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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話
教育用心，愛就開心

中秋月圓，愛就有緣，師生齊心，愛就開心。

張奕華

新的學期開始，如同清晨升起的旭日，灑落一絲暖
意在寬敞的綠地，伴隨滴滴墜落的露珠，開始嶄新的一
天，似乎是如此的理所當然，卻又充滿著未知與期待。

第三期的電子報出爐，涵蓋了新生進入教育學系大
家庭，兩位優質導師的用心叮嚀；教育系舉辦的系列活
動，諸如新生座談、史懷哲名人堂、敬師餐會與教師節
打卡活動；榮耀本系的榮譽榜；傑出系友的分享；史懷
哲營隊精彩的剪影與心得；愛就開心基金芳名錄。皆是
此次電子報中精采的內容，並將種種喜悅分享於系胞系
友們，讓中秋佳節裡，伴隨陣陣飄香，欣賞中秋月圓，
感受愛就有緣，看見教育用心，一同愛就開心。

最後，在新的學期，誠摯地祝福，教育學系
敬愛的師長、系胞與系友們，中秋月圓，愛就有
緣，師生齊心，愛就開心，福如太平洋，壽比喜
馬拉雅山。

英國小說家George Eliot曾說，我們的行為決定我們
是什麼樣的人，同樣地，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也決定我
們做了什麼樣的事（Our deeds determine us, much as we 

determine our deeds.），教育學系有著許多優秀的師長，
總能以身作則，將所學化諸於行動，進而影響他人。當
遇見值得你敬佩或效仿的對象時，總能影響我們做的事
情，或影響了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觀點，是一種選擇；選擇，是一種自
由；自由，是一種幸福！不管你的選擇為
何，如果能在畢業之前找到一個有意義的
生命主題，自信而忘我地投入，你的生命
會變年輕，離開時會變瀟灑。

觀點，是一種選擇

政大位在市郊邊緣，有人說它「很偏遠，要逛百貨、
打牙祭、唱KTV或到台北車站，都要花很久的時間。」有
人說它「位置適中，有山、有水、有森林、有鳥獸蟲魚，
但也有城市所需的生活機能，進城出城兩相宜！」你認
為呢？

考進政大，有人說：「這不是我的第一志願，有很
多人比我強，我覺得有點挫折和自卑！」有人說：「這
是我的第一志願，我勝過全國大部分的考生，我只要想
到那些排名在後面的公、私立大學，我就覺得很驕傲！」
有人說：「一味向上比較取得自卑感，是自作自受；一
味向下比較取得優越感，是自我感覺良好；考進政大，
就是學習不卑不亢的最佳位置；不卑者有自信，不亢者
有服務心！」你說呢？

大學生活，有人說：「學業第一，拿個好成績，考
證照、考國考、拼個好職業，才是王道！」有人說：
「沒有玩社團，大學生活就是白過了！社團是連結同好、
建立創業人脈、鍛鍊領導力與人際智慧的最佳場所！」
有人說：「戀愛是必修學分！情感與婚姻如果失敗，人
生終究不會圓滿！大學的人際關係最單純，是學習感情
與愛情的最佳場所！」你覺得呢？

詹志禹

導師的話



限於篇幅，我在這裡只能給你幾個小建議。
當然，大學裡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學習也相當重
要（如人們經常討論的課業、愛情、與社團），
這些就有待各位同學自己去探索。最後，期許
各位同學在未來的這四年中，能夠懂得運用
有限時間，去創造你生命中的無限可能。

各位親愛的大一新生

洪煌堯
很高興有這個緣分與你們認識、成為師生，也歡迎加入

政大教育系這個大家庭。各位能夠進入到全台灣最早成立的
（同時也是我自己認為最好的）教育系，相信都是優秀的人
才，未來各位也將成為主導台灣教育走向的舵手。接下來的
四年裡，你們所學的知識、技能以及經驗，都將對你們自身、
還有我們國家未來的教育，有著重要的影響。

作為各位的導師之一，我有幾點建議想與你分享：第一、
希望大家能在大學時養成運動的習慣。健康的身體是成就美
好未來的基礎。雖然各位正值青春年華，身體也必然處於最
佳狀態；但人生就像是一場馬拉松，想要跑的遠、跑的久就
要有強健的體魄。所以建議大家能建立每週至少三次、每次
30分鐘以上的運動習慣。第二、希望大家在大學四年內，至
少學會並精熟一種外語。我這裡所說的外語，並不限於英文，
而是任何一種外語，因為所有的語言都值得學習！語言不僅
是追求知識的工具，也是豐富生命體驗的手段。多會一種語
言，會讓我們更有機會瞭解不同文化、拓展交友圈、及提昇
國際移動力。第三、希望同學能夠養成自主探究學習的習慣。
只把學習視為獲取知識的手段，並非最佳的學習；真正有益
於你的學習是能轉化你成為知識生產者--能以服務社會，造
福人群為己任--的學習。如果你過去習慣被動接受知識，那
麼重新建立一個自主導向的學習觀是非常重要的！

導師的話



新生座談

奕華主任IG有球徵答

系學會幹部精彩留影

透過精彩徵答活動
，主任勉勵與歡迎新鮮
人成為教育之士，具備
五識：學識、常識、見
識、膽識與賞識。

新生座談中，珍貴
的幹部留影，是教
育的傳承，更是值
得紀念的一刻。



新生座談

新生座談活動剪影

新生座談活動剪影

座談中活動剪影
，訴說著彼此的相識過
程與故事點滴，道盡當
日的種種回憶。

專注，是因為興趣
的牽引，專注，是
因為好奇心的推動。



新生合影

教育系胞 敬上

時間的洪流中，似乎是什麼在牽引，使我邁
進，使我相遇。

親愛的教育學系：

此刻的我們，彼此相識，下一刻的我們，彼
此相悉，期望未來的我們，都能在這溫
暖的大家庭中，共同成長與茁壯。



史懷哲
名人堂

2020史懷哲名人堂
由素芸老師所指導的史懷哲團隊，每年暑假都會到偏

鄉國中進行為期三週的課輔，每三年會更換服務據點。今
年正好是在平溪國中的第三年，回想當初第一次來到平溪
國中可以說是既期待又緊張，期待的是平溪國中的環境非
常舒適，期待三週還學生相處的日子！但由於平溪國中是
一所慈輝學校，因此也讓我們對未知的挑戰有所畏懼。

「慈輝學校」招生對象除了平溪、菁桐、十分地區以
外的學生，也包含了新北地區家庭失功能、身心障礙等情
況特殊的學生，在相處上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細心，這也是
給將來要成為老師或是助人工作者的一項考驗！



史懷哲
名人堂

三週的營期中，由團隊成員利用一學期的時間共同備
課、研習，並且一起撰寫各科教案、實施多元企劃活動。
除了運用系上課堂所學於現場外，更重要的是在暑假的時
間裡能夠帶給學生印象深刻且吸引他們的課程，藉此學生
們有個豐富且難忘的暑輔時光。

感謝張奕華主任以及素芸老師的支持，讓我們利用史
懷哲這個機會，實際到現場與學生深度交流。過程中，學
生們很樂意與我們分享心事與想法；課程進行中，學生更
是各個都很捧場、投入。看到學生三週以來的蛻變以及臉
上的笑容，便覺得一切都非常值得！

史懷哲歡迎您加入



精選打卡照片

敬師餐會

師長齊聚，歡喜相遇
教師節，對於教育學系來說，是意義非凡的節日，更

是傳達愛與感謝的時刻，此次蒞臨的師長，包括黃炳煌名
譽教授、林翠蘋師母、吳靜吉名譽教授、何福田校長、董
保城教授、井敏珠教授、羅吉宏艦長、邱錦昌教授、張奕
華系主任、秦夢群教授、湯志民教授、陳木金教授、侯永
琪教授、李淑菁教授、李宗芹教授、胡悅倫教授、陳揚學
教授、謝佩璇教授、闕金治助教、李婕如組員。



精選打卡照片

敬師餐會

教育系友，榮耀杏壇
眾多優秀的教育學系系友與會，一同對於師長表達誠

摯地感謝。蒞臨的系友，包括曾志朗院士、蔡炳坤副市長
、陳雪玉署長、劉明超副局長、陳嘉成院長、張義雄董事
長、黃玉梅教授、陳建志助理教授、鐘巧如督學、莊清寶
科長、陳麗英校長、黃國庭校長、蔡安繕校長、許聰顯校
長、蔡玲玲校長、呂紹弘調查員、王少芸副組長、陳國生
主任。



精選打卡照片

敬師餐會

眾多嘉賓，敬師同欣
當日嘉賓齊聚餐會，一同歡慶教師節。蒞臨的嘉賓包

括馮蓉珍老師、林萬義總務長、吳玉媖女士、蔡義雄校長
、溫惠燕老師、陳俊龍教授、倪心燕老師、蔣雨生先生、
林海清副校長、莊玉鈴助教、王鼎元秘書、周泓達科員、
王柏鈞先生、吳權威董事長。



精選打卡照片

敬師餐會

碩博齊心，愛就開心
此次敬師餐會，由碩士班總幹事黃舒靜與博士班召集

人夏偉傑、曾柏璣、周竹一與郭沛衡，共同與碩博班工作
人員一同舉辦，在精彩的活動下，總能看見他們開心的協
助活動進行，並在周全的準備下圓滿完成此次活動。



精選打卡照片

敬師餐會



傑出系友，愛育恆久
此次共頒發五位傑出系友，包括劉明超副局長、陳嘉

成院長、張義雄董事長、陳麗英校長與黃國庭校長，領域
橫跨教育行政類、學術研究類、文教產業類與學校行政類
，並榮幸邀請五位系友為我們分享與致詞。

敬師餐會



教師節
打卡活動

打卡感念，送咖啡券
在愛就開心的互動裝置藝術與教師節祝福影片的播放

下，教師節打卡活動熱烈進行，系主任特別贈送參與的同
學咖啡券，共同獻上對教師誠摯的祝福。



教師節
打卡活動

精選打卡照片
此次活動特別在打卡照片
中，精選打卡祝福照片，
期望祝福教育學系師長們

教師節快樂！



榮譽榜

侯永琪 教授

榮任
全球高等教育
品質保證網路
副理事長

陳雪玉 博士

榮任
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署長

林俐 碩士畢業生

考取
109學年度公立
高級中學學校

教師甄選（英文科）

黃彥羚 碩士生

考取
109學年度公立
高級中學學校

教師甄選（英文科）

全
國
榜
首



榮譽榜

陳榮政 教授

通過
教育部109年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鍾成鴻 博士

通過
教育部109年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指導老師：詹志禹教授



榮譽榜

王素芸 教授

榮獲
107學年度

教學優良教師

陳榮政 教授

榮獲
108年學年度
教學優良教師

洪金英 博士生

榮獲
臺北市109學年度

特殊優良教師獎(校長組)

陳家祥 博士生

榮獲
教育部109年

師鐸獎



史懷哲



史懷哲

建英校長致詞 油條班全員合影

燒餅班全員合影 豆漿班全員合影



史懷哲

檢討會過程剪影檢討會過程剪影

檢討會全員合影 奕華系主任與秀敏校長



史懷哲



史懷哲



史懷哲



史懷哲



史懷哲



史懷哲



史懷哲



史懷哲



愛就開心
基金

國立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愛就開心（Education）基金】

歡迎各位系友們共襄盛舉!

掃我共襄盛舉!



(掃描前頁QRCode)

愛就開心
基金



教育系友捐政芳名錄

日期 姓名 金額

109.9 陳嘉成 3,000元

109.9 林曉君 3,000元

109.9 洪金英 5,000元

109.9 謝佩璇 10,000元

愛就開心
基金



編輯團隊

闕金治 李婕如
發行人

張奕華
總編輯 執行編輯

王光多
副總編輯

顏子軒
副總編輯

林旻承
編輯小組成員

卜一峰
編輯小組成員編輯小組成員

陳冠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