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本校榮獲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大專組「績優學校獎」
◎秘書室

本校榮獲 111年第九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大專組「績
優學校獎」。教育部 12月 28日假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南

海劇場舉辦頒獎典禮，本校陳慶和校長親自出席受獎，由教育

部蔡清華政務次長頒獎。

藝術教育貢獻獎是教育部為表揚對藝術教育具有貢獻及服

務績效之團體與個人，獎勵其對藝術教育卓越貢獻所訂定之獎

項。

 █ 教育部第九屆藝術教育貢獻獎—績優學校獎介紹影片連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h54s9JratU

本校 111年度優良導師獎名單
◎學務處生輔組

系所 職稱 教師姓名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教授 林政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教授 周金城

教育學系 副教授 陳慧蓉

臺灣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謝欣芩

體育學系 副教授 吳忠誼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副教授 顏榮泉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高士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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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榮獲 111年第九屆教育部藝術教育
貢獻獎大專組「績優學校獎」，由教育

部蔡清華政務次長（右）頒獎，本校陳

慶和校長（左）親自出席受獎。

 ▲ 111年第九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大合照。（第 2排左 2本校陳慶和校長，左 1陳永倉主任秘書）



本校 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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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者名單

110學年度競爭型計
畫貢獻獎

獎勵本校爭取教育部多項競爭

型計畫，計畫金額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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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處）、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基地計畫（研究發展處）

110學年度政府部門
（含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計畫、產學

合作計畫貢獻獎

獎勵 110學年度獲政府相關
部門（含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

會）委辦、補助及產學合作計

畫金額超過 100萬元之單位或
個人

劉遠楨、周淑卿、張新仁、楊凱翔、陳錦芬、

戴雅茗、羅森豪、劉怡華、楊啟文、趙貞怡、

薛婷芳、范丙林、簡雅臻、成力庚、許一珍、

范利霙、張家豪、盧姝如、李昆展、詹元碩、

林靜雯、曾世豪、何慧瑩、陳蕙芬、方真真、

孫頌賢、教師資格考試試務行政組、師資培育處、

北師美術館、心理諮商暨健康促進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學生事務處體育室、

教務處招生組、進修推廣處、特殊教育中心、

學生事務處資源教室、學生事務處心理輔導組、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111學年度大學部註
冊率及續讀率績優學

系獎

獎勵本校 111學年度註冊率及
續讀率序位合計前 3名之學系

心理與諮商學系、體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

（並列第 1名）

109學年度畢業 1年
就業率百分百系所獎

獎勵本校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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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臺灣文化研究所

資訊科學系

111年度通過教師甄
試人數最多學系獎

獎勵 111年度考取教師甄試人
數（不含公費）前 3名學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66人）
教育學系（65人）
特殊教育學系（59人）

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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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系（49人）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47人）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39人）

111年度學海系列獎
暨海外教學實習或教

育見習服務獎

獎勵 111年度執行學海築夢計
畫及帶領學生進行二週以上海

外教育見習、教學實習之教師

陳錦芬

周玉秀

111年度國際交流服
務獎

獎勵 111年度協助本校進行國
際交流之教師

徐筱菁

110學年度職涯導師
服務獎

獎勵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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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郁禎

謝政廷

吳毓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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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獎項 獲獎依據 獲獎者名單

110學年度國際學術
研討會或展演績優獎

獎勵 110學年度主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或展演之系所級相關單

位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教育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師資培育處雙語教學研究中心

110年度社團表現優
良獎

獎勵 110年度表現優良之社團 芝山親善大使服務隊

棒球隊

110年度校務基金貢
獻獎

獎勵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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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度優秀員工及
團體獎

獎勵 111年度遴選服務效能及
工作績效優異員工及團體

優秀員工：

王小萍、林綉虹、許嘉珍
陸明威、葉雅慧、胡雅音

陳德發

優秀團體：

秘書室

學生事務處（防疫團隊）

教務處（教師資格考試試務行政組）

總務處

師資培育處

本校第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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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忠雄 師專師資科

59級
• 榮獲宜蘭縣特殊優良教育師鐸獎
• 榮獲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保舉公務優秀人員獎，總統召見兩
次頒獎

• 擔任國小校長年資達 33年，為宜蘭縣擔任校長年資最久
• 出版俗俚諺語文學書籍，並積極鼓勵後進從事教育工作

宜蘭市中山國小

校長退休

翁繩玉 師專語文科

68級
• 獲聘擔任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臺北新教育」節目主持人迄
今 23年，宣揚良善教育與社會風氣， 2017年獲頒教育部
杏壇芬芳獎

• 2016年至今，擔任臺北市中山區健康促進協會正、副理事
長，推廣長照教育、失智友善社區與健康長青衛教與社會

教育，績效顯著

• 2015年至今，獲聘轉任臺北市中山社區大學副校長，有效
推動民眾終身學習與樂齡學習，落實公共性、在地性與永

續性的地方經營，成效顯著

• 榮獲 2000年全國師鐸獎教育行政類特殊優良教師

中山社區大學

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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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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華 教經系博士班

110級
• 榮獲 111學年度教育部師鐸獎及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殊榮
• 2年 6個月完成 12億校舍改建，保留舊有校史文物建置於
環境空間中

• 推動雙語實驗課程及傳統偶戲校訂課程，解除廢併校危機
成為額滿學校

臺北市延平國小

校長

李後榮 教經系碩士班

96級
• 榮獲 2021親子天下教育創新 100—課程／教學創新學校
• 榮獲 2021遠見天下未來教育，臺灣 100
• 榮獲第六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 榮獲 107年臺美生態學校夥伴綠旗認證

新北市新莊區

中港國民小學校長

張明賢 數理教育學系

86級
• 榮獲教育部 111年生命教育優秀行政人員
• 榮獲教育部 110年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 榮獲教育部 109年生命教育特色學校
• 榮獲教育部 108年度閱讀磐石學校及友善校園卓越學校
• 榮獲交通部 107學年度金安獎

新北市中和區

光復國民小學校長

張照璧 教經系博士班

109級
• 榮獲 2011全國學校經營創新 KDP國際認證社會與環境資
源應用組優等獎、課程與教學組優等獎

• 榮獲教育部 109-110獎勵推行童軍教育績優個人獎
• 榮獲教育部 109年度閱讀磐石獎
• 榮獲經濟部 106年度推動能源教育標竿學校銀獎

新北市新莊區

昌隆國小校長

曾振興 教經系博士班

97級
• 擔任太平、獅甲、光武及瑞豐四所國小校長共計 26年，均
能展現各校特色，辦學績效卓越

• 擔任教職總計 40年，獲頒特殊優良教師等各種獎項，及榮
獲總統頒贈 40年資深優良教師獎

• 自 86年起，陸續以讀書會、線上社群及專聘講座等方式，
培育各縣市中小學主任考上校長，總計達 170位以上

• 通過教育部課程教學領航人才、校長專業素養種子講師、
課啟校長、師傅校長培訓等，並由教育部頒發證照

• 出版「智慧與價值—登上校長主任之峰」等 4本培訓校
長的著作，嘉惠國中小行政同仁

高雄市瑞豐國小

校長

張茵倩 教經系博士班

103級
• 榮獲 111年教育部師鐸獎接受總統接見表揚
• 擔任臺南市中小學校長協會理事長，創下先例為第一位女
性領導人

• 臺南市保東國小校長期間，榮獲臺南市校長教學領導卓越
獎

• 臺南市二溪國小校長期間，率領學校團隊榮獲教育部閱讀
磐石獎

臺南市關廟區

保東國民小學校長

林承瑤 特殊教育學系

84級
• 美國國務院傅爾布來特資深學者
• 美國國務院傅爾布來特 specialist 
• 美國全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簡稱 NCTM）期刊編輯
• 伊利諾州數學教育教師學會理監事

南伊利諾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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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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世盟 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 89級
• 110年榮獲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 110年帶領北投國小榮獲教育部第八屆藝術教育貢獻獎績
優學校獎

• 105年榮獲教育部第三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 100年帶領五常國小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金質獎

臺北市北投區

北投國民小學校長

曾俊山 師範普師科

47級
• 美國研究協會提名哲學博士論文發明創造獎
• 擔任世界國際跨文化學會 2005-2007主席
• 代表美國學術界參與維也納世界防禦核子戰爭層峯會
• 主持設計中華民國教育部大專聯考改進方案
• 主持美國健康福利部防預兒童虐待與忽略跨學術領域研究
與訓練 10年

• 擔任美國三份社會科學期刊編審 25年、英文學術著作 54
篇

印地安那及普度大學

榮譽教授

美國學博士執業律師

陳仲銘 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學系

EMBA 104級

• 擔任 2022–迄今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理事，協助成立校友
會職業服務委員會、文創系系友會、恢復南投縣校友會及

成立大陸華東區校友會

• 擔任 2018-2020大陸華東南投同鄉會會長，協助南投縣農
民拓展大陸市場及設立南投縣國中生清寒獎助學金

• 擔任 2011-2017昆山慧聚天后宮志工團，協助建立臺商精
神家園基地及兩岸媽祖文化交流中心

• 擔任 2009-2010昆山台商協會副秘書長，參與臺協大樓籌
建及協助臺商與政府的相關事務

匯友室內裝修設計

（昆山）有限公司

總經理、一哥餐飲管

理（昆山）有限公司

董事長

陳智夫 師範體師科

49級
• 中華民國國際青年旅舍協會常務理事
• 臺灣鄉村旅遊協會常務監事
• 第二屆及第三屆臺灣民宿協會理事長
• 第一屆臺灣民宿協會常務理事
• 參與民宿管理辦法修法

栗田庄民宿董事長

胡恒士 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學系

EMBA 99級

• 創辦「精彩創意整合行銷」為全臺資本市場中文化創意產
業類別之一（全僅有 58家），更是目前臺灣唯一登板的公
關公司（股票代號：7577）

• 致力凝聚系友向心力、整合多方資源，積極籌畫成立系友
會，並擔任第一屆文創系系友會會長

• 於中廣主持之「世界隨身聽」節目入圍優良廣播兒童節目
暨少年節目獎

• 榮獲中華民國年度十大經理人金炬獎
• 出版著作《價值力》一書榮獲博客來網路書店、樂天

Kobo電子書銷售雙料冠軍

精彩創意整合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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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127週年校慶獎學金受獎名單
◎學務處生輔組／臺灣文化研究所

獎學金 獲獎學生

葉校長霞翟獎學金 廖彥羚（藝二甲）、郭月齡（文二甲）、鄭雅庭（社三甲）

常依福智獎學金 彭煜尊（心諮碩 110.7畢）、林俊廷（心諮碩 111.6畢）、陳怡真（心諮碩 111.6畢）
蔣　葦（心諮碩 111.6畢）、丁子秦（心諮碩 111.6畢）、林韋如（心諮碩 111.6畢）
徐郁婷（心諮碩 111.6畢）、翁世樺（心諮碩 111.6畢）、林莉庭（心諮碩 111.6畢）
廖品筑（心諮碩 111.6畢）、陳昭閔（心諮碩 111.6畢）、梅瑋紘（心諮碩 111.6畢）
馬祖平（心諮碩 111.6畢）、劉家瑜（心諮碩 111.6畢）、柯萱如（心諮碩 111.6畢）
黃麒逢（心諮碩 111.6畢）、陳俞任（心諮碩 111.6畢）、李綺萱（心諮碩 111.6畢）
許正蓉（教法碩 111.6畢）、李晉丞（文創碩 110.6畢）、白可欣（教經系 109.6畢）
張淼森（語創系 110.1畢）、黃靖雯（數資系 110.6畢）、吳佳穎（自然系 110.6畢）
吳寶瓏（教法碩二）、李憲宗（心諮碩一）

周餘龍教授

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廖翌萱（教經二甲）、杜欣儒（教經四甲）、吳妙含（教育二甲）、

張思楡（教育四甲）、廖宸昕（幼教二甲）、蔡瑞祥（幼教四甲）、
林宜萱（心諮二甲）、陳美玲（心諮四甲）、孫瑋成（社發四甲）、

陳竺廷（兒英四甲）、林芷綺（藝設二甲）、孫　蕾（藝設三甲）、

林卉娟（藝設三甲）、楊曉青（文創四甲）、鍾筠筑（數資三甲）、

吳俊逸（體育三甲）、李瑋軒（體育四甲）、邱靖雯（體育四甲）

王天生老師獎學金 清寒優秀組：張維倫（文三甲）、李瑋軒（體四甲）、林宜萱（心二甲）

服務績優組：陳冠臻（兒英四甲）、黃霈潔（幼四甲）、吳佾芸（藝設二甲）

　　　　　　陳畇蓁（心二甲）

林傳盛獎學金 王倩慧（臺文碩 111.6畢）、陳若文（臺文碩四）

賀！本校榮獲 111年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首長組冠軍
◎秘書室

111年度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網
球錦標賽於 12月 2日（週五）上
午熱鬧展開，本校由陳慶和校長率

隊參賽首長組與男甲組賽事，首長

組，由陳慶和校長搭配體育學系陳

益祥主任，再次連袂出戰首長組，

成功擊敗馬偕醫護專校與長榮大

學，蟬聯獲得首長組冠軍，完成三

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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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再次由陳慶和校長（中）搭配體

育學系陳益祥主任（左），連袂出戰

111年度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
首長組，蟬聯冠軍，完成三連霸！



本校教職員桌球隊首次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1年度教職
員工桌球錦標賽」榮獲佳績！
◎學務處　吳仲展

 首長組單打：陳慶和校長，第 5名
 一級主管雙打：陳慶和校長 +陳益祥主任，
第 4名

 團體男丙組：第 3名

GAME DREAM—運動 together；夢想 forever
112級體育表演會

◎體育學系四年級　蕭詩瑜

本校 112 級體育表演會於 111 年 12 月 9
日、10日在本校體育館 3樓正式演出，吸引眾
多師長、貴賓、親友閤府觀賞。此次體育表演會

的 slogan主概念是指運動員們，站上賽場比賽
時，就如同一場精彩的遊戲對決，你爭我鬥分出

勝負。我們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冠軍夢，運動員

們將帶著各自的夢想繼續前進飛翔！

本次體育表演會籌辦初期仍受到疫情的波

動影響，一開始的籌備都只能在線上進行，一直

到 9月多時，疫情有了轉機，才有辦法進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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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體育表演會盛名遠播，現場座無虛席。

 ▲本校教職員桌球隊首次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1年度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榮獲佳績！由
陳慶和校長手持獎杯與師長同仁合影（後排右 1蔡葉榮學務長，右前 1蹲者體育系陳益祥主
任、右前 2蹲者資科系陳永昇老師）



體的聚集討論，推進大家的進度，但一路走來，

也十分辛苦：一開學，系上的大二同學們至小巨

蛋演出體育節的節目後，造成大批確診潮，節目

負責人與行政人員們，只得緊急召開會議商討如

何解決、處理問題，以避免感染擴散，經過一段

時間後，好不容易步回正軌，大家開始緊鑼密

鼓、加緊訓練，一次次的練習、一次次的預演、

一次次的開會檢討，112級體育表演會終於漸漸
成形，這次的表演亦有別於以往的節目展現，是

所謂的「創新」，串聯著遊戲與夢，訴說著我們

112級對於未來的憧憬！
不論過程有多麼刻苦艱難，我們依舊相信

「合理的要求是訓練，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練」，

雖然經歷重重難關，越過層層障礙，但最後的最

後，我想說「我們做到了！」

希望 112 級的夥伴們，能將這段日子、一
步一腳印的點點滴滴，永銘於心，這種堅持、努

力與付出的態度，非常值得大家學習。最後，

竭誠歡迎大家明年 113級體育表演會依然闔府蒞
臨，不吝給予支持、鼓勵，期待來年再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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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繩采飛揚—跳繩。（指導老師：李加耀、吳忠

誼；攝影：劉宣谷老師提供）

 ▲合力一心—合球。（指導老師：黃英哲）

 ▲ 12月 9日體育表演會邀請到本校陳慶和校長（左）
與秀山國小張文斌校長（右）為當日體表會開場。

 ▲疾風競速—田徑。（指導老師：林家瑩）

 ▲原力綻放—原住民舞蹈。（指導老師：胡天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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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驚天動地—疊羅漢。（指導老師：楊啟文）

 ▲乘勝追擊—技擊。（指導老師：蔡葉榮；攝

影：劉宣谷老師提供） 

 ▲鈴域展開—扯鈴。（指導老師：蔡政杰）

 ▲力量人．我的超人—體適能。

（指導老師：李水碧）

 
▲

盤揚天際—飛盤。（指導老師：楊忠祥；攝

影：劉宣谷老師提供）

 ▲小小夢想家—體操。（指導老師：余美麗）

 ▲GAME DREAM—班節目。（指導老師：楊忠祥；攝

影：劉宣谷老師提供）

 ▲超級瑪利歐—場地。（指導老師：楊啟文）



本校 127週年校慶音樂會進軍臺中歌劇院　大放異彩
◎音樂學系　游子緯

本校 127週年校慶音樂會，於 111年 11月
10日於臺中歌劇院「重新啟動」，由音樂學系
管弦樂團指揮暨音樂總監王雅蕙教授偕同小提

琴專任教授—波蘭維尼奧夫斯基大賽得主 Lev 
Solodovnikov為觀眾帶來兩首德奧經典管弦樂作
品，及兩首不同風情之浪漫派協奏曲，係本系首

次進軍臺中歌劇院演出。

音樂會開場之序曲，選用德國作曲家華格

納樂劇《尼貝龍根的指環》第一部—《萊茵黃

金》中之名片段《眾神進入瓦哈拉》，象徵本系

管弦樂團在臺中歌劇院的殿堂中初試啼聲，展現

良好的演奏水準及性能；芬蘭作曲家西貝流士

之小提琴協奏曲則有濃厚的北歐風情，既有如

冰般之冷靜，亦有如火般的熱情。下半場我們

回到溫暖的南歐，

帶來炫技風格的

始祖—小提琴

家帕格尼尼的 D
大調小提琴協奏

曲，洋溢著義大

利天真爛漫、隨想

寫意的氛圍，最後

以 20世紀德國作曲家
亨德密特根據前輩作曲家韋

伯之旋律寫作的《韋伯主題管弦樂變形曲》，

象徵以傳統立基，不斷創新，與本校之精神

不謀而合。誠意滿滿的曲目，獲得觀眾滿堂喝

采。

感謝本校陳慶和校長、人

文藝術學院張欽全院長、音樂

學系林玲慧主任的大力支持，

音樂總監王雅蕙教授和小提琴

家 Lev Solodovnikov教授之盡
心指導成就這次精彩的演出，

讓音樂系代表學校爭光，增添

無限榮耀，祝賀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校運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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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系師生精湛的演出，博得滿堂喝彩！

 ▲小提琴家 Lev Solodovnikov
演出時的神采。



國北教大 127週年校慶　芝山大使服務後記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三年級　蔡子翔

本校 127週年校慶大會於 111年 12月 3日
在本校大禮堂舉行，由第一屆芝山親善大使團負

責本次大典，為與會貴賓服務。芝山親善大使團

（以下簡稱芝山）在本校師長的帶領下，創造出

過去十五年的傑出服務經驗、優良聲譽等金字招

牌，享譽各方。芝山長年服務於各類國家層級典

禮活動（中華民國國慶慶祝大會及其系列活動、

總統副總統就職國宴）、中央政府（總統府、行

政院、監察院及各部會）、縣市政府層級之典禮

儀式、校內典禮服務等，不斷將專業與正能量帶

給大家。在今（111）年 4月，芝山由學生社團
「芝山親善大使服務隊」升格為校隊「芝山親善

大使團」，很榮幸今年能夠延續學長姐們的歷年

傳統，和校慶與會貴賓齊聚在富有歷史意義的大

禮堂，共同歡慶 127週年校慶。
自社團時期起，每位隊員就是芝山親善大

使團的棟梁，如今升格為校隊，擁有了更多資

源，我們將秉持延續了十五年的精神與初衷，回

顧過往，展望未來，持守「芝山至善，平穩致

遠」的理念，將專業的服務態度傳承下去，兼顧

團隊與隊員之雙元發展，積極不懈地持續服務學

校、社會以及國家。這次校慶為使典禮流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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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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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禮當

天，所有隊員也拿出最專業的表現及溫暖的服務

給所有與會貴賓。

本次校慶大會中，語創四李紫綾、語創二

呂昀熹擔任此次典禮司儀，負責現場的流程及進

度控管。在校慶前幾天便開始積極地反覆校對司

儀稿，演練並討論典禮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突發狀

況及應對措施，並與其他隊員們商討。典禮進行

中，並持續更新學校傳達的即時資訊，兩位擔任

司儀的隊員在本次典禮中展現了極佳的靈活應對

與負責精神，值得讚賞！

此外，舞臺區由 4位隊員共同負責，分別
是兒英三王意婷、音樂二曾荷琇、語創三劉宇

欣與心諮二高翊慈擔任禮賓人員，在舞臺上下

共 4個位置各司其職，引導貴賓上下舞臺、遞送
麥克風、協助合影站位。典禮進行中，隊員們時

刻留意會場，針對每一階段進行的細節做出即時

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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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自信的一面。

頒獎階段由社發四林郁雯、心諮三李品

萱、教經三蘇勤智及兒英三蔡睿麗擔任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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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芝山親善大使團

隊員於本校 127週年校
慶大會完成任務後，與

陳慶和校長（右 8）、
陳永倉主任秘書（右

7）、校友總會蔡松棋
理事長（左 8）、校友
中心李佳玲主任（左

7）一同合影留念。



者，彩排時即以謹慎的態度確認獎項

順序、得獎者姓名以及各獎項的遞獎

時機等細節，不斷地彩排演練，都只

為將此榮耀傳遞給舞臺上所有的得獎

者。隊員時刻注意著舞臺進行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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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大學長姊與師長們令人感動

的致詞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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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山親善大使團藉由為期一年的訓練，培

育出儀態優雅、談吐得宜、服務熱心之親善大

使，隊員時常協助執行校內外各項會展活動、典

禮儀式，對內協助學校各單位之活動執行，對外

提升本校之形象。芝山提供多元豐富的課程訓

練、強大的師資陣容（儀態訓練、形象塑造、口

語表達、接待禮儀等），以及實務現場的實習、

見習等實戰經驗，培育全方位多元能力的芝山親

善大使。

 █ 註：本文作者為第一屆芝山親善大使團隊員

 ▲芝山親善大使團更多資訊。

 芝山親善大使團第一屆（110學年度）正式隊員

 隊　長　兒童英語教育系二年級 王意婷
 副隊長　心理與諮商學系ㄧ年級 高翊慈
 隊　員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級 呂昀熹

音樂系一年級 曾荷琇

語文與創作學系二年級  劉宇欣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二年級 蔡子翔

語文與創作學系二年級 何姵嫻

心理與諮商學系二年級 李品萱

兒童英語教育系二年級 蔡睿麗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蘇勤智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二年級 陳　羚

語文與創作學三年級 李紫綾

心理與諮商學系三年級 李品儀

兒童英語教育系三年級 陳心荷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三年級 吳芷郡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三年級 林郁雯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三年級 徐宇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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