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新聞

賀！本校連續 3年入榜 QS 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
◎校務研究中心

英 國 高 等 教 育 調 查 機 構

（Quacquarelli Symonds, QS）於 111
年 11月 8日公布 2023年亞洲最佳
大學排行榜，今年擴大排名數量至

760所大學，臺灣計有 46所大學入
榜，本校列亞洲最佳大學排名 451
至 500名、東亞（Eastern Asia）最
佳大學排名 2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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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論文被引用率（10%）、國際學
術合作（10%）、教學人員擁有博士學位比率
（5%）、論文人均發表量（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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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參加校數逐年擴大，本校連續三年穩

定入榜 QS亞洲最佳大學前 500名，今年並於分
區排名位於東亞最佳大學第 251名，顯示本校學
術發展與國際化推動成果獲得國際肯定。

 █ QS Asia University Rankings 2023 名單網址：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y-rankings/asian-university-rankings/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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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榮獲 2023年 QS亞洲最佳
大學前 500名，已持續 3年入
榜。

 ▲本校 QS整體排名比率由 2021
年的前 69%提升至 2023年的前
59%，前進 10個百分點。

 ▲本校榮獲 2023年 QS亞洲分區
排名，名列東亞最佳大學第 251
名。

 ▲本校校務研究中心主任陳錫琦副校長（左）代表將此殊榮獻予

學校，由陳慶和校長代表接受（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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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歡慶創校127週年校慶，「兒童發展中心」同日揭牌開幕，
提供兒童特殊教育專業服務，壯大國北教大社會服務陣容

◎秘書室

本校歡慶 127週年校慶，自 10月底起陸續
舉行一系列慶祝活動，並於 12月 3日舉辦慶祝
大會。總統府顏志發資政、內政部徐國勇部長、

教育部師藝司武曉霞司長、李德維立法委員、

伊萬‧納威考試委員、新北市教育局張明文局

長、調查局黃義村副局長、臺北市許淑華議員、

我國著名聲樂家簡文秀教授偕同其夫婿億光電子

葉寅夫董事長、本校歷任校長、傑出校友及校友

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等貴賓蒞臨校慶慶祝大會，與

來自各地校友及在校師生同賀本校創校 127週
年。此外，本校特殊教育學系的「國北兒童發展

中心」也於當天舉行開幕揭牌儀式正式營運，將

提供兒童特殊教育發展諮詢、評估、教學與訓練

等專業服務，促進兒童身心健康發展，並使本校

社會服務陣容更為堅強。

本校陳慶和校長在校慶慶祝大會致詞時表

示，兩年多前他曾於校長就職典禮中報告校務發

展藍圖「六六六創新永續發展計畫」。為了使本

校持續邁向「卓越與永續」，乃積極強化與精進

教學、研究、服務、行政及品牌等五大核心作業

系統，期能讓本校成為「教育藝文與數理科技整

合創新的特色大學」，以利學生能順利就業及創

業，並善盡公民社會責任。對於本校兩年多來得

以順利推動創新

永續發展計畫，

他 也 向 各 界 長

官、社會企業賢

達善心人士、校

友及師長同仁，

表達十二萬分的

敬意與謝意，因

為有他們對本校

的全力支持及指

導，國北教大方能穩健地朝向「教育創新師培領

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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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創新特色大學」六大發展目標

邁進。

陳慶和校長並與大家分享國北教大在創新

發展過程中，在「接軌師資培育新趨勢，提升師

培生就業競爭力」、「提升學生就業及創業能

力」、「強化系所研發量能及產業鏈結」、「善

盡大學社會責任」、「強化行政支援學術，以及

完備教職員工生照顧」及「提升國際聲譽與排

名」等六大方面獲得的一些成果與進展。他更表

示，兩年多來全力爭取到總計約 8.7億經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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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慶和校長（中）與本校第 27屆傑出校友合影。

 ▲本校陳慶和校長於會中致歡迎

詞，並分享本校創新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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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各系所及學生的特色發展所需之軟硬體設施；

並有系統地推動各系所專業特色之整合發展，建

構了四個融合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三位一體的

品牌特色中心，即「心理諮商暨健康促進研究中

心」、「教育領導研究中心」、「兒童發展中

心」、「兒童閱讀與寫作中心」；也設置了「芳

蘭心理諮商所」，除可積極有效地與產業鏈結，

提供學生學習與修煉的機會，同時精進老師的教

學及研究能力，並有系統的行銷系所的特色品牌

外，更可因此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12月 3日的校慶慶祝大會在本校校友合唱
團領唱及所有與會嘉賓及教職員工生齊唱校歌的

歌聲中揭開序幕。接著由著名聲樂家，同時也是

本校傑出校友簡文秀教授獻唱「望春風」及「母

親」等兩首歌曲，向母校祝賀，更在簡文秀教授

領唱「生日快樂」歌及所有嘉賓的祝福中，由陳

校長代表切下生日蛋糕，祝賀國北教大 127週年
生日快樂！緊接在本校陳慶和校長向貴賓及教職

員工生致歡迎詞之後，內政部徐國勇部長、教育

部師藝司武曉霞司長、總統府顏志發資政、李德

維立法委員、臺北市許淑華議員、校友總會蔡松

棋理事長等貴賓，以及第 27屆傑出校友代表翁
繩玉先生亦陸續向本校致祝賀詞，祝賀國北教大

卓越永續，再創下一個百年風華！

另外，由本校特殊教育學系成立的「兒童

發展中心」也在校慶這天舉行開幕揭牌儀式。本

校特教與學前特教專長科系歷史悠久，特教系與

教育相關科系有豐富的學習資源與堅強的師資陣

容。幾十年間培養出無數優秀教育人才，希望能

將專業資源挹注至兒童發展中心，廣邀專家開設

親子和專業增能課程，也希望中心能扮演實習場

域的角色，鼓勵學生在經過教授與專家的督導與

教練後走入現場，透過參與健康促進的社會服

務，增加實務經驗，培養助人工作的熱忱與使命

感，並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和社區的家庭共學、

共好。

為慶祝創校 127週年校慶，本校自 111年
10月底至 112年 1月中旬，陸續安排北師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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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兒童發展中心揭牌，正式營運。

 ▲本校 127週年校慶大會在校友合唱團領唱及全體與
會嘉賓合唱北教大校歌聲中揭開序幕。

 ▲校慶大會現場嘉賓雲集，與本校一同歡慶創校 127
週年。

 ▲本校熱舞社同學以活力四射的動感熱舞慶賀 127週
年校慶。

▲▲本校熱舞社同學以活力四射的動感熱舞慶賀 127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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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圓滿完成
◎教學發展中心　黃育賢

本校於 111 年 11 月 30 日至
12月 3日舉辦「北教大 111年高
教深耕計畫成果展」。高教深耕計

畫是教育部 5年期重大競爭型計
畫，自 107年度開始，分成五年兩
階段，本校每年均獲得 5千多萬元
的補助，合計補助 2億 5千餘萬。
本計畫對學校進行資源總盤點，在

「落實教學創新」、「提升高教公

共性」、「發展學校特色」及「善

盡社會責任」四大目標下，協助大

學配合社會趨勢及產業需求進行

教學方法之創新，引發學生學習熱

情，提升自主學習能力，進而發展

大學多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人

才。

目前本計畫已進入第 2階段的最後一年，
本校特別將 111年度各單位的成果彙整展現出
來，此次成果展共有 10大主軸，分成 25個攤位

介紹本校不同領域之高教深耕成果。展示了本校

善用各項資源，在精進教師教學、提升學生學

習、邁向國際接軌的重大成就。

館「Next—台新藝術獎 20週年大展」、校慶音
樂會、全校運動會、高教深耕成果展、體育表演

會、名家揮毫等一系列精采慶祝活動，將學校學

術成果與學生活力徹底展現。其中，名家揮毫活

動邀請多位知名書畫家現場揮毫創作，將作品書

畫、春聯免費贈送參加民眾，與附近里民一同分

享校慶歡樂氣氛。此外，北師美術館「Next—台
新藝術獎 20週年大展」展期自 111年 10月 29
日至 112年 1月 15日，吸引眾多藝術愛好者前
來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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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陳慶和校長（第 2排左
6）頒發感謝狀予名家揮毫
活動書畫名家並一同合影，

鄰近里長亦熱情出席參與。

（第 3排右 4陳錫琦副校
長，第 2排左 2陳永倉主任
秘書，第 2排左 3校友總會
蔡松棋理事長，第 2排左 1
宜蘭縣教育處簡信斌處長，

第 2排左 5名家召集人盧錫
老師，第 3排左 1虎嘯里

詹仲琪里長，第 3排右 2群
賢里翁鴻源里長）

 ▲ 111年 11月 30日師長們於開幕式後集體合影。（第 1排左 3陳慶和校
長、左 2陳錫琦副校長、右 2劉遠楨教務長、右 1蔡葉榮學務長；第 2排
左 2范丙林研發長、左 3陳永倉主任秘書、右 1翁聖峰館長、右 2張文德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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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開幕儀式中，教學發展中心精心準備

了 3場動態成果發表。第一場為「武力拳開」，
為本校體育系同學結合武術、空手道、跆拳道的

精湛表演。第 2場為「外籍生歌唱表演」，表演
者為華語初級班到高級班的外籍學生，透過平時

紮實認真地練習，在舞台上展現在華語學習上的

成效。第 3場為音樂系團隊帶來的「雙簧管弦樂
四重奏」，以悠揚活潑的樂音，為為期 4天的成
果展揭開序幕。

感謝諸多校外委員的蒞臨指導，對本校教

學特色品牌的成效與用心表示肯定，並針對各計

畫逐一給予建議，惠我良多，本校將依據委員們

的提點，不斷精進，提升教學多元能量。

本校藉由高教深耕計畫，在教學上不斷進

行改革與創新，提供教師教學上各項所需，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及未來展望，透過此次成果展，呈

現出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執行實績，期待未來能在

良好基礎上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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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秋琳組長（右）向林從一委員（中）解說計畫內

容及成果，陳錫琦副校長（左）一旁陪同。

 ▲ 111年 11月 30日師長們與到校訪視委員合影。
（右至左依序為蔡葉榮學務長、陳錫琦副校長、林

從一委員、陳慶和校長、黃國珍委員、劉遠禎教務

長、張文德主任、陳永倉主秘）

 ▲林偉文教授（右）向黃國珍委員（中）解說計畫內

容及成果，劉遠楨教務長（左）一旁陪同。

年 員

 ▲動態成果發表：雙簧管弦樂四重奏。

 ▲動態成果發表：外籍生歌唱表演後與師長合影。

（後排左 8陳慶和校長、左 9陳錫琦副校長，前排
右 3范丙林研發長）

態 發表 表

 ▲動態成果發表：武力拳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