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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生素養修訂
◎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　林冠妤

本校學校發展願景、教育目標及校級學生

核心素養於 10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
訂定至今，為配合本校 110-114年度校務發展中
長程計畫及即將到來的校務評鑑與系所評鑑，並

有鑒於本校為師資培育大學，故一併參考教育部

12年國民基本教育三面向及九項目核心素養，
滾動修訂本校學校發展願景、教育目標及校級學

生核心素養。

本案業經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課
程委員會議、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
議討論，蒐集各單位意見後，修訂本校學校發展

願景、教育目標及校級學生核心素養如後：

 學校發發展願願景景：

精進既有優質深厚之師資培育課程、強化

藝文設計、數位科技及文化創新特色，成為教

育、藝文與數理科技整

合創新之特色大學。

 教育目標：

培育學生具備問題解決、創新能力與全人

素養，進而提升實務研發與就業創業能力，並善

盡社會責任與國際接軌。

 學生核核心素素養養：

 專業自主：
專業精進與終身學習、問題解決與資訊素養

 實踐創新：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創新研發與數位科技

 博雅關懷：
人文美感與責任承擔、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

歲末稅務宣導暨愛心義賣活動　感謝同仁共襄盛舉
◎總務處出納組

歲末年終，大家也進入

年度收支核算及稅金計算的季

節，本校總務處出納組為使同

仁有清楚的稅務觀念，往年會

併入主計室經費報支講習進行

稅務宣導，但因時間有限，總

覺效果不佳。故從去（110）
年起，自辦稅務宣導活動，構

思透過面對面說明以及實務案

例分享，期使同仁涉及課稅業

務進行順利。

為使宣導活動生動有趣，出納組在稅務宣

導的同時，搭配年終義賣活動，讓參加者除了了

解報稅程序、詢問稅務相關問題，還可參與愛心

義賣活動，奉獻愛心給有需要的公益單位，並讓

用不到的二手物品能物盡其用，可謂一舉數得。

今年的稅務宣導暨愛心義賣活動於 11月 17

日上午 11時假行政大樓 A204室準時開辦，出
納組袁婷婷組長號召數位同仁，將募集來的二手

物資細心整理、包裝後，看起來頗有質感，很多

其實都是未開封的全新品。同仁陸續前來，出納

組以輕鬆的雙向互動方式，解答稅務問題，並引

導同仁遊逛愛心義賣攤位，讓大家選購自己喜歡

活力校園

 ▲出納組袁婷婷組長（後排左 2）號召數位同仁負責義賣事宜，同仁都熱
情參與。

出 組袁婷婷組長（後排左 ）號 數位同仁負責義賣事宜 同仁都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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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品，因為義賣提供的物品也是本校同仁愛心捐贈，對

於提供者及購買者都極具意義。

活動於下午 2時順利結束，本年度義賣所得將捐贈兒
少、老人、毛小孩等相關的公益團體，出納組感謝同仁的

熱情參與，並期待來年仍不吝予以支持指教。

我的國北教大怎麼那麼可愛！
─ 127週年校慶暨圖書館週活動

◎圖書館

年終歲末，圖書館為慶祝本校 127週年校慶
暨 2022年圖書館週，以「我的國北教大怎麼那麼可
愛！」為主題規劃系列精彩活動，於 111年 11月 28
日至 12月 18日邀請全校教職員工生和校友重溫校
史，並同步發掘圖書館新知。在回顧悠遠校史發展歷

程中，重新探索國北教大及圖書館的不同風貌！

系列活動由五大主軸組成，其一為校史書展線上

答題活動；其二為愛校 127借閱活動，鼓勵閱讀歡祝
校慶；其三為續辦第三年、備受師生喜愛的電子書市

集；其四為愛校藝術手作活動，以校徽及校園自然景

色為發想，體會校園之美；最後則為「遇見過去的美

好」過刊贈送，實踐永續環保。

單日活動有 2場，由 12月 1日舉辦的「大學永
續 USRxSDGs─ 電子書市集」首先登場，邀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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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永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USR）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進行電子書推廣與資源利用。從永續環境、在地
共生、食品安全等觀念於生活中的實踐，開啟對全球議題的關注與參與，期望穿越高教藩籬，大學內

的每一份子都是永續實踐家！各攤主精心設計有獎徵答活動，師生反應熱烈，短短半天時間即湧入近

活力校園

 
▲

活動主海報設計融入校徽與校園歷史風

貌，以活潑元素重新詮釋。

 ▲各式各樣的二手精品都是同仁的愛心捐贈，經過打理

後，更顯得精致可愛，十分吸睛。

 ▲琳瑯滿目的二手精品，同仁互相討論，

逛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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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參與者，開心地體驗電子書的多樣性及便利

性。

12月 7日舉辦「國北教之美─愛校藝術

手作」活動，邀請國際緞帶花協會認證講師游月

秋老師，帶領大家以校徽、校園特色景緻，以及

歷史建物為發想，加上同學的無限創意，製作專

屬於自己的環保杯套。不論是有百年歷史的古典

鐘樓、承載國北人回憶的大禮堂，或是校園中的

自然生態，皆是學員創作的靈感來源。用心的講

師甚至將遊覽校園的感動，以針線巧手縫製成獨

一無二的手工書，校徽、校訓、校園景物躍然布

上，驚豔全場！同學們受講師熱情感染，學習以

不同技法縫製出充滿個人校園記憶的手作紀念

品，並搭配館內藝術手作書籍的推薦借閱，整場

活動獲同學高度肯定，身心滿載而歸。

跨月活動部分，為凝聚師生與校園共融之

情感，圖書館於五樓展出「芝山芳蘭‧百年傳

承」校史書展，透過校史沿革、校內建築景物時

代遞嬗、圖書館與校園的連結等面向，引領師生

及校友穿越時光迴廊尋根溯源；另循此脈絡設計

的線上答題活動，也帶領大家重溫校園記憶，寓

教於樂，吸引不少教職員生參與探究！另為回應

校慶週年所推出的「愛校 127借閱」活動，圖書

活力校園

 
▲

「遇見過去的美好─過期期刊

贈送」活動，於圖書館 1樓入口
處陳列，供讀者自由取閱。

 ▲圖書館準備多項精美禮品及戳

戳樂遊戲，增添活動趣味性。

 ▲ 111年 12月 1日舉辦「大學永續 USR×SDGs —
電子書市集」吸引許多教職員工生前來遊逛，闖關

答題好不歡樂。

 ▲圖書館 5樓展出「芝山芳蘭‧百年傳承」校史書
展，並搭配線上答題活動，寓教於樂。

 ▲ 111年 12月 7日「國北教之美─愛校藝術手作」活

動，同學們拿著親手縫製的手作杯套與創意滿點的游月秋

講師（前排左 3）開心合照。

 ▲化腐朽為神奇的游月秋講師為 127
校慶活動特別縫製的手工書，展

示校徽沿革、校園特色景致，以

及對圖書館寶庫的讚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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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特別與校友中心合作設計校徽書籤，讀者於三

週活動期間借閱對應校慶週年數量（1-2-7）的
館藏資源，即可將別具紀念意義的小禮物帶回

家，讓國北教大在求學與未來求職路途中持續陪

伴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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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館精心挑選新聞時事、文學、教育、藝術等主題

期刊，開放師生自由取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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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幾年雖遭逢疫情考驗，圖書館持續以

多元方式提供讀者跨越時空限制的資源與服務。

為推播圖書館所提供的線上教學、學習與研究資

源，配合推出「圖書館粉絲大集合」按讚分享

拿好禮活動，期許透過圖書館 Facebook專頁及
YouTube線上課程為讀者帶來更無遠弗屆的資源
取用。加碼的「全勤戳戳樂」活動，送上圖書館

設計限量閱讀書袋、全家禮券等精美好禮，增添

活動趣味性，吸引不少讀者參與，也為活動畫下

完美句點。

圖書館期盼透過閱讀，於此歲末時節牽起

滿滿的溫暖與祝福，與全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友們

一同分享校慶 127週年的喜悅，也祈願 2023年
大家不論於學業、工作、生活上都能順遂平安！

東協快閃店圓滿落幕　感謝光臨指教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三年級　 林倢伃

東協人力教育中心於 2022年 11月 30日至
12月 2日每日中午 12時 10分至 13時 10分，
在篤行樓一樓外廣場舉辦東協快閃店活動。適逢

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進行，當天只要完成打

卡並按讚本中心粉絲專頁，便可以參與一系列的

快閃活動。現場除了能免費品嚐限量手作印尼傳

統點心外，還可以親身體驗手沖越南咖啡，另有

趣味小遊戲與大家互動，提升大家對東南亞國家

的瞭解程度。

快閃店最搶手的印尼傳統點心是由

Radencookies提供，在活動前一天晚上 9點於
本中心粉專揭曉隔日神秘點心，讓關注的粉絲

活力校園

 ▲游月秋講師（中間戴帽者）悉心帶領同學們以不同

技法縫製屬於個人的手作杯套。

 ▲圖書館翁聖峰館長（左側站立者）為愛校藝術手作

活動揭開序幕，同學熱烈歡迎。（右側站立者為游

月秋講師）

 ▲濃馥香醇的手沖越南咖啡，吸引多人聞香而來，親

自體驗品嚐，讚不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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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驚喜感！三日共提供七款不一樣的點心，一方面讓

大家認識印尼點心，另一方面現場也介紹點心的由來及

作法，讓大家在品嚐的過程中了解印尼文化。點心開始

領取前，早有許多人在活動地點等候，讓限量 30份的
印尼點心五分鐘內一掃而空，可見點心大受歡迎，也感

謝大家的支持！越南咖啡則由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

學程碩一學生為大家示範如何用短短的三分鐘，手沖一

杯香醇回甘的越南咖啡，在冷冷的陰雨天，恰好有杯熱

騰騰的咖啡溫暖大家。體驗者可根據自己的喜好加入煉

乳，調製一杯屬於自己的越南咖啡。

為加深參加來賓對東南亞文化的認識，本次趣味遊

戲難度稍微提高，有拼拼東南亞與東南亞知識王的精選

題目，只要遊戲挑戰成功，現場就可任選一樣精美小禮

物。東協中心另於成果展中的攤位也推出限定師培生的

活動，讓師培生體驗東南亞傳統服飾配對遊戲，並按讚

粉專打卡，便可任選東協中心獨家紙娃娃或東協碰碰一

份。

感謝嘉賓們的熱情地參，東協快閃店活動在大家的

積極參與下圓滿落幕！未來東協中心會持續舉辦推廣東

南亞文化的特色活動，讓大家獲得更多東南亞國家的新

知。敬請持續追蹤東協人力教育中心的 Facebook粉絲
專頁，關注最新活動消息！

活力校園

 
▲

只要三分鐘，即可

沖泡出一杯香醇回

甘的越南咖啡！

 ▲挑戰東南亞傳統服飾配對遊戲，看

看你能答對幾題！

 
▲

東協快閃店限量提供免費香蕉酥、三

角椰絲糯米糕、印尼春捲、糯米雞

等，一共七款印尼特色點心。

 ▲「拼拼東南亞」透過有趣的拼圖遊戲，寓教

於樂，讓參加者在遊戲過程中記憶東南亞國

家的地理位置。

 ▲同學們激烈地討論東南亞知識王題目的答

案，此趣味遊戲也讓同學們對於東南亞歷史

與文化有更多的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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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Your Life ─《大學實境》玩轉出美好未來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三年級　蘇勤智

為促進學生的職涯規劃動機和行動，本校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以下簡稱教經系）魏郁禎

老師長年投入職涯教育和輔導工作，同時每年向

教育部申請職涯輔導計畫，引入資源協助學生。

2022年 8月，魏老師設計的《大學實境》職涯
桌遊問世了，一出版就獲得多所大學職輔單位和

教師爭相採購，對於關注學生職涯發展的學校來

說，這是相當合適的職輔工具。

《大學實境》職涯桌遊內有七款卡牌（學

習卡 /工作卡 /小爽卡 /大爽卡 /暗黑卡 /好運卡
/投資卡），含大學生活中的可能經歷與機會，
帶給玩家身歷其境的感受和前所未有的啟發跟收

穫。希望讓大學生透過職涯桌遊體認到，適切的

規劃大學生生活可以讓自己不僅提高就業競爭

力，同時讓大學生活更有意義。此桌遊可以提供

對未來迷茫的大學生具體的指引，有目標的玩家

可以更有效規劃大學生活，激發玩家對職涯探索

的渴望，進而在現實中玩出精采人生。

魏老師早在十年前，便設計這款職涯桌

遊，至今遊玩過的學生早已超過 2,500人次。當
時因為帶領導生有感而發，認為學生普遍不知道

職涯規劃的重要性，加上使用桌遊引導效果遠勝

於師長的叨念，因此希望大學生透過遊戲自己去

體悟妥善運用時間的重要性，從中逐步找到自己

想過的人生。每年進行桌遊活動現場，整整 150
分鐘，幾乎沒有學生願意在中途離席上廁所，可

見此桌遊之吸引力，且老師無需苦口婆心說教，

學生便可自己進行反思。幼教系的張同學玩過桌

遊後表示：「這堂特別的桌遊課，讓我了解自己

應該要更有規劃，不是像無頭蒼蠅一樣隨便敗

掉自己的時間和金錢。」藝設系徐同學則認為：

「透過這次的遊戲，我認為我的眼界確實被開拓

了。」三年前就玩過桌遊的教育系詹同學表示：

「在這個遊戲中我看見了很多不同面向，但都是

真實會在未來體現的事物，遊戲也就像一場人生

一樣，我們永遠不能預測下一步會到哪，也不能

知道下一張卡牌會寫著什麼，但是投資自己就是

最好的籌碼。」

《大學實境》職涯桌遊出版後短短三個月

內，全臺已有 15所大學採用此桌遊進行職涯輔
導或教學，國立臺南大學應數三的蘇同學表示：

「透過大學實境桌遊，同時印證到很多事情。這

遊戲非常適合學生玩，同時也能夠檢視過去、現

活力校園

 ▲魏郁禎老師擔任大學部導師時，因有感於學生經常

不知如何有效度過大學生活，又不希望教條式地將

觀念傳達給學生，因此整合多年的職涯輔導經驗設

計一款桌遊：《大學實境》職涯桌遊。

 ▲桌遊外盒和內容物。

 ▲本校教經系魏郁禎老師舉辦公開場次，向他校教師

和職輔人員說明《大學實境》職涯桌遊設計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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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未來。」龍華科大的潘同學玩過後表示：

「這個桌遊很有趣，它沒有輸贏，是在玩你自己

的大學生活，要對自己負責，跟自己較量，要想

辦法贏得有成就感的大學生活。」為了讓喜歡

《大學實境》職涯桌遊的教師們知道如何使用該

工具，魏老師短短兩個月內舉辦了三場公開講

座、四場個別大學教師桌遊工作坊來培訓教師，

並在本校進行種子助教培訓，一共培訓多系 28

名助教，提供本校教師們優質的職涯桌遊助教資

源，歡迎全校教師向研發處產學合作與職涯發展

組借用桌遊，若想更了解此桌遊之教學方法、索

取助教名冊及志工證書模板並教學投影片者，歡

迎以電子郵件洽詢魏郁禎老師 wei@tea.ntue.edu.
tw。

對《大學實境》職涯桌遊感興趣的師長或

同學們，歡迎參考進一步資訊。

活力校園

 ▲魏郁禎老師（右 2）與桌遊助教一同協助本校教師
填寫《大學實境》職涯桌遊的經歷報表。

 ▲《大學實境》職涯桌遊種子助教培訓中，第一階段

學員試教，傳達遊戲理念與遊戲介紹。

 ▲《大學實境》職涯桌遊之精美教具一覽圖。

 ▲《大學實境》職涯桌遊種子助教培訓中，學員認真

聆聽擔任職涯桌遊種子助教之注意事項說明。

 ▲《大學實境》職涯桌遊種子助教培訓，總計培訓

28名職涯桌遊種子助教。

《大學實境》職涯桌遊介紹：
http://www3.nccu.edu.
tw/~ycwei/chooseyourlife.htm

《大學實境》職涯桌遊介紹影片：
https://youtu.be/TuzxMQ2LTGA

I N FORMAT I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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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明月共此時 ─ 外籍生在臺的中秋節體驗
◎華語文中心　孫碧霞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本（111）年度秋季班課
程於 9月 2日開課。在本季的課程中有許多來自
不同國家的新同學，其中包含美國、土耳其、瑞

士、芬蘭、墨西哥、日本、菲律賓、寮國及越南

等許多國家的學生，其中有許多同學是生平第一

次來到臺灣，也是第一次參與中文課程。

開學後不久，同學們迎來了第一個中華文

化的重要節日─中秋節，也是他們第一次親身

體驗傳統節日的喜慶氛圍，華語文中心也為此特

別舉辦了精彩的中秋節體驗活動，讓莘莘學子可

以一窺中秋節的迷人的風采。

活動中，華語教師藉由有趣的字彙教學，

帶領外籍生們認識中秋節的故事及由來，外籍學

生們透過嫦娥奔月、后羿射日、吳剛伐桂、月餅

及起兵反元等等的傳說，更了解中秋節背後的意

義。讓學生不只能參與活動，更能真正地了解中

華文化。

除了文字與故事之外，體驗活動中的一大

重點便是中秋節美食體驗。華語文中心特別準備

了柚子及各式月餅：如蛋黃酥、綠豆椪，及廣式

月餅等等，讓外籍生能夠品嚐不同種類的月餅。

而在享受完美食之後，學生也認識到柚子

除了食用以外的其他功用─柚子彩繪及柚子

帽，對於許多外國學生而言，無疑是一項新奇的

體驗。本中心並舉辦一場徒手剝柚子比賽，參賽

學生個個磨拳擦掌、鬥志昂昂，爭相以獨特的手

法完成比賽。賽後，學員們紛紛搶著戴上柚子帽

拍照留念。

另外，對於喜歡施展創意的學生，現場也

提供了畫筆，供學生們在柚子皮上揮灑創作，

每顆柚子彩繪皆造型獨特、十分吸睛。

活動最後，華語老師也向同學們介紹了一

首與中秋節相關的歌曲─鄧麗君的〈但願人

長久〉（歌詞為宋詞〈水調歌頭〉內容）。由

於歌詞內容較不易理解，因此教師以讓學生聆

聽歌曲的旋律及感受詩詞的意境為主，並簡單

地與學生分享歌詞的含意，帶領學生欣賞。

在優美的歌聲中，活動圓滿結束

了，相信透過這一次的活動，讓外

籍學生對於華人中秋文化有了更深

地認識，並親身體驗了中秋佳節的

趣味與美好。

活力校園

 ▲華語教師李聿涵老師向學員介紹本國習俗。
 ▲華語文中心舉辦剝柚子比賽，學員個個使出看家本領，

各顯神通。

 ▲同學們開心地戴上柚子帽，並大方展示自己的手作成

品—彩繪香柚。

同學們開 地戴上柚子帽 並大方展 自己的手作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