙林

國際事務組組長 林盈妤

綜合企劃組組長（職員） 吳炘如

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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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館務組組長（職員） 許嘉珍

資源徵集組組長（職員） 陳怡佩

推廣諮詢組組長（職員） 陳郁文

典藏閱覽組組長（職員） 田代如

資訊管理組組長 王人正

師資培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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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語教學研究中心 簡雅臻

人事室

主任（職員） 林建欣

主計室

主任（職員） 柯淑絢

組長（職員） 董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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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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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善達

教育訓練組組長 許佳興

北師美術館

館長 郭博州

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張文德

教學專業發展組 鄭秉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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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凱翔

111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
◎學務處校園安全組

因應今年 9月疫情可能升溫，為維護師
生健康與安全，於 9月 7日在本校大禮堂採
線上直播的方式，舉行本校 111學年度新生
始業輔導活動，以協助大一新生認識本校環

境、瞭解校園概況與校內各項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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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期勉新

生把握大學四年黃金學習期，培養具備持續

創新之思維與理念，以實踐與行動來加強跨

域創新與就業創業之能力，於求學過程中累

積生活經驗、養成終身學習習慣，以因應社

會發展趨勢及職場跨領域、多專長人才之需

求，未來能順利就業及創業，並善盡公民社

會責任。

校長更表示本校這兩年來積極募款，募

得金額約新臺幣 4,300萬元，挹注於：一、
學生培優圓夢（經濟不利學生獎助學金、全

優獎學金、各類獎助學金、菁英培育獎助學

金等）；二、系所特色領航發展之獎助經

費；三、學校整體躍昇校務發展經費。同時

鼓勵同學善用學校為同學準備的各項資源，

在國北教大全力以赴，爭取獎學金，認真學

習、厚積實力，為未來人生與職涯之發展建

立堅實的根基。

今年約有近 1,300名新生成為國北人，
含大學部、研究所及博士班新生。校長致詞

時表示，本校創校迄今已邁入 127年，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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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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社會、經濟、

國際局勢等外在環境的變化日益劇烈，又

因疫情，改變了產業生態及工作型態，更

嚴重壓縮同學們未來的就業機會，因此，

培養學生接軌社會發展趨勢的就業與創業

能力實是刻不容緩，學校多元創新發展的

腳步也必須加快。

校長進一步強調，學校目前正積極創

新轉型，推動「六六六創新發展計畫」，

期望能讓本校成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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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同學們未來能順利就業及創

業，並善盡公民社會責任。校長並接著就

學校如何強化及精進前述校務發展六大願

景之建構意涵及目前達成的初步成果逐一

說明，以協助新生瞭解就讀國北教大後之

未來發展前景。

劉遠楨教務長期勉同學訂定並完成

「大學必做 3件事」之目標，也就是培
養 1樣專長、通過 2項考驗、獲得 3位朋
友。在建立專長方面，能夠做到屬於個人

的專長領域，讓大家在想到這個專長時，

就能聯想到擁有這項專長的同學；2項考驗則是
鼓勵同學追求 2項以前從未做過的事情，例如考
取證照、通過比較高級的英文檢定或是登玉山、

或完成百岳的攀爬；此外，在大學四年中一定要

結交到能分享喜怒哀樂、為你喝采，並且在未來

一起向前走的 3位朋友。教務長同時也以「現在
的態度決定未來的高度。你的努力並不一定讓你

成功，但是你的堅持保證讓你成功」勉勵同學，

並祝福同學在未來四年愜意、享受光輝燦爛的大

學生活。

學務處由生活輔導組、資源教室、衛生保

健組、體育室、校園安全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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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學習、生活、心靈、健康、

運動、校園安全等方面問題時，可以尋求輔導協

助之單位。

接續由研究發展處、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及教學發展中心分別進行「大學新鮮人職涯探索

與規劃」、「課務與學習地圖」及「學促組資源

介紹」等報告，將校園各項職涯規劃、課務、學

習資源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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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祝福每一位新生在本校求學期間，能

以專注之態度與精神，多方嘗試各種專業領域的

學習，以成就更美好、更完善的自己，創新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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