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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公關室報導】北京萬通集團與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為兩岸產學合作開啟新的里程碑！

為了增進海峽兩岸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合作，同時

促進雙方學術研究、產業開發等各項交流，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於4月6日在教育大樓202國際會議

廳，由校長張國恩與北京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共

同簽署合作協議書，首開兩岸產學實質合作之先

例。  

去(2009)年3月承租紐約世貿中心新建大樓五

個樓層，做為「中國中心(China Center)」企業營業

總部的北京萬通集團，是中國房地產行業領導品

牌企業之一，在2009年《亞洲週刊》所做的全球

華商1000排行榜調查中名列第430名，市值高達

1,939百萬美元，年營業額亦有696百萬美元，在

中國第一財經的研究中成長性排名第一，並曾獲

「2008年中國優秀企業公民獎」。臺師大副校長

林磐聳於1993年該集團在北京組建「萬通地產」

時，曾參與其「企業識別（Corporate Identity）」的

設計，就企業形象進行規劃；另外1999年擔任該

集團高檔品牌「新新家園」整體規劃，雙方長期

合作至今，關係良好。

張國恩校長表示，臺師大和萬通集團簽約產

學合作，主要在文化創意產業及人才培育兩項計

畫，也希望學生未來能到北京實習，培育更多文

創人才。這次簽約也是臺灣第一所大學和大陸重

要企業合作，代表臺師大已走入社會，結合在地

文化來合作，也更能了解大陸產業。

馮侖董事長表示，萬通集團和臺師大合作是

「老故事、新開始」，他於15年前和林磐聳副校

長合作，進行公司品牌規劃，公司隨著中國經濟

快速成長，至今成為大企業；現在萬通將委託臺

師大，繼續為企業形象進行規劃，並培育在地的

「陸幹」，為開發臺灣市場預作準備。

由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是臺灣教育界龍頭，

院系所結構完整，在教育、人文、藝術、體育、

基礎科學等學術研究能量居全國之冠，且臺師大

「文化創藝產學中心」在2008年成立之後，在國

家文藝獎得主、臺師大現任副校長林磐聳的帶領

下，承接許多政府部門以及民間企業有關「文化

創意產業」的研究調查、設計服務、活動推廣、

產業開發等產學合作業務，受到各界肯定，成績

斐然，更是促成此次合作協議簽訂的主因之一。

去年12月，北京萬通集團董事長馮侖來台與

臺師大副校長林磐聳就合作內容進行首次討論，

經過數個月的詳談和規劃，並參考臺灣高校產學

合作的模式，終於今日簽署合作協議。「北京萬

通集團與臺師大產學合作協議」內容首重在土地

環境規劃、兩岸關係、市場經濟等學術研究，並

期許在人才培育、文化創意、品牌行銷以及產業

實習等方面力求實務交流。

 目前計畫擬就兩方面進行，未來將持續針對

合作內容進行細化和深化：

 一、萬通集團品牌加值計畫：

由臺師大「文化創藝產學中心」協助該企業

進行內部與外部調查，藉助文創中心的經驗和力

量，為北京萬通集團做品牌設計，提升企業總體

競爭力。

 二、萬通集團來台人才來台培育計畫：

  臺師大與北京萬通簽署協議

以培育在地化之來台人才為目標，結合臺師

大、中華經濟研究院、工商建設研究會、中小企業

協會等單位資源和師資，以課堂講座、分組研討與

互動、實地參訪和成果討論的培訓方式，為萬通集

團來台之管理幹部和儲備幹部（每班以30人為限）

授課，從台灣在地的觀點和「文化創意」的視角，

探究兩岸發展的差異，藉以激發創新動力。上課時

數共計54小時，課程修業期滿將授予結業證書。

本協議有效日期自簽約日起至2013年4月5日

止，北京萬通集團和臺師大將根據平等互惠的原

則，針對人力資源進行合作交流，該集團並允諾為

臺師大海外產業實習的學生和學者提供必要之協

助。

臺師大、公視攜手合作 推廣生態科普教育
       【4/26公關室報導】為提供民眾正確

生命科學相關科普知識的素養，臺灣師範

大學與公共電視今天簽署合作備忘錄，未

來2年內將合作推出十個科普專輯，主題

涵蓋動、植物和生態，不但要展現臺師大

教授的研究成果，也要讓大眾透過媒體瞭

解生物世界的奧秘，提升科普素養。

       此次簽約由臺師大張國恩校長、生

命科學系主任陳仲吉、公視總經理馮賢賢

與公視新聞部經理何國華，共同簽署合作

協議。公共電視表示，這次與臺師大的合

作，完全是不同專業的交流激盪，讓生科

系教授的研究成果可以藉由新聞深入淺出

的方式，讓普羅大眾瞭解。

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說：「科學素養的提

升，攸關國家競爭力，我們很希望把科學

一般的常識，推薦給全國大眾。…落實除

了教育手段，也有賴於傳媒的推廣。很高

興能與公視合作。」

　　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表示，生命科學系

是師大招牌科系之一，系上共有30多位老

師，師資比其他學校生命科學院還多，未

來除了致力學術研究外，也希望能推動科

普傳播，透過這次簽約合作，學生也將有

機會到公視實習。

校長張國恩（左）與北京萬通集團

董事長馮侖（右）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書，

首開兩岸產學實質合作之先例。  

      臺師大張國恩校長(左起三)、生命科學系主任陳

仲吉、公視總經理馮賢賢（左起二）與公視新聞部經

理何國華，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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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校結盟 打造兩岸文創新勢力

前進馬來西亞 圖資所愛心無國界

    【5/15公關室報導】文化創意產業已成為兩岸

經濟發展的巨大引擎，兩岸6所大學發起組成的

「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聯盟」，5月15日在臺

灣師範大學舉辦第一次全體會員大會，建立兩岸

文創學術界對話的平臺，並緊密合作發展中華文

化。

　   緊接著5月16日舉行「全球華人文化創意高峰

論壇」，將透過許多專家的精闢見解、交流文創

心得及巧思，激盪更多火花，以豐富政府推展文

創政策，歡迎有意投入文創產業的民眾參加。

　   5月16日受邀的演講者，包括前文建會主委、

兩廳院董事長陳郁秀主講「藝術文化與文創發

展之國際思維」、學學文創志業董事長徐莉玲主

講「臺灣文創跨界」、華藝數位內容加值中心經

理鄭茗襄主講「文創數位平臺與藝術加值」、法

藍瓷有限總裁陳立恆主講「法藍瓷品牌經驗」、

安益集團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騰崇主講「從國際會展活動來看文創產業的行

銷」、artkey藝奇文創集團董事長郭羿承主講「文

化創意進入產業的鑰匙-藝術授權」。

　  去年11月5日，來自海峽兩岸的臺灣師範大

決定從既有的圖書館社開始改造，進行圖書館種

子學生的培訓課程。「我們以遊戲、講座或是圖

書編目的方式讓學生們認識圖書館資源，並真實

的了解圖書館的價值。」

經過一個月的努力，王尤敏說，這群小朋友

非常可愛，他們甚至還做了一件讓他們非常感動

的事，「當我們離開時，剛好碰上校慶，這些小

朋友把我們帶到操場中央，然後點播一首歌感謝

我們，看著他們真的覺得非常感動跟驕傲。」

與培群中學同樣位在馬來西亞最南州柔佛

州，林詣筑、馬郁凝前往首都新山的寬柔中學，

這間學校是師大圖資所每年合作的對象，經過前

三年的整建，已經建立十分完整的制度，因此她

們進一步提昇服務品質。「當地的圖書館服務人

員不太理解每一項服務背後所蘊含的意義，所以

我們設計了很多活動，讓他們從活動中了解相關

作業流程的價值。」

因為深入華人社區，看見同樣黑頭髮黃皮膚

的華人在馬來西亞奮鬥，讓林詣筑、馬郁凝有許

多感觸，海外華人之學習環境與國內很不同，從

辦學校、爭取經費、資源分配等過程中便可看出

華人獨立中學在馬來西亞教學體系中的艱辛。

林詣筑認為，儘管寬柔中學在馬來西亞獨立

中學中已經屬規模較大，其圖書館服務也已具有

一定成效，卻同樣面臨資金短缺、空間不足、專

業科技人才缺乏等問題。「不過就算環境如此，

圖書館主任仍帶領館員們兢兢業業努力維持服務

品質，並不斷設法改進不足之處，這是我們非常

佩服的一點。」

學、臺灣藝術大學、臺灣成功大學、中國傳媒大

學、廈門大學、同濟大學等六所大學代表齊聚彙

聚福州西湖大酒店，共同簽訂兩岸文化創意產業

研究聯盟合作協定。

　   六校共同推選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

院長范周為聯盟大陸方面召集人，臺灣師範大學

副校長林磐聳為臺灣方面召集人。六校將在互利

平等原則下，進行人員互訪、定期舉辦學術會

議、課題研究、交換學術資訊與資料等具體合

作。

　   范周院長表示，近年的奧運與世博確實改造

了中國城市的整體面貌，文創產業更是大力邁前

一步，但也因此發現許多問題，這次到臺師大算

是慕名而來，臺灣不僅有傑出的大型文園區規

劃，更將文創透過社區規劃走入人民生活，這是

中國目前最想要效法取經的地方。

 　  為深化兩岸文創產業，在學術研究方面，將

邀集更多大學校系加入，分享文創人才培訓心

得；產業執行方面，則邀請跨足兩岸的產業專家

參加，增加與學界合作機會，讓藝術人才接軌產

業，使創作發揮影響力。

【4/19 校園記者侯順耀報導】一般提到國際

志工，最常見的就是贈送物資，協助弱勢地區居

民改善生活。秉持相同精神，臺師大圖資所卻有

不一樣的作法。他們發揮圖資專業，前往馬來西

亞整建當地圖書館系統，並推廣閱讀，讓當地居

民學會獨立學習，這項作法也獲得青輔會服務創

意獎的肯定。

臺師大圖書資訊所從2006年開始，因馬來西

亞的華人學校圖書館資源缺乏，每年暑假組成一

支服務志工隊前往馬來西亞，他們利用一個月的

時間到各華人學校，協助圖書館的管理、宣導以

及資訊系統化，並組織讀書會，協助推廣閱讀風

氣。而歷時四年的工作，於今年匯集成冊編成一

本「馬來西亞華人圖書館工作手冊」，受到當地

媒體報導。

2009年服務隊的隊長黃柏堯表示，每年隊員

約有十人，每兩人一組前往不同圖書館服務，今

年他去的是南方學院，協助該校建置網站，「所

以我在出發前就已經將相關程式語法備齊，將網

站建置完成後，教導他們使用的方法。」

林芳伶、王尤敏負責位於馬來西亞最南端的

笨珍區培群中學，讓他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

培群中學的圖書館資源非常不足，且不受到重

視，林方伶提到，雖然有圖書館社，但是學生來

到這裡就是輪值的打掃，或是用電腦上網，並沒

有真正發揮圖書館的功用。所以林芳伶、王尤敏

臺師大圖書資訊所從2006年開始，因馬來西亞

的華人學校圖書館資源缺乏，每年暑假組成一支服務

志工隊前往馬來西亞，前往馬來西亞整建當地圖書館

系統，並推廣閱讀，讓當地居民學會獨立學習，這項

作法也獲得青輔會服務創意獎的肯定。

愛心無國界

     【4/29 校園記者應華101蕭安惠報導】

4月28日下午，美術系施並錫教授將其個展

--「施老師的油畫風景課－師大校園篇」中

的作品「大門」（上圖）與「師大孔子像」

贈送給臺師大，由張國恩校長代表接受。

       施並錫教授贈送的兩幅畫作分別為

「大門」和「師大孔子像」。「大門」以

臺師大的紅色正門為題，他表示在畫這幅

作品時，耗費了不少心力，因為處理過

程中必須注意許多細節，但卻又不能太過

注重，否則就會失去繪畫的美感，甚至

變成了建築工藝圖。而「師大孔子像」

畫得則是圖書館校區的孔子像，其中可

見「氣」的神韻，如行雲流水，行於所

行，止於所止，運氣存乎一心。而這兩幅

作品預計將會放在圖書館供師生欣賞。

       施並錫教授1971年畢業於臺師大美術

系，曾任高雄縣文化局局長，現任臺師大美

術系專任教授和員青藝協會長。施教授秉持

著「只要心中有愛，周遭任何景物，都是

一件美麗圖畫」的意念，樂於和眾人分享自

己的畫作與心得，並不斷地散播著「美」

的種子。施並錫教授表示，除了贈畫回饋母

校之外，也希望能藉此培養臺師大學生的

美感意識，一同體會生活中的藝術之美。

張國恩校長非常感謝施教授贈畫給學

校，同時也提到學校推動「全人教育」的目

標，希望學生除了本身專業外，在各方面

都要有所涉略，特別是要善用臺師大在藝

術領域上的優勢，培養藝術鑑賞的能力。

施並錫教授贈畫臺師大

  美術系施並錫教授將其個展--「施老師的

油畫風景課－師大校園篇」中的作品「大

門」與「師大孔子像」(上圖)贈送給臺師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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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校園記者國文100黃德欽報導】4月3

日上午慈湖旅遊季「OPEN蔣」開幕，臺師大公

關室接受桃園縣政府的委託，由美術系張育榕、

蕭文瑛兩位同學替慈湖紀念雕塑公園內的蔣公銅

像，進行首次變裝活動，塑造成「金馬獎在桃

園」、「石門活魚蔣不完」、「拉拉山水蜜桃」

等造型，非常新穎有創意。 

臺師大張國恩校長表示，「臺師大兩年前開

始替校門口的蔣公銅像變裝，邀請表演所發揮創

意，將教育的內涵擺進藝術品裡面，其目的根本

就是教育。這次很榮幸能接受桃園縣政府的邀請

來幫蔣公變裝，希望能對地方的觀光有所幫助，

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希望能夠繼續合作。」 

「金馬獎在桃園」、「石門活魚蔣不完」、

「拉拉山水蜜桃」三項作品分別是配合宣傳即將

在桃園舉辦的金馬獎頒獎典禮、9月的石門活魚

節、6月的拉拉山水蜜桃季而設計的。臺師大美術

系張育榕、蕭文瑛兩位學生表示，希望可以藉由

這次幫蔣公變裝的活動，給蔣公一個新的形象，

吸引大家的目光，進而帶動桃園縣的觀光。 

   【5/4校園記者國文系王嬿婷報導】臺

師大2010社團嘉年華再現風華，5月3日在

文薈廣場大設梅林饗宴─「創意海報金裝

獎 」，由校長及學務長率領剪綵，為社團

博覽會系列活動競賽揭開序幕，即日起至

5/7將在宿舍與校本部之間的地下道展出各

社團創意海報與服裝，供全校師生投票。

     學期接近尾聲，臺師大各個社團經過一

年來的努力，創意展現社團菁華，5月3日

在文薈廣場舉行「創意海報金裝獎」的開幕

儀式，各社團紛紛拿初精心設計的海報與最

能代表社團精神的服裝，一場極具創意與活

力的「梅林饗宴」在地下道新鮮上映，吸

引許多同學駐足觀看，5月3日至7日展出期

間投票選出最喜歡的海報與服裝各三名，

就能為這些社團在年度競賽中加分。在社團

博覽會工人的介紹下感受到臺師大學生的無

限創意。張校長在欣賞各社團的服裝及演出

後，也肯定社博工作團隊策劃活動的用心。

    「眾星雲集，再現風華」，延續去年

金裝與創意海報競賽，將場地設置於地

下道，除了方便全校師生參觀投票，也

有助宣傳，各社團無不絞盡腦汁吸引目

光，顯目標語加上鮮豔色彩，還有社團

跨越平面，呈現立體互動的海報效果。

每項作品下方都附上編號、社團名稱與

作品介紹等資訊，參觀完別忘了記下心

儀的作品編號，為這些社團投票打氣。

     為使各社團培養團隊工作中的企劃與

競爭力，有系統的傳承社團經驗，今年

社團博覽會活動精采多元，包含「社團

年度競賽」、「社團嘉年華」及「師駝

晚會」三大部分，配合「眾星雲集，再

現風華」主題包裝，5月15日與社團年度

競賽同步舉行蜜桃嘉年華（靜態展），

由各社團擺放靜態攤位，評鑑資料夾、

獎盃、攤位佈置等。5月18日舉行甜心派

對（動態成果發表），讓參賽的社團藉

由動態表演，呈現自己的特色與創意。

    社團經營並非一日可成，透過每年

的競賽各社團相互爭妍，眾所期待的璀

璨鑽石夜（師駝晚會）5月25日將在本

部禮堂舉行，頒獎鼓勵今年表現優良之

社團，晚會中安排各傑出社團表演，讓

同學在回顧一年的社團生活之餘，也為

明年的社團生活燃起新的活力與衝勁。

臺師大來變裝 慈湖旅遊季「OPEN蔣」  2010社團博覽會─

來自台北的旅客林先生表示，「拉拉山水蜜

桃」作品的idea很棒，讓他印象深刻。

此次蔣公銅像變裝「OPEN蔣」活動為期一個

禮拜，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前往參觀。

 音樂節開幕 音樂饗宴精彩演出
    【4/8公關室報導】臺師大音樂學院前庭4月8

日下午，音樂學院學生大玩「變臉」，變裝成歌

仔戲、音樂劇等人物出場，為長達兩個月的「師

大音樂節」揭開序幕，30多場精彩可期的音樂饗

宴，歡迎民眾攜家帶眷來賞樂。

　　臺師大主辦「師大音樂節」進入第二屆，管

樂隊演奏熱鬧開場，震撼力十足，表演所系友、

藝人洪子涵也回母校獻唱，天籟般的歌聲，贏得

觀眾如雷掌聲，表演所學生表演「美好世界」音

樂劇組曲，精彩表演輪番上陣。

　　副校長鄭志富、音樂學院院長許瑞坤，去年

看到學生和民眾的熱情，更加深他們推廣音樂節

的決心。原本他們將帶領學生至師大周邊道路踩

街，無奈天公不作美，下起傾盆大雨，只好取消

踩街遊行。

 　  表演藝術所學生大玩「變臉」，變裝成音樂

家巴哈、女聲樂家、歌劇魅影的怪人、歌仔戲小

生、麥可傑克森等，分別代表「歌仔戲、音樂

劇、流行音樂及古典音樂」4種音樂類型人物亮

相，他們花了一上午時間打扮，但因大雨無法踩

街，直呼很可惜。

　臺師大音樂學院院長許瑞坤表示，這次是音

樂節辦理以來，演出場次最多的一次，即日起至6

月5日止，在師大禮堂、音樂系演奏廳、郵局前廣

場、綜合大樓10樓知音劇場及高雄、臺南等地輪

番演出，絕對是精彩可期的音樂饗宴。

　　最值得推薦的是大型音樂會，4月29日「音樂

之夜」、5月12日「舒曼藝術歌曲之夜」、5月14

日「浪漫極致之夜」、5月15日「荀白克的浪漫

派」，都在師大禮堂演出，讓更多人認識管樂之

美，歡迎社區民眾及學生免費參與。

 　　其他特別的節目包括，5月28日在師大禮堂舉

行的「樂頌-The Song」臺師大第一屆阿勃勒盃流

行歌唱大賽，分為獨唱組、重唱組、樂團組及教

職員工組，希望挖掘未來歌唱新秀；4月13日在校

本部郵局前的文薈廣場，舉辦「蔭之躍動」，邀

請你來樹下聽音樂。

音樂節網站：http://musicollege.ntnu.edu.tw/

 　　表演藝術所學生大玩「變臉」，變裝成音

樂家巴哈、女聲樂家、歌劇魅影的怪人、歌仔戲

小生、麥可傑克森等，分別代表「歌仔戲、音樂

劇、流行音樂及古典音樂」4種音樂類型人物亮

相。

美術系張育榕（右）、蕭文瑛（左）兩位同學

替慈湖紀念雕塑公園內的蔣公銅像，進行首次變裝活

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暨新紀元學院華文獨中師資培訓中心」揭牌
    【國際僑教學院提供】為提升華文獨中師

資，強化國際交流，歷經多時努力，新紀元

學院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於馬來西亞新紀

元學院設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暨新紀元學

院華文獨中師資培訓中心」，並於2010年5月

7日舉行揭牌典禮。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創校以來，傳承教育

的理念，不僅是培育臺灣優秀師資的搖籃，

更是培育海內外華語師資的重鎮。而馬來西

亞董教總新紀元學院也秉持著與臺師大相同的

理念，肩負培訓華文獨中師資的重責大任。

    此次活動各方均十分重視，馬來西亞教育部

當局特派副高等教育部長何國忠博士見證，而

本校則由張校長國恩教授率臺師大國際與僑教

學院潘院長朝陽教授及臺師大僑生先修部劉主

任正傳教授親赴馬來西亞參與此盛事。新紀元

方面則由董教總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葉新田博

士、新紀元學院理事會主席王超群校長、潘永

忠院長及校內主管與會，並邀請海內外各方嘉

賓共同參與。

     期望此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暨新紀元學院

華文獨中師資培訓中心」的成立，不但可促進

兩校學術文化上的交流，更可為華文教育及師

資培訓開創一個新時代，並鞏固僑生先修部華

文獨中學生來源。有關新紀元學院的相關訊息

請參閱以下網址：www.newera.edu.my

「創意海報金裝獎」

施並錫教授贈畫臺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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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知音劇場揭牌 創造藝文新空間 張國恩校長、張俊彥教授
 榮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99全大運燃聖火 臺師大準備好了!!

臺師大2010就業博覽會 履歷義診很實用

         【5/5 校園記者應華101蕭安惠報導】5月

5日下午綜合大樓10樓舉行「知音劇場」揭牌儀

式，由王金平院長、張國恩校長、郭義雄前校

長、兩廳院郭為藩董事長，以及音樂學院許瑞坤

院長共同揭牌，並手持祈福開運竹，象徵五福臨

門，同時也希望知音劇場啟用後，能為表演藝術

界注入新血，成為價值最可觀的藝文展演空間。

張國恩校長表示，音樂特色一直以來都是臺

師大的優良傳統，而知音劇場落成後，學生將有

更多的練習機會，為將來能夠站上更大的舞台做

準備。前校長郭義雄表示，知音劇場雖然小但是

精美，只要透過不斷練習，學生們未來必定能在

兩廳院和其他國際級的場合演出。臺師大全國校

友總會會長立法院王今平院長也期許眾人可以善

用知音劇場，之後必定能悠遊於國際舞台中發光

發熱。

除了揭牌儀式外，奇美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瓜奈里名琴」則是另一個受人矚目的焦點，這

把琴是義大利的製琴大師耶穌‧瓜奈里（Giuseppe 

Guarneri del Gesu）的遺作，琴音擁有巨砲般神奇的

能量，是世上最傳奇的提琴之一。適逢奇美博物

館的郭玲玲館長剛好訪問臺師大，才有機會在揭

牌活動中一睹這把名琴和聆聽其琴音。

此外，梁志民副教授帶領表藝所劇場組學生

演出「音樂劇選粹」，以及由臺師大音樂系師生

所帶來美妙的合奏樂曲(上圖)，也為知音劇場揭排

劃下完美樂章。

     【5/3臺師大公關室孟繁琳報導】99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於5月7日點燃戰火，展開為期五天的

賽事，5月3日上午聖火隊騎著單車將聖火傳遞至

臺師大，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親自迎接聖火，象徵

臺師大準備好了!!

     今年99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由桃園體育大學承

辦，4月30日起五路齊發，將由北、中、南、東及

離島五路齊發，周遊全國179所大學、技專院校接

力傳遞，最後回到龜山體大綜合體育館。5月3日

上午，聖火單車隊將聖火傳遞至臺師大，在臺師

     【5/12校園記者王靜茹採訪報導】畢業季在

即，大家引頸企盼的就業博覽會來囉！臺師大5

月12日舉辦「發現臺師大，幸福來就YA」校園就

業博覽會暨留學博覽會，提供即將邁入職場的社

會新鮮人與企業媒合的機會，以及留學規劃的參

考。會場共有50家廠商提供700個職缺，特別的

是現場還安排一對一履歷義診與職涯適性診斷等

活動。

     為了讓企業能更深入本校學生的特質與優點，

並拓展本校學生就業管道與生涯視野，5月12日臺

師大就業博覽會會場邀請到了50家廠商參與，共

提供700多個職缺，會場內設置了各個專區，讓即

將畢業的臺師大大學生，在師資培育以外另有多

元的發展。

    開幕式邀請到了臺師大副校長鄭志富、師資

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游光昭等校內師長到場致

詞，與優秀校友臺北市私立東山高中校長雷永泰

為開幕式站台，並效仿「秦孝公」求賢令模式，

讓就業博覽會有如古代群雄爭霸時代，為了尋找

大跆拳隊的熱力開場後，臺師大張國恩校長接過

聖火併將聖火交給臺師大運動員，由運動員以慢

跑的方式，將聖火繞行校本部一圈，為臺師大增

添不少運動氣息。

      今年99全大運的吉祥物是「獨角仙」，獨角仙

只有一支角，象徵獨特、唯一、堅韌不拔，如同

運動員在競賽中追求的勝利和王者風範。臺師大

張國恩校長期勉臺師大的選手們，保持去年的實

力，突破自我，獲得更好的成績。

人才而燃起徵才烈火。就業輔導組張素真組長表

示，今年的就業博覽會與99級畢聯會「囍久」結

合，為協助廠商招募優秀人才並拓展本校學生特

質與優點，特別設置了「企業廠商區」、「留學

專區」、「教職專區」、「履歷義診區」等。

      其中履歷義診區的設置最為特別，供求職同學

填寫履歷，並設置專人免費指導履歷寫作。圖傳

所梁鳳儒同學表示，義診區的功能相當實用，提

供了她許多實質上的建議，推薦同學多加利用。

     徵才博覽會中，各攤位不但提供現場諮詢，並

接受現場投遞履歷。會中配合攤位諮詢，舉辦摸

彩活動，獎品包含數位相機、Wii等，吸引眾多學

生到場參加。

      此次就業博覽會廠商包含了科技業、補教業、

人力資源業、文教業、國軍人才與服務業等各種

業別，知名企業包含大同公司、奇美電子、台灣

麥當勞、麥奇數位Tutor ABC、信義房屋等50個單

位，希望優秀的學生能在這場媒合活動中，找到

自己的伯樂，與生涯規劃的好選擇。

  【5/13臺師大公關室孟繁琳、陳韻雯報導】

國科會於5月12日下午1時，在臺灣中油大樓

國光會議廳舉行98年度各類研究獎項頒獎典

禮，由國科會主任委員李羅權主持，並邀請

歷任主任委員郭南宏先生及陳建仁先生等頒

發獎項。本次頒獎典禮計頒發「傑出特約研

究員獎」、「傑出研究獎」、「吳大猷先生

紀念獎」及「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等4種獎

項，計有229位獲獎人。

      學術研究必須長期不斷的投入，除了個人

持續不懈的努力之外，亦需要研究團隊的共

同參與，以及政府的鼓勵與支持。國科會自

75年起設置「傑出研究獎」，以獎勵及表揚

研究成果傑出之科學技術人才，長期從事學

術或產學研究。

    本校校長張國恩，長期致力於數位學習

領域研究，將科技與教育結合，其研究成果

給予在數位環境中學習者莫大的幫助，是98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的90

位得獎者中，唯一在資訊教育領域獲獎的學

者。

     本校科學教育中心主任張俊彥，以開發

「自動評分技術」，跨領域結合神經科學、

分子生物學，脫穎而出二度獲此殊榮。不僅

如此，張俊彥教授更榮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選出，國科會50週年來的五十個重大科

學研究之一的肯定。

     除了張國恩校長及張俊彥老師獲獎外，本

校第十屆傑出校友蔡今中老師，也在今年再

度獲得國科會的肯定。今年的頒獎典禮特別

安排別開生面的榮耀與傳承儀式，讓齊聚ㄧ

堂的傑出、優秀研究人才，藉由學術研究精

神的傳遞，彰顯獲獎者的榮耀與喜悅，亦希

望透過經驗的傳承，讓學術研究持續榮耀台

灣、光芒全球。

  99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自4月30日

起 ， 周 遊 全 國 大

學、技專院校接力

傳 遞 。 5 月 3 日 上

午，聖火單車隊將

聖 火 傳 遞 至 臺 師

大。臺師大校長張

國 恩 親 自 迎 接 聖

火，象徵臺師大準

備好了!!

   98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本校

校長張國恩（右）上台受獎，長期致力於數位學習

領域研究，將科技與教育結合，其研究成果給予在

數位環境中學習者莫大的幫助，更是本屆90位得獎

者中，唯一在資訊教育領域獲獎的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