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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大學 2009 後山初陽藝術節後山初陽藝術節--五四在知本˙
五四在知本˙與詩人余光中相遇
【人文學院訊】
人文學院訊】

貳、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台東大學 2009 後山初陽藝術節－
後山初陽藝術節－
五四在知本˙
五四在知本˙與詩人余光中相遇
壹、活動緣起：
活動緣起：國立台東大學人文學院
於 5 月 4 日至 5 日主辦「2009 後山初陽
藝術節」活動，特別邀請大師余光中先
生於 5 月 4 日詩人節當天至台東大學知本
校區舉行揭詩儀式，將余先生＜台東＞
一詩，銘刻於塑銅板並嵌於人文大樓牆
上，作為永久陳列並增添校園藝文空間
特色。此外，余先生分別與人文學院師
生舉行座談與演講活動，讓師生有機會
親近大師風采。配合詩人節，通識中心
特舉辦余光中作品回顧展與情詩創作活
動，當天晚上亦舉辦鏡心湖畔音樂會，
開場時請華語系及英美系學生朗讀余先
生的詩作，並由心動系學生配合舞動演
出。本次活動係以大師風采與藝文饗宴
作為宣傳台東大學的重點，並邀請社區
相關人士參與盛會。

參、活動效益
活動效益：
一、以大師之詩作塑銅板留存校園，增添校園藝文空間特色。
二、配合藝術節活動，邀請知名大師蒞校演講，增進藝文風氣。
三、邀請知名大師參與本校藝文活動，順勢行銷，實質上擴大本校之
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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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在知本˙
五四在知本˙與詩人余光中相遇 —

活 動 剪 影

2009.05.04 大師開講(一)與本院教師座談

2009.05.04 大師開講(一)與本院教師座談

(左：余光中教授夫人、右：周慶華老師)

2009.05.04 大師開講(一)與本院教師座談

2009.05.04 余光中教授<台東>詩牆揭幕

2009.05.04 師生參加余光中教授<台東>詩牆揭幕

2009.05.04 余光中教授<台東>詩牆揭幕參加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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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在知本˙
五四在知本˙與詩人余光中相遇 —

活 動 剪 影

2009.05.04 晚餐餐聚

2009.05.04 自助式晚餐

2009.05.04 余光中教授於海報上簽名留念

2009.05.04 音樂會

2009.05.04 音樂會

2009.05.04 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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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在知本˙
五四在知本˙與詩人余光中相遇 —

活 動 剪 影

2009.05.04 音樂會(心動系表演)

2009.05.04 音樂會(英美系、華語系表演吟詩)

2009.05.05 大師開講(二)與本院學生專題演講

2009.05.05 大師開講(二)與本院學生專題演講

【主講人：余光中教授】

特殊教育中心活動資訊 -- 特 教 知 能 研 習 (ㄧ
(ㄧ)
【特殊教育中心訊】
特殊教育中心訊】
特殊教育中心活動資訊-特殊教育中心活動資訊--特教知能研習
--特教知能研習(
特教知能研習(ㄧ)
目
的：由專家學者針對特殊學生需求，每次以
一專題進行探討，透過實際教學示範及
現場互動方式，以達預期成效。
辦理時間：98 年 04 月 25 日 (週六全天) 08:30 ~ 16:50
04 月 26 日 (週日全天) 08:30 ~ 16:10
辦理地點：本校教學大樓五樓視聽教室 B
辦理方式：專題演講、實務研討暨綜合座談
主 講 人：楊坤堂/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特教系兼任
教授
講
題：從 Wellcome 到 Comebest：情緒障礙學生
的多元診斷與處遇

第一天講題內容：
1.探究情緒障礙學生的真相。
2.情緒障礙學生的多元診斷。
3.情緒障礙主要學派有關情緒與行為問題的療育措施。
4.情緒障礙學生的多元處遇。
5.情緒障礙個案研討。
第二天講題內容：
1.「三不」學生是注意力缺陷過動症(ADHD)學生的寫真？
2.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的區別診斷與多元處遇。
3.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學生的多元處遇。
4.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個案研討。
5.慧心、仁懷、耐力與價值、尊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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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照片：

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教育部特教工作執行小組
承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協辦單位：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參加對象：台東縣輔導區各級學校特教教師、對特
教有興趣與需求之一般教師等 30 名。
成

果：線上報名 53 人，線上錄取 51 人，參加
人數 48 人。

成果掛網：研習活動訊息（報名、錄取、研習課程）
於本校首頁與特教中心首頁公告，
研習活動成果資訊（講綱與活動照片等
成果）於研習結束兩週後，請至特

照片內容：楊坤堂教授主講情緒障礙學生的多元診斷與處遇

教中心首頁「研習講綱暨出版刊物」
、
「活

攝 影 者：助理 楊麗香

動剪影」選單內查詢。

提供單位：特殊教育中心

人文學院後山初陽藝術節
人文學院後山初陽藝術節～「
後山初陽藝術節～「南島觀光週
～「南島觀光週－
南島觀光週－傳統手工藝工作坊」
傳統手工藝工作坊」
【南島文化研究所訊】
一、 國立台東大學人文學院後山初陽藝術節～「南島觀
光週－傳統手工藝工作坊」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0900~1200

魯
凱
族
Lalabece（小小
背袋）裂作

0900~1700

樹皮布手工筆
記本斷作

1200~1400

紀錄片【囍】
紀錄片【尋情
歷險記】精華
短片

98.05.05
（二）

98.05.06
（三）

地點
知本校
區人文
學院三
樓南島
所展覽
室
知本校
區人文
學院三
樓南島
所中廊
知本校
區人文
學院一
樓階梯
教室 C

主講人
手工藝製作
者：
玉卿、鄭玉
蕊

都蘭山劇團
執行長：
陳珊珊

南島觀光週_月桃葉揹袋製作 -1

製片李孟津

二、加拿大 Ottawa 大學 Scott Simon 教授來台訪問，98.05.27
舉 行 專 題 演 講 。 講 題 ： Anthropology and Human
Rights。地點：台東大學知本校區 3F 南島所展覽室。
三、98.05.29~05.30 舉辦「97 下【田野方法】課程實習參
訪活動」
。
由本所譚昌國老師領隊，率九名研究生至至金峰鄉

南島觀光週_月桃葉揹袋製作 -2

與太麻里鄉原住民部落，進行兩天一夜小型的田野
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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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觀光週_樹皮布筆記本製作 -1

南島觀光週_月桃葉揹袋製作 -3

南島觀光週_樹皮布筆記本製作 -2

南島觀光週_樹皮布筆記本製作 -3

南島觀光週_樹皮布筆記本製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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