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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歷屆校長篇
（依任次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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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風雲人物14 歷屆校長篇 15

校長 李季谷

生卒年 光緒 21 年（1895 年）- 民國 57 年（1968 年）

任期 民國 35（1946 年）5 月 -37 年（1948 年）6 月

專長 西洋史

貢獻 創校校長、創立校歌

李季谷，原名宗武，著名歷史學家，浙

江省會稽縣平水鎮橫路村（今紹興縣平水鎮

橫路村）人。民國 6年（西元 1917年），畢

業於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因成績優異，

獲得校長經亨頤之賞識和器重。9年（1920

年），與瞿秋白等前往蘇聯，翌年，以官費

生前往日本留學，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

外國史。13年（1924年）回國，擔任天津

南開大學歷史系講師，一年後轉任北京大學

歷史系教授，並加入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

民國 16年（1927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翌年，赴英國留

學，初入布列斯多大學，後入劍橋大學研究院，專攻近代史，獲碩士學位。

19年（1930年），遊學西歐各國，返國後，仍任北京大學教授，兼任北平大

學女子文理學院文史系主任，這一時期，與同校任教的魯迅關係密切。

民國26年（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隻身南行。27年（1938

年，擔任蘭州西北聯合大學教授兼歷史系主任；28年（1939年），轉任廣州

中山大學教授。29年（1940年），與顧頡剛等人發起創辦《史學季刊》；30

年（1941年），擔任成都四川大學教授。32年（1943年）起，轉任國民政

府招訓委員會主任委員，從事戰區失學青年工作，籌辦魯蘇皖豫邊區學院，

招收戰區失學失業青年。

抗日戰爭期間，曾在《中國歷史上所見之民族精神》，不斷鼓勵學生，

演講中提到：「越王勾踐為復國大業忍辱負重，精心計畫的精神值得我們效

仿；荊軻知其一去不得返而義無反顧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祖逖枕戈待旦、

擊楫中流，以光復中原為己任的愛國精神值得我們踐履；文天祥知其不可為

而為之，視死如歸的精神值得我們銘記。」

民國 34年（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將臺灣

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高級中學。35年（1946年），假臺

北高級中學校舍創立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其獲聘出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首任

校長。當時，本校與臺灣大學、臺中農學院、臺南工學院並列為「臺灣四大

學府」。37年（1948年）李季谷校長特別親自為校歌撰寫歌詞，並請音樂

專修科主任蕭而化譜曲。同年 6月，回到中國大陸轉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

中國共產當政權成立後，轉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44 年

（1955年）在「肅反運動」中，被以「不戴帽子的歷史反革命」之罪名，關

進牛棚。57年（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又備受凌虐和迫害，因不堪

凌虐和人格侮辱，憤而投入華東師範大學校園內的麗娃河自盡，年 74歲。

一生勤奮研究，主要著作有《西洋近百年史》、《日本通史》、《高中外國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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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風雲人物16 歷屆校長篇 17

校長 謝東閔

生卒年 明治 41 年（1908 年）- 民國 90 年（2001 年）

任期 民國 37 年（1948 年）6 月 -38 年（1949 年）6 月

專長 政治學

貢獻 首位臺灣人出任中華民國副總統

謝東閔，原名進喜，自號求生，彰化廳

北斗支廳二八水區二八水庄人（今彰化縣二

水鄉光化村）。大正 10年（1921年），考入

臺中州立臺中中學校（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

學前身），因不滿日本殖民統治，萌生前往

中國求學的念頭，於大正 14年（1925年），

中學尚未畢業即離臺，經日本前往上海，就

讀於上海承天中學。昭和 2年（1927年），

入學東吳大學法學院，翌年，轉學至廣州中

山大學政治系。昭和6年（1931年）畢業後，

留校擔任日文講師，並在廣州、香港等地寫稿維生。

昭和 11年（1936年）進入軍事訓練委員會，擔任少校秘書。昭和 17

年（1942年），任職桂林《廣西日報》社，負責收聽日本同盟社新聞廣播。

翌年，獲邀參加中國國民黨臺灣直屬黨部的籌備工作。民國 34年（1945年）

抗戰勝利後，以高雄州接管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負責接收高雄州。其後，

歷任高雄縣首任官派縣長、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副處長、臺灣省政府

教育廳副廳長兼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臺灣新生報董事長、中國青年反共

救國團副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副秘書長、臺灣省政府委員兼秘書

長、臺灣省議員、臺灣省議會副議長、議長等職。

民國 37年（1948年）兼代本校院長一職，時至 38年（1949年）4月

6日凌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本校與臺灣大學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煽

惑人心、擾亂秩序、妨害治安」為由，派軍警包圍兩校學生宿舍，逮捕學生

100餘人，勒令師院暫行停課，指示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進行整頓，史

稱「四六事件」。事後謝氏表示堅決辭去本院院長一職，臺灣省政府乃改派

劉真接任院長。

謝氏鑑於家為國之本，若要國家富強、民生樂利，必先健全家庭，乃

於民國 47年（1958年）3月，創立中華民國第一所家政學校─私立實踐家

政專科學校，為臺灣教育史上第一所家政教育的最高學府，現改制為實踐大

學。

民國 61年（1972年），出任臺灣省政府第九任主席， 67-73年間（1978-

1984年）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卸任後擔任總統府資政。90年（2001年）

4月 8日因病去世，享年 9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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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風雲人物18 歷屆校長篇 19

校長 劉真

生卒年 民國 2 年（1913 年）-101 年（2012 年）

任期 民國 38 年（1949 年）05 月 -46 年（1957 年）8 月

專長 教育行政、教育學、心理學。

貢獻 拓展校地、建圖書館、興置宿舍、訂定校訓、延攬名師。

劉真，字白如，安徽省鳳臺縣人。民國

18年（1929年），畢業於壽縣初中後，擔任

張集小學代課教員。20年（1931年）考取

安徽大學哲學教育系，畢業後於24年（1935）

年前往日本留學，入學東京高等師範教育研

究科，主修心理學。26年（1937年）中日戰

爭爆發後，立即束裝返國，投入抗戰工作，

歷任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的侍從秘書、國

立湖北師範學院教授、軍政部少將參議、三

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事會書記長及中央團部

第二處副處長等職。民國 37年（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

民國 38年（1949年）4月 6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發生「四六事件」，

奉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之電召，來臺協助處理此一事件，擔任臺灣省立師

範學院整頓學風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代理院長。為整飭學校秩序，維護學生

課業，特訂定「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生學籍重新登記辦法」，並儘快辦理註

冊、正式復課。「四六事件」平息後，正式接任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院長，本

持嚴謹認真的辦學精神及愛護學生的態度，致力於讓師院成為一流學府。

鑑於教學設備簡陋且校地面積過於狹隘，有礙學校之發展，乃積極向

省府爭取到師院對面的一塊土地，先後在此建造圖書館、英語教學中心、

僑教館、工教大樓等校舍。其認為「圖書館是大學的靈魂、人類知識的寶

庫」，乃成立修建委員會進行規畫，公開徵求圖樣，進行招標興建，民國 46

年（1957年）底落成啟用。同時，積極修建學生宿舍，將七星寮改成女生

宿舍，在學校附近興建男生宿舍兩棟，解決學生的住宿問題，讓學生全部住

校，彼此多加認識，以增加學生的凝聚力。

上任之初，即多方禮聘優良師資以加強師資陣容。民國 38年（1949年）

底，應聘擔任師院各學系教席的著名學者有黃君璧、梁實秋、溥心畬、陳大

齊、楊亮功、劉季洪、陳可忠、沙學浚、田培林、蕭忠國、戴粹倫等，一時

英賢齊聚，師資之優較其他大學毫不遜色，奠定師院教學研究發展之良基。

民國 41年（1952年）2月，親訂「誠正勤樸」作為校訓。「誠」就是不

虛偽、不欺妄，凡事能做到始終如一，擇善固執。「正」就是不偏私、不枉

曲，凡事能做到光明正大、貞固剛毅，鼓勵青年學生必須要思想純正，品行

端正。「勤」就是不怠惰、不因循，凡事能做到自強不息、鍥而不捨，青年

學生必須要時時勤勉，有積極奮鬥的人生觀。「樸」就是不奢侈、不浮華，

凡事能做到質樸無華。

民國 44年（1955年），本校升格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劉真出任

首任校長。46年（1957年）8月轉任教育廳長。其後，歷任政治大學教育

研究所所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總統府資政、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等職。曾獲頒中國民國文化獎章、行政院文化獎、一等教育文化獎章等。影

響臺灣教育界頗為深遠，被喻為「教師之父」、「臺灣師範教育之父」，78年

（1989年）6月 5日獲本校頒授名譽教育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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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杜元載

生卒年 光緒 19 年（1893 年）- 民國 64 年（1975 年）

任期 民國 46 年（1957 年）8 月 - 民國 55 年（1966 年）8 月

專長 法學、教育學

貢獻 致力推廣教育、成立夜間部、發展僑教事業

杜元載，湖南省漵浦縣人。民國 9 年

（1920年）春，秉庭訓負笈北上。11年（1922

年），考取國立北京師範大學，13年（1924

年）獲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士學位，14

年（1925年）任教於湖南第二師範學校，旋

即赴美深造，獲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教育

碩士及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

民國 17年（1928年）6月，返回中國。

8月應河南大學校長鄧萃英之聘，擔任法科

教授兼主任，法科改制為法學院後，擔任首

任院長。執教河南大學期間，積極帶領師生展開各種活動，籌支印刷費，出

版《法學季刊》，執筆者大多是法學院法律、政治、經濟三系教授，不支稿

費，其每期均有論文發表，計出版六期。當時法科各系四年級學生必須寫畢

業論文，其親自撰寫刊印〈論文作法指導〉一文，發給學生研讀；並舉行演

講會、辯論會，請外界著名人士擔任評審，拉近校園與職場距離，成功地為

畢業生謀出路。

民國 19年（1930年）8月離開河南大學後，歷任北京師範大學、北京

大學、湖南大學、四川省立教育學院、中央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北

大學等校教授、系科主任、教務長和院長等職。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曾任考試院考選部、行政院司法行政部（今法務

部）司長。民國 43年（1954年）12月轉任本校教授兼教務長，46年（1957

年）8月校長劉真升任臺灣省教育廳長後，由杜元載代理本校校長一職，翌

年真除。任內，揭橥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注重高深學術研究、培養教育專業

精神三大目標；持續推動國際學術合作計畫，辦理中等學校在職教師之研習

工作；同時，為配合中等教育之需求及加強教師之專業訓練，調整科系建

制，將體育衛生教育學系分為體育、衛生教育兩學系，史地學系分為歷史、

地理兩學系，理化學系分為物理、化學兩學系，完成實施推廣教育、成立夜

間部、發展僑教事業等具體的辦學績效，對本校的發展意義重大。

民國 55年（1966年）以健康欠佳請辭校長。卸任本校校長後，轉任行

政院退輔會專業教育中心主任、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

員，從事國民黨史料整理及出版工作。64年（1975年）3月 20日，因肝病

在三軍總醫院去世，享年 72歲。其一生從事教育，為國作育英才，於校長

任內，銳意改進校務，提高本校國際學術地位，績效昭著。其為人篤實，平

易近人，學問淵博，著術甚豐，散載於報章雜誌的論文百餘萬言，主要著作

有《中國刑法研究》、《教育測驗與統計》、《社會教育》、《杜威教學哲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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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孫亢曾

生卒年 光緒 24 年（1898 年）- 民國 91 年（2002 年）

任期 民國 55 年（1966 年）9 月 - 民國 60 年（1971 年）7 月

專長 教育學

貢獻 爭取公館校地擴建、拓展師資培育名額

孫亢曾，字侃爭，廣東

省梅縣人。民國 7年（1918

年），畢業於梅州中學，10

年（1921 年），入學廈門大

學師範部，後轉入上海大夏

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前身）

教育科畢業。15 年（1926

年）起，歷任徐州第十中學

教師、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

主任、交通部商船專科學校

訓育主任等職。23年（1934

年），前往英國里茲大學

（University of Leeds）研究比較教育，獲教育碩士學位。25年（1936年）秋

返國，擔任大夏大學教育系教授兼附屬中學主任。26年（1937年）隨大夏

大學西遷廬山、貴陽，32年（1943年）接任教務長。抗戰勝利後，轉任國

際救濟總署南京辦事處處長。37年（1948年），重返大夏大學任教。

民國 38年（1949年）春，應劉真校長之聘，擔任本校教育系教授，開

授「教育概論」、「教育行政」、「比較教育」等課程。以比較教育觀點，認為

國外大學的教育系是「服務性質」，提供文學院及理學院學生修習教育學分

的機會，學習教學技巧及原理；反觀臺灣，當時師範學校不多，師資需求也

不高，教師流動性小，教育系學生分發困難，因此讓教育系學生除了必修課

程外，自二年級起可選修國文、英文等課程，即所謂輔系制度，以利教育系

畢業生之分發。並先後歷任教務主任、代院長、教育系主任等職。

民國 55年（1966年）9月出任本校校長，擔任校長期間，提出尊師、

教學、立教、宏規等辦學四大原則。民國 56年（1967年）7月，本校改制

為國立，奉命留任校長，提出「振師道、培學風、宏文化」三大目標，作為

本校奮勵精進的目標。配合政府實施九年國民教育之師資需求，積極爭取校

地，取得原臺灣省農林廳蠶業改良場之土地 8公頃，建設公館分部之校舍，

並增設三民主義、歷史、地理、體育、數學、生物等研究所與科學教育研究

中心，以及增設公民訓育、教育心理等學系，奠定本校發展之良基。60年

（1971年），請辭校長。62年（1973年）夏季退休，仍在教育系兼課。 

其一生從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常要求學生要認識自己的興趣，要多下思

辨功夫，思考自己將來要成為哪一種老師，或擔任其他行政工作；並要求學

生要加強語文能力，親自到圖書館、博物館等動手開發知識的寶庫，才能有

所成就。其學問淵博，專業功底深厚，主要著作有《教育概論》、《師專教育

概論》、《教育經緯》等專書。91年（2002年）去世，享壽 10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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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張宗良

生卒年 光緒 34 年（1908 年）- 民國 75 年（1986 年）

任期 民國 60 年（1971 年）-67 年（1978 年）

專長 教育學、政治學

貢獻 興建校舍、購置最新的儀器與設備、選送教師出國進修

張宗良，安徽省廬江縣

人。民國 8年（1919年）就

讀安徽中學，14年（1925年）

考入國立東南大學中國文學

系。因家境清寒，休學任教

於蕪湖第二職業學校。復學

後，於20年（1931）年畢業，

前往英國留學，取得倫敦大

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民國 26 年（1937 年）

返國後，歷任政治部秘書、

政治部處長、中央訓練團辦

公廳副主任、安徽省政府委員、安徽省訓練團教育長、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

主任、安徽省政府建設廳廳長、國大代表等職。

民國 38年（1949年）來臺，51年（1962年）出任中國文化學院（今

中國文化大學）首任校長、56年（1967年）轉任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等。

60年（1971年）出任本校校長，任內辦學方針為「德行至上、學術第一」，

向世界銀行辦理教育貸款，全力推動校舍建築、購置設備、選送教師出國進

修等。完成本校分部理學院教學大樓、校本部學生宿舍、綜合大樓，以及改

建教職員第一宿舍；購置最新的儀器與設備，充實理學院的設備整頓校園周

邊環境、興建校舍，使得本校煥然一新。卸任校長後，曾任擔任考試院副院

長、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中國國民黨第十二屆中央評議委員會委員等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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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郭為藩

生卒年 民國 26 年（1937 年）-

任期 民國 67 年（1978 年）8 月 -73 年（1984 年）6 月

專長 教育行政、教育學、特殊教育

貢獻 整建校園改善教學環境、推動國際學術交流、維護師範教育制度

郭為藩，臺南市人。民

國 44年（1955年）畢業於臺

灣省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

48年（1959年）畢業於本校

社會教育學系圖書館組，51

年（1962年）取得本校教育

研究所碩士後，通過教育部

公費留考，前往法國留學。

56年（1967年）獲法國巴黎

大學特殊教育博士及特殊兒

童心理師文憑，轉往英國倫

敦大學教育研究所進修。同

年返國，應聘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60年（1971年）升

任教授。

民國 61年（1972年），擔任教育部常務次長，任內展開特教兒童之普

查，在師範校院設置「特殊教育中心」，以及推動國中小學特殊教育之研究

和服務。62年（1973年），召開首次「全國特殊教育研討會」，翌年進而研

訂「加速特殊教育發展計畫」，由行政院專款補助，充實學校設備及改善師

資素質方案，以及研訂「特殊兒童鑑定及就學輔導標準」。64年（1975年），

教育部頒布「特殊學校教師登記辦法」，使臺灣特殊教育有了可以推展的空

間。

民國 67年（1978年），返回本校擔任教育研究所所長，同年 8月接任

本校校長。任內以改善教學環境、加強本校與教育界之聯繫、提高學術研究

風氣、行政作業自動化、培養本校之形象作為辦學方針；完成圖書館、分部

學生宿舍、藝術學院大樓等校舍興建工程；拆遷校內被違法佔據之房舍，整

建校園；創立藝術學院，增設輔導、衛生教育、音樂、美術、家政教育等研

究所；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先後與美、韓、奧地利等國 14所大

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積極培養人文教育氣息，維護師範教育制度。

民國 73年（1984年），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77年（1988年）7月出

任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任內首辦全國文化會議，規劃文化建設

長期發展計畫，籌設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辦理國際藝文團體培育方案，創

辦國家工藝獎，舉辦多項國際藝文活動充實各縣市文化中心。

民國 82年（1993年）擔任教育部部長，任內推動教育優先區，國中未

升學學生技藝教育與十年國民教育方案，設立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促進教

育人事制度化，舉行全國教育會議規劃國家教育長期發展計劃。其後曾任

中華民國駐荷蘭代表處代表、中華民過駐法國代表處代表；、行政法人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長；現為本校名譽教授。

其長期致力臺法藝文交流，民國 83年（1984年）與法國科技中心（法

國在臺協會前身）合作，設立臺灣法國文化協會，成立財團法人中法文教基

金會；文建會主委任內，在巴黎成立臺北文化中心。87年（1998年）促成

臺灣 8個表演團隊參加法國亞維儂藝術節，引介故宮博物院文物到巴黎大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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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展覽三個月。99年（2010年）榮獲法國政府頒授「法國國家榮譽騎士勳

章」，同年榮獲國家榮譽二等「景星勳章」。

校長 梁尚勇

生卒年 民國 19 年（1930 年）-104 年（2015 年）

任期 民國 73 年（1984 年）6 月 -81 年（1992 年）2 月

專長 教育行政、國際文教

貢獻 建設校園、建立高中職校長任期制

梁尚勇，山西省定襄縣

人，出身書香世家。民國 37

年（1948 年），就讀南京金

陵大學心理系，翌年 11 月

隨政府來臺。39 年（1950

年）插班入學本校教育系二

年級。41年（1952年）結業

後，服預備軍官役一年。退

伍後，任教臺中市立家政職

業學校、省立臺中一中各一

年。44年（1955年），考入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深

造，46年（1957年）獲得碩士學位，並通過教育行政人員高等考試，擔任

教育部專員。48年（1959年），前往美國留學，先後獲密蘇里東北大學碩士

及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博士。

民國 53年（1964年）學成返國，應政治大學校長劉季洪之聘，擔任教

育系副教授兼國際合作委員會秘書，58年（1969年）出任教育系主任。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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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72年），於蔣彥士擔任教育部長期間，拔擢其擔任常務次長，主管高

等教育、軍訓、總務及國際文教等事務，主持「世銀小組」工作，向世界銀

行申貸 300萬美元，讓全臺 16所工業職業學校得以充實設備，改善教學品

質。1975年，調任臺灣省教育廳長，任期三年，任內建立高中職校長任期

制，以加強考核，減少學校行政糾紛，讓各校長專心辦學。

民國 67年（1978年）臺灣省政府改組，再度重執教鞭，回任政治大學

教育系主任。1981年出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8月返回

本校擔任教育系教授，翌年起兼任教務長。73年（1984年）6月，出任本

校校長，任內在硬體建設方面，完成體育館、游泳館、地下停車場、文學院

大樓、教育學院大樓、研習中心大樓等多項重大建設；同時，成立文薈廳、

打通男女生宿舍地下通道，以改善學生生活品質。在教學研究方面，成立地

球科學所（系）、資訊系、社會教育研究所、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博士班、英

語及地理研究所博士班、科學教育研究所、理學院圖書館等，致力於提升研

究風氣，落實校園民主，開放學術主管由投票產生。此外，創刊《師大校

訊》，促進校務資訊之傳播。

其強調師大人必須因應時代潮流，致力於人文思想的體認、師道精神

的發揚、專門知能的熟習、專業知能的訓練等四大方向；期許畢業生：「獻

身教育，做為人師，毋忘傳道、授業、解惑；弘揚文化，成就志業，全在博

學、審問、篤行。」民國 83年（1994年）新制師資培育法頒布後，則期勉

師大人除了秉持良心辦教育、加強自身的專業條件外，必須因應現實，努力

開闢財源，向綜合大學方向發展。83年（1993年）轉任第二屆監察委員。

104年（2015年），享年 86歲。主要著作有《特殊教育》、《教育論叢》、《美

國高等教育》等。

校長 呂溪木

生卒年 民國 29 年（1940 年）-

任期 民國 82 年（1993 年）7 月 -88 年（1999 年）7 月

專長 抽象代數、數學教學、教育行政

貢獻 帶領本校轉型、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推動亞太及國際奧林匹亞競賽、研發編

寫國高中數學教材

呂溪木，臺灣省苗栗縣

後龍人。民國48年（1959年）

畢業於臺灣省立新竹高中，

52年（1963年）畢業於本校

數學系，返回母校新竹高中

任教一年。服完預備軍官役

後，任教於私立明志工專。

57年（1968年）秋，獲美國

華盛頓州立大學獎學金，赴

美留學，主修數學，專精抽

象代數理論。61年（1972年）

獲得博士學位後，留校擔任

助理教授一年。62年（1973年）返國，任教於本校數學研究所。

擔任本校數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期間，鑑於中等學校數學教師大多非本

科系畢業，乃辦理暑期四十學分班，招收在職中等學校數學科教師實施碩士

課程之教育，提昇教師之素質。同時，結合各大學數學教授及中學教師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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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國中、高中數學實驗教材，轉移給國立編譯館，成為目前之部訂本。

任教期間，曾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借調，擔任科學教育發展處處長

二年期間與教育部合作，推動大學教授入闈協助高中入學考試命題，以免命

題不當影響教學；同時，開辦高中數學及自然科學資優學生研習營，由教授

親自指導，影響所及，近年來臺灣高中生參加亞太及國際奧林匹亞數學、物

理、化學、資訊等各科競賽，屢獲金、銀、銅牌佳績。

接著，奉派至美國擔任國科會駐北美事務協調會洛杉磯辦事處科學組組

長，從事科技外交工作三年。擔任國科會駐北美事務協調會洛杉磯辦事處科

學組組長期間，配合臺灣成立太空實驗，延攬太空科技人才回國服務；宣揚

科學園區投資環境，鼓勵並促成美國高科技廠商到新竹工業科學園區投資設

廠，加速國內科技產業升級；促進中美科技交流，引進科技人才回服務；聯

繫海外學人，邀請回國作短期服務或講學，促進學術交流。

民國79年（1990年）歸建本校教授兼教務長職務，82年（1993年）7月，

成為本校首任「自選」校長。上任不久，「師範教育法」廢止，「師資培育

法」公布實施，本校面臨師資培育多元化的衝擊。其乃積極因應，帶領學校

轉型，確立加強原有師範教育特色、提升各系學術研究水準、中長程朝綜合

大學發展之目標，使本校保有師資培育優勢，且能轉型為綜合研究型大學。

致力於全面修訂學校組織規程、重整行政單位、重新規劃課程、增設學術單

位等。行政單位增設學術發展處、實習輔導處，將進修部改為進修推廣部；

學術單位增設碩、博士班，尤其是成立華語文教育研究所、圖文傳播學系、

翻譯研究所、大眾傳播研究所、設計研究所、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等與中

學教育無關之系所，增設科技學院、心理與測驗研究發展中心、家庭教育中

心、中小企業創業育成中心等。並推動國際學術交流，積極與國外大學或學

術機構建立學術合作關係，促進本校的國際化及推廣國際聲譽。88年（1999

年）2月榮任第 3屆監察委員，擔任監察委員期間關懷人民權益，接受民眾

陳情案，辦理各種調查、糾彈案件近一百五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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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簡茂發

生卒年 民國 30 年（1941 年）-104 年（2015 年）

任期 民國 88 年（1999 年）8 月 -93 年（2004 年）7 月

專長 教育學、統計學

貢獻 推動師範學校轉型、建立專業特色、拓展國際知名度

簡茂發，嘉義縣梅山鄉

人。民國 42 年（1953 年）

以第一名畢業於梅山國民小

學，民國 48 年（1959 年）

以第一名畢業於臺灣省立嘉

義中學。同年，以第一志願

考上本校教育系，於 52 年

（1963 年）畢業後，留系擔

任助教。54年（1965年）7

月服預備軍官役期滿後，考

取本校教育研究，致力於

教育心理學理論與應用之研

究。57年（1968年）獲得碩士學位。翌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學，前往美

國北科羅拉多大學專攻心理測驗與教育統計學，潛心致志，夙夜匪懈，三年

完成學業，獲得教育心理學博士學位，隨即返國服務，貢獻所學。

民國 62年（1973年 08月，應聘為本校心理學系副教授，講授「心理

與教育測驗」、「高級教育統計學」、「人類行為評量研究」等課程，對教育懷

抱堅強信念，富有專業熱忱。課前必先充分準備，教學深入淺出，條理清

晰，學生反應熱烈，尤以悉心指導研究生撰寫學位論文，深受學生愛戴。教

學之餘，潛心研究著述，撰寫中英文學術論文，發表於心理與教育學術期

刊。

民國 67年（1978年），轉任教育研究所教授，繼續致力於教學、研究

及推廣服務。70年（1981年）至76年（1987年）間，擔任教育研究所所長，

結合師生智慧與心力，發揮敬業樂群的團隊精神，完成多項教育專案研究

計畫，在教育學術研究發展及專業人才培育上績效卓著，廣受教育學界之肯

定。民國 76年（1987年）8月，應聘出任國立臺中師範學院校長，在任六

年間，以校為家，積極致力於帶動校內學術研究風氣，提升國小師資水準。

民國 82年（1993年）8月，回本校臺擔任教務長，84年（1995年）出

任本校首任副校長，88年（1999年）8月，獲選為本校第十任校長。任內

正值師範校院轉型發展的關鍵期，秉持傳承與創新並重、人文與科技兼賅之

理念，揭櫫人性化、民主化、科技化、國際化、卓越化、創新化六大主張，

以發展校務，於提升學術研究、維護師生權益、爭取教育資源、加強行政管

理等方面著力尤深。增設運動與休閒學院，以及資訊工程、光電科技、國際

人力教育與發展、臺灣文化暨語言文學等研究所，使本校更具備多元面向。

民國 93年（2004年）7月校長任期屆滿，轉任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

中心主任，為期六年，發揮測驗與統計專長，強化大學入學考試之試務革

新。此外，以才學卓越，德高望重而受聘擔任政府機關之要職，其較著者有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國科會

人文及社會科學處諮議委員。曾擔任中國測驗學會、中國教育學會、中華民

國比較教育學會、中華民國師範教育學會、中華慧炬佛學會理事長。

其終身為從事學術與教育，為教育測驗及統計領域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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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專家，學術研究成果豐碩，專著有《心理測驗與統計方法》、《當代教育指

標：國際比較觀點》、《教育研究法》、《測驗分數及其意義：分析與應用》、

《啟發多元智能論文集》等，發表學術論文逾百篇，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員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第一屆傑出研究獎、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木鐸獎、美

國北科羅拉多大學傑出校友獎等，學術成就卓越。

校長 黃光彩

生卒年 民國 42 年（1953 年）-

任期 民國 93 年（2004 年）8 月 -94 年（2005 年）4 月

專長 電機工程

貢獻 利用網站加強資訊流通、培養知識服務業的教師

黃光彩，臺灣省彰化縣

人，民國 63 年（1974 年）

畢業於本校數學系後，曾

留校擔任助教，服完兵役

後，67 年（1978 年）負笈

美國，翌年取得美國伊利諾

大學（香檳校區）數學碩

士，71 年（1982 年）取得

麻省理工學院電機工程及電

腦博士學位。進入美國 IBM

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華生

研究院擔任研究員，從事研究工作，表現十分傑出，為 IBM公司創立以知

識管理為主軸的全球服務網，成功協助 IBM公司轉型，成為以解決方案和

服務事業為主的企業體，因而獲拔擢擔任該公司電子商務全球副總經理、顧

問部門知識管理全球服務事業群執行長，為該公司第一位華人最高主管。

民國 88年（1999年），應邀擔任行政院電子商務顧問。89年（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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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創業，擔任太世科電子商務公司總裁。同時，擔任行政院研考會資訊長

顧問、經濟部策略性服務業委員會委員、工業技術研究院知識管理顧問等

職，協助各機關推動產業計畫。91年（2002年），應聘擔任中山大學管理學

院榮譽講座教授。

為了協助本校走上轉型的道路，民國 93年（2004年）參選臺灣師範大

學校長，獲選第 11任校長。治校重點為利用網站加強資訊流通、重視產學

合作、培養知識服務業的教師、教學與研究並重、推動國際交流與學術合作

等；認為應設置跨領域學程，以快速因應社會之需求；並鼓勵學生多參與課

外活動，學習如何和別人團隊合作，養成溝通協調和領導的能力。

同時推動「產學合作」方面，以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等知名學府

為例，鼓勵學生到產業界實習半年，打破過去僅前往中等學校實習的制度，

使學生走出教育界，而對產業界也有所貢獻。推動國際交流與學術合作方

面，與法國里昂高等師範學院締結姊妹校，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簽訂網路教

學合作計畫，與匹茲堡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計畫，以及與國家實驗研究院簽署

「推廣及技術合作合約」等。民國 94年（2005年）4月 20日，因校長資格

疑義問題，而被教育部撤聘，由教務長黃生教授代理校長。

校長 郭義雄

生卒年 民國 30 年（1941 年）-

任期 民國 95 年（2006 年）2 月 -99 年（2010 年）2 月

專長 光電科技、基礎凝態物理

貢獻 增設及調整行政單位、合併僑生大學、推動文化產業及產學合作、加強國際

交流與學術合作

郭義雄，臺北市人。建

國中學畢業後，考上本校物

理系，民國 53 年（1964 年

畢業）。55年（1966年）獲

得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

物理組碩士，前往美國留

學，62年（1973年）獲得紐

約州立大學物理學博士。返

國後，歷任國立交通大學電

子物理系副教授、教授、系

主任、理學院院長、訓導長

等職務，以及教育部科技教

育指導委員會物理科諮詢委員、物理學會會長、光電學會創會常務理事等。

曾獲中山學術著作獎、建國中學傑出校友、國科會學術優等獎等榮譽。學術

及行政資歷完整，是臺灣光電科技與基礎凝態物理實驗研究的播種者。

民國 95年（2006年）2月獲選校長，治校理念承襲本校校訓「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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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樸」，認為應落實「教育即生活」，以培養智德雙全、具誠正勤樸精神

的是大人；提出「古典風華、現代視野」，作為本校發展的重要指標。並以

「行政革新、學術創新」作為工作主軸，致力於增設及調整行政單位，成立

公關室、國際事務處、通識中心，「學術發展處」改為「研究發展處」，「實

習輔導處」改為「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民國 95年（2006年）完成本校與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合併工作，成立

林口校區，設置國際與僑教學院與僑生先修部，分設應用華語學系、東亞文

化暨發展學系、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國際漢學研究

所、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及華語文、外語、人文社會、數理四學科；推動

文化產業及產學合作，成立文化創藝產學中心、藝術史研究所、餐旅管理與

教育研究所，積極與業界產學合作。

同時提升研究風氣，使學術期刊數量及國科會研究計畫大幅成長；加強

國際交流與學術合作，與外國60所大學及機構簽署學術合作協議書；此外，

推動節能減碳的綠色大學、成立下午茶時間及馬上辦中心、大幅提升世界網

路大學排名、推動雙聯學制、規劃建立校友資料庫等。

第二章

師大大師
( 依姓名筆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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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哲學大師 田培林

生卒年 光緒 19 年（1893 年）- 民國 64 年（1975 年）

任期 民國 38-60 年（1949-1971 年）任教於教育學系

專長 教育哲學

貢獻 奠定本校為臺灣教育學研究的重鎮

田培林，字伯蒼，河

南襄城縣人。徐州中學畢業

後，考入民國大學，後轉學

北京大學文科。民國 9 年

（1920 年）從北京大學哲學

系畢業後，最初任教於保定

第一中學，翌年返回河南，

任教於河南省立第一、第二

中學、開封男女師範、法政

專門等校。此一期間，當選

河南省教職員聯合會評議會

主席，倡議並爭取以各縣契

稅作為教育專款，開創延攬學者至河南講學風氣，創辦《少年河南周刊》，

灌輸新知識，啟發新思想，奠立河南省教育事業的基礎。

民國 17年（1928年），又至北平（今北京）國立女子師範大學、北平

大學法商學院、俄文法政專門等校，教授哲學和心理學等科目。24年（1935

年），留學德國，28年（1939年）獲柏林大學哲學博士。返國後，歷任西南

聯大師範學院公民訓育學系教授、同濟大學教授、河南大學校長、西北農學

院院長。34年（1945年）抗戰勝利後，歷任國民參政員、教育部常務次長、

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等職。

民國 38年（1949年）秋隨政府遷臺，應聘為本校教育學系教授，42年

（1953年），出任系主任。43年（1954年），受教育部長張其昀、劉真校長

之託，籌設教育研究所。翌年，本校改制為大學，受聘主持教育學院，旋設

置教育研究所，兼任所主任，於是辭兼教育系系主任，只主持教育學院和教

育研究所兩個單位，積極致力於倡導教育研究和培植教育研究人才，使本校

教育研究所成為臺灣教育學研究的重鎮。58年（1969年）辭兼院長、所主

任二職，每週仍至教育研究所講授「教育與文化」，為其畢生學術之菁華。

民國 60年（1971年）9月，正式退休，仍經常至教育研究所閱讀新出

版的教育及哲學期刊，兼及各種新知。此外，39年（1950年）與朱家驊、

董作賓等人創辦學術性刊物《大陸雜誌》。39年（1950年）中國教育學會

在臺復會，41年（1952年）當選為常務理事，48-59年（1959∼1970年）

擔任理事長，長達 12年，穩健領導該會，致力於推動教育學術研究，建立

良好的聲譽。64年（1975年），因心臟衰竭去世，享年83歲，預立遺囑：「不

開治喪會，不發訃，不公祭，不受賻，不請褒飾。」其耿介之情操，由此可

見。

主要著作有《教育與文化》、《福祿貝爾與孟特里梭的教育學說》、《裴斯

泰洛齊教育學說》、《教育史》等多種。其畢生致力於教育哲學之實踐，思想

重點為文化整體觀、歷史進步的樂觀態度、人生創造的道德義務，以及通觀

的歷史哲學思考方式，曾說：「教育是為『人』的工作，到了忘我無我的境

界，教育者才能與歷史文化合成一體。」顯示其對教育精神內涵的體認境界

十分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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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大師 牟宗三

生卒年 宣統元年（1909 年）- 民國 84 年（1995 年）

任期 民國 39-45 年（1950-1956 年）任教於國文研究所

專長 邏輯學、康德哲學、宋明理學、魏晉玄學

貢獻 新儒家代表

牟宗三，字離中，生於山東省棲霞縣

牟家疃，祖籍湖北省公安縣，在家中排行第

三，父為自耕農，家道小康，經營騾馬店。

民國 16年（1927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

18年（1929年）直升入哲學系，22年（1933

年）從北大哲學系畢業後，先後任教於山東

壽張縣鄉村師範、廣州學海書院、山東鄒平

村治學院、廣西梧州中學、南寧中學、華西

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浙江大學等

校。並主編《再生》，創辦《歷史與文化》，

編輯《理想歷史文化》。

民國 38年（1949年）後，在臺灣、香港兩地講學，先後執教於本校、

東海大學、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等校。於本校開授理則學、哲學概論、先秦

諸子、中國哲學史等課程；同時發起組織「人文友會」，借師院教室聚會，

無分校內外自由參加，使學校與社會合而為一。63年（1974年）退休後，

專任新亞研究所教授；65年（1976年），復應教育部之聘講學於臺灣大學

哲學研究所、本校國文研究所、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校。72年

（1983年）獲頒行政院文化獎，76年（1987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博士

學位。83年（1994年），自新亞研究所退休，返臺定居。84年（1995年）4

月 12日，因器官衰竭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年 86歲。

牟宗三為新儒家代表人物，思想深受中國思想家熊十力的影響，不僅繼

承而且發展了熊十力的哲學思想。認為現代新儒學的任務為「道統之肯定，

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孟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著力於哲學

理論的專研，獨力翻譯康德的三大批判，謀求儒家哲學與康得哲學的融通，

以中國哲學與康德哲學互相詮解，力圖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學」。一生

著作等身，有《牟宗三先生全集》33卷傳世，其中，許多著作被譯成英、

韓、德等文字。畢生致力於弘揚民族文化，為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與世界化作

出巨大的貢獻。 

中研院士余英時盛讚，牟宗三是當代新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其在 20

世紀中國儒學史上劃下了一個清晰的「承先啟後」階段，「承先」方面，繼

承了熊十力所開創的「形上思辯」，不是墨守師說，而是深入西方哲學的堂

奧，融匯中西，再用現代的語言和概念建構自己的系統；「啟後」方面，在

香港和臺灣講學，造就了不少哲學後進。

牟宗三治喪委員會評價稱：「綜觀先生一生，無論講學論道，著書抒

義，莫不念念以光暢中國哲學之傳統、昭蘇民族文化之生命為宗趣。其學思

之精敏，慧識之弘卓，與夫文化意識之綿穆強烈，較之時流之內失宗主而博

雜歧出者，瓊乎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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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畫大師 李石樵

生卒年 明治 41 年（1908 年）- 民國 84 年（1995 年）

任期 民國 52-63 年（1963-1974 年）任教於美術系

專長 西畫

貢獻 為第一位榮獲新文展「無鑑查」資格的臺籍畫家

李石樵，出生於新莊廳貴仔坑區（今新

北市泰山區），父親李本經營米行生意，家

境小康，擁有較其他孩子良好的童年生活與

求學環境。大正 12年（1923年）從山腳公

學校（後易名新莊第二公學校，今泰山國小）

畢業後，考入臺北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受教於石川欽一郎，開啟其一生

永不停止的繪畫旅程。

昭和 4年（1929年）初，在石川欽一郎

協助下赴日，投考東京美術學校未錄取，先

後在川端畫學校、本鄉洋畫研究所、同舟社鑽研畫技。昭和6年（1931年），

順利考取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昭和 8年（1933年）易名油畫科），在學

期間遭遇兄弟病故、父親和妻子病危等家變，一度休學，仍勉力繼續學業。

昭和 10年（1935年）畢業。

昭和 2年（1927年）十九歲時以〈臺北橋〉畫作入選第一回臺灣美術

展覽會（臺展），大受鼓舞。其後，作品每年均入選臺展；昭和 7年（1932

年）起作品參展獲「無鑑查」（免審查）或「特選」之殊榮。昭和 8年（1933

年），以巨幅油畫「林本源庭園」入選帝國美術展覽會（帝展），並獲得「朝

日賞」；翌年再度以作品「畫室內」入選帝展。同年，與陳澄波、廖繼春、

楊三郎等人成立「臺陽美術協會」。由於作品多次獲選帝展（昭和12年（1937

年）改稱「文部省美術展覽會」、簡稱新文展）因此，昭和18年（1943年），

成為第一位榮獲新文展「無鑑查」資格的臺籍畫家，對當時臺灣藝術家產生

不少激勵。

民國 37年（1948年），作品參加省展，並擔任審查員。同年，開設「李

石樵畫室」，一面作畫，一面教授繪畫。52年（1963年），應聘本校藝術學

系（今美術系）副教授，其重思辨的理性畫風及對造形與色彩的探討，不

少第二、三代臺灣優秀藝術家均深受啟發；63年（1974年）退休。此後常

藉赴美探親之便，在美國各地旅遊寫生。77年（1988年），臺北市立美術

館舉辦「沉思、領悟與創作—李石樵的繪畫世界」回顧展，展出其 34-76年

（1935∼1987年）間作品 140幅，並出版專輯。81年（1992年），在臺北市

阿波羅畫廊成立「李石樵美術館」，典藏作品 400幅。並連續 4年舉辦「李

石樵師生美展」。83年（1994年）成立「李石樵美術館基金會」，捐贈其

400幅作品給該會。84年（1995年）7月在美國病逝，享年 87歲。

在藝術創作上，早期風格寫實為主，帶有厚實的雕塑感。民國 40年

（1951年）代前後，受到立體主義的啟示，畫風從寫實轉向多元，強調造形

簡化，並運用反透視的技法，畫面呈現明暗強烈對比。46年（1957年）以

後，受到現代主義狂潮下五月畫會和東方畫會的刺激，遂轉向造形、色彩與

結構的試驗，畫風趨於抽象。60年（1971年）代，赴美探親，創作以人物

群像、風景作為寫生主題，提高主觀的色彩，創造絢麗凝練的畫面。

李石樵認為繪畫反映社會，應該與大眾生活結合才有意義；自律嚴謹，

將畫壇比喻為一場萬米賽跑，在賽場上，其始終是一位堅定的長跑者，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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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問題、解決疑難，追求理想而終生不渝。 地理大師 沙學浚

生卒年 光緒 33 年（1907 年）- 民國 87 年（1998 年）

任期 民國 38-63 年（1949-1974 年）任教於地理學系

專長 區域地理、政治地理、歷史地理

貢獻 奠定本校為臺灣培育中學史地教師的重鎮

沙學浚，字道夷，江蘇

省泰州縣人。民國15年（1926

年）進入南京金陵大學就讀，

後轉入中央大學教育學系，

副修地理學，受教於當代地

理大師張其昀。19年（1930

年）畢業後，任教於上海光

華大學附中。21年（1932年）

9月赴德留學，入來比錫大學

研讀地理，專攻地圖學，至

來比錫地理博物館學習地圖

繪製方法。22年（1933年），

轉入柏林大學，研究地理學，並至德國測量局製圖科學習。25年（1936年），

獲柏林大學地理博士學位，轉往巴黎研究地理和法文，並在法國陸軍測量局

學習製圖，收穫頗豐。

民國 25年（1936年）8月，學成歸國，任教於中山大學地理系，不久，

返回故鄉，擔任江蘇省地政局副局長，並在中央大學兼課。26年（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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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爆發，攜眷直抵重慶，擔任遷至北碚的復旦大學史地系教授兼系主

任。抗日戰爭期間，經常在《大公報》撰寫星期論文，27年（1938年）發

表〈論大學教育之改造〉一文，有識之士頗有同感。29年（1940年），以國

人不重視中學地理為一大隱憂，撰＜中學地理的教材、教具與教法＞一文，

發表於《教育心理研究》月刊，強調更新中學地理教材、教具及教法為當務

之急。

民國 30年（1941年），應恩師張其昀之邀，轉赴貴州遵義之浙江大學

史地系任教，講授中國區域地理、政治地理、地圖學等課程。31年（1942

年）秋，擔任重慶國防研究院研究委員，兼任中央大學史地系教授。抗戰勝

利後，中央大學在南京復校，專任地理系教授，並於 36年（1947年）兼任

訓導長。

民國年 37（1948年）12月，自上海渡海來臺。翌年 5月，擔任臺本校

教務主任兼史地學系主任，任內延攬中國大陸著名史地學者來臺，師資陣容

堅強，使史地學系成為臺灣首屈一指科系。51年（1962年）史地學系分為

歷史、地理二學系，改任地理學系主任。52-61年（1963∼1972年），先後

擔任教務長及文學院院長，並兼任臺灣大學地理學系、革命實踐研究院、中

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教授。

民國 63年（1974年），自本校退休，其長期主持史地學系，培養許多

優秀的史地人才以及中學史地教師，史地學系成為臺灣培育中學史地教師的

重鎮。退休後，移居美國，寄寓紐約，仍不時至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閱讀藏

書。80年（1991年），結褵六十餘載的夫人唐厚蘭逝世，暮年喪偶，深受打

擊，健康日益惡化。86年（1997年），病逝紐約，享年壽 91歲。

畢生研究著重於區域地理、政治地理、歷史地理。其中，政治地理提出

國防地理的新觀點，而被譽為中國政治地理學之理論先驅。主要著作有《中

國地理圖集》、《中國歷史地理》、《怎樣教地理》、《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我

們的國家》、《地理學論文集》、《城市與似城聚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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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生大師 林玉山

生卒年 明治 40 年（1907 年）- 民國 93 年（2004 年）

任期 民國 40-81 年（1951-1992 年）任教於美術系

專長 膠彩畫、水墨畫

貢獻 傳承美術教育、畫作《蓮池》為臺灣近代畫家第一件國寶級作品

林玉山出生臺灣嘉義，本名林英貴，

號雲樵子、諸羅山人、桃城散人，為日治時

期臺灣代表畫家之一，以膠彩畫及水墨畫著

稱，父親為民間畫師兼裱畫師傅，自幼對繪

畫產生興趣。大正 11年（1922年），開始師

學畫家伊阪旭江，在伊阪旭江與嘉義的前輩

西畫家陳澄波鼓勵下，昭和元年（1926年），

前往日本，入學東京川端畫學校習東洋畫，

接受專業美術教育。昭和 2年（1927年）第

1回臺灣美術展覽會時，與郭雪湖、陳進的

作品獲得入選，被稱譽為「臺展三少年」。

昭和 3年（1928年）作品再度入選第 2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同年，與

嘉義、臺南的畫家成立春萌畫會，並先後參加鴨社、墨洋社習畫會、栴檀

社、麗光社等繪畫團體。昭和 5年（1930年）以畫作《蓮池》參加第 4回

臺灣美術展覽會，被評選為特優；昭和 9年（1934年）於《臺灣日日新報》

社舉辦第一次個展。昭和 10年（1935年）再度赴日，在京都習畫兩年，期

間參加名古屋市美展獲入選。昭和 15年（1940年）加入臺陽美術協會；昭

和 16年（1941年）於嘉義開設畫室。戰後，先後執教於嘉義中學、靜修女

中。民國 40年（1951年）8月，應本校藝術學系主任黃君壁之邀，轉入該

系執教。66年（1977年），自本校美術系退休，其後仍兼課至81年（1992年）。

早年以膠彩畫成名，戰後，轉而與中國水墨畫傳統匯流，焠煉出不同於

過去的新風格。民國 58年（1969年）獲中國書畫學會金爵獎，59年（1970

年）獲教育部文化繪畫獎，79年（1990年）獲第15屆國家文藝特別貢獻獎。

其認為學畫最好是「寫生」和「臨摹」雙管齊下，「臨摹」可以探知他

人的創作經驗，而「寫生」認識大自然則對人生或萬物的虛、實有所理解，

可以擴大自己的思想領域。其鼓吹寫生，曾說：「寫生是學畫不可不經過的

一關，也是作畫的基礎。寫生的目的不在工整的寫實，而應寫其生態、生

命，得其神韻。」

其人其畫，無論對臺灣早期的文化發展，或是對美術教育傳承，均有卓

越的貢獻。

民國104年（2015年）5月7日，國立臺灣美術館收藏的林玉山畫作《蓮

池》被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登錄為「中華民國國寶」，為臺灣近代畫家第一件

國寶級作品，也是臺灣第一件創作於20世紀、被指定為國寶的畫作；同時，

是繼 98年（2009年）黃土水的淺浮雕《水牛群像》被指定為國寶之後，第

2件被指定為國寶的近現代藝術品。

值得一提的是，民國 88年（1999年），國立臺灣美術館購藏《蓮池》

的過程中，一度因經費不足，差點和國寶失之交臂。當時，已故藝術家倪

再沁任職國美館館長致力於建構臺灣前輩藝術家作品典藏，有意購藏《蓮

池》，但傳出日本收藏家也有意收購《蓮池》。不料，典藏審議委員針對該

畫作定價上限 1,500萬元，低於售價 1,700萬元，館方乃向外界發起以小額

捐款將《蓮池》留在臺灣的義賣活動。透過臺灣省美術基金會協助募款，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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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美術館則於募款期間展出《蓮池》，林玉山本人也出面相挺，在《蓮池》

複製畫海報上簽名，簽名版 2萬元，一般版 200元，義賣歷時 2個月，最後

募得 300多萬元，終於讓《蓮池》順利留在臺灣。

水彩大師 馬白水

生卒年 宣統元年（1909 年）- 民國 92 年（2003 年）

任職 民國 38-63 年（1949-1974 年）任教於美術系

專長 水彩畫、國畫

貢獻 作育臺灣畫家、奠定臺灣水彩創作基石

馬白水，本名馬士香，私塾取號德馨。民

國 18年（1929年）遼寧省立師範專修科畢業

後，以號為名。37年（1948年）更名馬泉，

復因不習慣單名，拆泉為白水，取象徵泉水活

潑、流動不息。

師範專修科時期分別隨孫雨珊、李子庥、

邱壑習素描、水彩畫、國畫，深受鼓勵和啟

發。民國 18年（1929年）任教於省立東豐新

制師範學校，翌年，轉至高橋省立第四師範學

校。20年（1931年），因「九一八事變」而逃

亡至北平，任教於國立東北中山中學，負責教授美術、音樂課程。對日抗戰

爆發後，隨學校輾轉遷移至後方，沿途邊教學邊乘機寫生。

民國 31年（1942年）因受學潮牽連而被迫辭去教職，專心從事繪畫。

37年（1948年）在上海舉行水彩畫個展，受到畫壇注目；同年，來臺旅行

寫生，在臺北中山堂舉行「馬白水旅行寫生個展」，應本校藝術學系主任莫

大元之邀約至該系演講，頗獲學生好評，而聯名要求主任聘請其至該系教授

水彩，轟動一時。38年（1949年）起任教本校藝術學系，其教學首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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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次重技法演示，最後觀摩互評；故先講構圖與色彩等理論，再親自

示範，待學生完成作品則逐一巡視、予以改正。從靜物、人物、風景逐漸開

展題材，重自然觀察和取捨，自創口訣和圖解。51年（1962年）起常赴國

外旅行寫生，足跡遍及歐、美、亞洲各地，享譽國際畫壇。曾獲全國水彩畫

展金罍獎、教育部文藝獎章、教宗獎章、美國水墨畫協會年展華盛頓金牌獎

等。63年（1974年）自本校退休，次年移居美國紐約。89年（2000年）輕

微中風，翌年轉往佛羅里達州療養，92年（2003年）因心肺衰竭去世。

馬白水一生遷徙流離卻創作不輟，富強烈藝術使命，提倡中西古今融會

貫通，自言一生創作有三程序：描寫形象、表現個性、創造思想。對臺灣水

彩畫的教學與推廣影響深遠，弟子甚多，其中佼佼者概有王哲雄、王秀雄、

白景瑞、李焜培、傅申、席慕蓉、謝里法、羅慧明、劉國松、劉煥獻等，被

稱譽為國內的「水彩導師」，可謂實至名歸。除水彩畫之外，曾研究國畫、

油彩十餘載，運用國畫紙筆，配合西方水彩顏料，將東方筆墨的氣韻精神注

入西方鮮豔色彩的塊面中，創造出融匯中西的新水彩畫，謂之「彩墨畫」。

早期作品畫幅不大，筆觸平實細膩，用色俐落，畫面明亮。民國 39年

（1950年）左右筆法臻於純熟，能捕捉瞬間的浮光掠影。49年（1960年）

開始大量運用主觀的線條和色塊，以毛筆、宣紙與水彩顏料來創作富有墨韻

的水彩畫，受到野獸派補色概念的啟示，畫風正式步入「彩墨畫時期」；59

年（1970年）後進入寫意造境歷程，打破西方線性透視，將寫生的技法轉

化為內心世界的營造，於國畫長卷重新安排物象和比例，達成特殊而動人的

情趣。主要著作有《水彩畫法圖解》、《白水畫選》、《馬白水水彩畫集》等。

史學大師 郭廷以

生卒年 光緒 30 年（1904 年）- 民國 64 年（1975 年）

任期 民國 38-60 年（1949-1971 年）任教於史地系

專長 中國近代史、口述歷史、近代史研究、實證史學

貢獻 奠定中國近代史研究基礎、成立中研院近史所

郭廷以，字量宇，生於河南舞陽縣姜元

店。民國 7年（1918年）入學開封省立第二

中學，9年（1920年）轉學南京高等師範附

屬中學，12年（1923年）保送國立東南大

學（後更名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歷史

系，16年（1927年）畢業。在校曾受業於

柳詒徵、徐養秋、羅家倫等教授，立志以中

國近代史作為研究領域。先後任教於清華大

學、河南大學、中央政治學校等，後回母校

中央大學歷史系，擔任教授兼系主任。38年

（1949年）到臺灣，擔任臺灣大學教授、臺本校史地系教授，教授明清史、

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西交通史等課程。48-51年（1959-1962）年，

出任本校臺文學院院長。

民國 44年（1955年），應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之邀，籌備近代史研

究所。54年（1965年），近代史研究所正式成立，獲聘為首任所長。近代史

研究所成立之初，與外交部、經濟部洽商獲得大批珍貴檔案，編纂完成《海

防檔》、《礦務檔》、《中法越南交涉檔》等史料彙編，並致力於推動口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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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經其親自主訪或校閱文稿者多達 59人。

民國57年（196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44-60年（1955-1971年）間，

盡心規劃中研院近史所方向，對內充實圖書設備，編纂珍貴史料，培養研究

人才。對外爭取資金支援，取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補助，擴大口述歷史訪問

計畫，同時，積極進行國際學術交流，48-51年（1959∼1962年）間與美國

哥倫比亞大學建立合作關係，互換中國重要人物口述訪問紀錄，並將臺灣籍

重要人物納入訪問計畫。

其史學思想有二，一為重視史料，其本身著作，以及所領導的近史所

同仁均十分重視史料之徵集和整理。二為探索中國近代化歷程，其著作展現

「近代化」思維，影響臺灣史學界。其領導下近史所形成以史料著稱的「南

港學派」，影響中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甚鉅。58年（1969年），應夏威夷大學

東西中心之邀，赴美講學，先後在夏威夷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等

校講學研究。60年（1971年），卸任所長職務，離開近代史研究所。64年

（1975年）病逝於紐約聖路加醫院。

滯留美國期間，其雖處境艱困，仍孜孜於研究撰述。一生著作中英文專

書 23種、論文 32篇、短文 19篇，並編纂及校訂史料 70種。較重要的著作

有《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史事日誌》、《太平天國史事日誌》、《太

平天國曆法考訂》、《近代中國史》、《近代中國史綱》、《臺灣史事概說》等。

其畢生致力於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成就卓著，並培植許多失學人才，受

其學風影響而形成學派，堪稱為中國近代史一代宗師。

文壇大師 梁實秋

生卒年 光緒 29 年（1903 年）- 民國 76 年（1987 年）

任期 民國 38-55 年（1949-1966 年）任教於英語學系

專長 英國文學史、翻譯、寫作

貢獻 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華人世界第一位研究莎士比亞

的權威

梁實秋，本名治華，號

均默，字實秋，筆名秋郎、

子佳、程淑等，後以字行，

浙江省錢塘縣人。民國 4 年

（1915年）北京京師公 立第

三小學畢業，同年秋天考入

清華學校。12年（1923年）

8月赴美留學，先後進入科羅

拉多大學、哈佛大學、哥倫

比亞大學深造。

民國 15年（1926年）回

國，曾任教於東南大學（後

改為中央大學、南京大學）、青島大學（後改為國立山東大學）、北京大學等

校，主講英國文學史。致力於提倡新文學，16年（1927年），與胡適、徐志

摩、聞一多等人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並創辦《新月》雜誌。梁氏主張文學

應該正視普遍的人性，當時因一篇評論盧梭的文章，點燃了他與魯迅等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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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文學立場爭論，引發持續數年的論戰。20年 1931年）代，先後擔任

《獨立評論》、《學文月刊》、《自由評論》等雜誌之編輯和撰文，積極參與國

家文化建設。

民國 38年（1949年）來臺代理國立編譯館館長，不久，應劉真校長邀

請，擔任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44年（1955年），本校改制為「臺灣省立師

範大學」，梁實秋擔任文學院院長，55年（1966年）退休。

在本校任教的 17年間，一面教學，一面擔任行政工作。認為各學系的

大一英文特別重要，乃以最好的教授擔任教學，並建立大一英文統一考試制

度。主持系務時，積極延攬優秀師資，英語系名師輩出；並領導英語系同

仁編輯英漢辭典及中學英語教科書，對改進英語教學貢獻良多。此外，創立

「英語教學中心」、「國語教學中心」，培育許多傑出的人才。

梁氏長年持續翻譯、創作不懈，直到 80多歲仍寫作不輟。創作多達 40

餘種，其中，較著者有《罵人的藝術》、《偏見集》、《雅舍小品》、《談徐志

摩》、《槐園夢憶》、《秋室雜文》、《雅舍散文》等，其文風機智廣博，文白夾

雜，亦莊亦諧，收放自如，寓意深遠。《雅舍小品》甚至被公認為當代知性

小品散文的開山祖師。

翻譯工作是梁氏一生中重要的事業，中譯《莎士比亞全集》為空前的盛

舉，民國 19-56年（1930–1967年）持續進行，獨力完成劇 37種、詩 3卷，

共 40本。另選譯近 30種西方文學名著，文體遍及散文、小說、戲劇等，影

響相當深遠。對於學術研究，亦奉獻心力不遺餘力，特別的是自 70歲起以

7年時間撰寫一百萬字的《英國文學史》和一百二十萬字的《英國文學選》

兩大巨著，重史實而不作批評，提供純粹的研究文獻。梁實秋馳騁於文壇五

十餘年，集散文家、翻譯家、評論家、學者、教育家於一身，贏得「文壇的

至聖先師」、「中國新文學的瑰寶」、「國之寶」之美譽。

理化大師 陳可忠

生卒年 光緒 24 年（1898 年）- 民國 58 年（1969 年）

任期 民國 39-51 年（1950-1962 年）任教於理化系

專長 化學

貢獻 參與國立編譯館制定我國科學名詞

陳可忠，福建省閩侯縣臚雷村（今屬福

州市倉山區）人，在兄弟四人中排行最小。

陳家歷代務農，至其父才開始習醫、行醫。

民國 3年（1914年），考入上海南洋中學，

6年（1917年），再考入北京清華學校。9年

（1920年），獲公費資助前往美國留學，13

年（1924年）獲耶魯大學學士學位，次年獲

芝加哥大學碩士學位，15年（（1926年）獲

芝加哥大學化學博士學位。

民國 15年（1926年）9月返國後，應

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教授，積極引進西方近代化學，並善用學會組織，傳承並

深化科學教育成果。13年（1924年）4月，與莊長恭、王箴等留美學生，

發起成立「中華化學會」，翌年 6月 1日，中華化學會在美國正式成立，留

美學生數十人參加，為中國最早的化學團體之一。

民國 21年（1932年）6月，教育部成立國立編譯館，分設自然、人文

兩組，其擔任自然組主任。同年 8月，建議教育部在南京召開全國化學討論

會，討論化學譯名、國防化學與化學課程標準三大問題。翌年 7月，接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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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推動制定詳盡的編訂譯名計畫，成立各學科組譯名委員會，與各學會組

織密切合作，先後完成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 80個學科領域的譯名審定

統一工作，在編訂、統一及推廣譯名上樹立權威。並以化學名詞審查委員會

委員的名義，參與化學譯名的審訂。31年（1942年）該館改組，教育部長

陳立夫兼任館長，其轉任副館長。33-37年（1944∼1948年）再度出任館長，

長期領導編譯館致力於翻譯傳播外國先進科學知識，為發展中國科學知識和

技術奠定良好基礎

民國 37年（1948年）5月臨危受命，短期擔任中山大學校長，穩健

領導該校。翌年 6月辭卸校長職務，前來臺灣。39年（1950年）應劉真校

長之聘，擔任本校理化系系主任。44年（1955年）本校改制為臺灣省立師

範大學後，出任理學院院長，任內將理化系分設為物理系和化學系，50年

（1961年）將博物系易名為生物系。51年（1962年） 辭卸院長一職。當時

本校之教育學院、文學院及理學院，分別由田培林、梁實秋、陳可忠擔任院

長，三人俱為學界一時之選，大大地提升本校的學術聲望。

民國 46年（1957年），清華大學籌備處成立後，應梅貽琦校長之邀，

擔任籌備處主任一職。翌年，清華大學成立後，出任教務長，51年（1962

年）5月梅貽琦校長病逝後，進而代理校長，54年（1965年）真除為校長。

58年（1969年）7月退休。81年（1992年）2月 17日，在美國賓州病逝，

享年 94歲。

綜觀其一生，謹守科學家的本分，並以教育家和編譯館主管的角色實踐

了救國救民的理想。在動盪的世局中，堅守知識分子有為有守的風骨，堪稱

20世紀中國科學家之典範。

油畫膠彩大師 陳慧坤

生卒年 明治 40 年（1907 年）- 民國 100 年（2011 年）

任期 民國 36-66 年（1947-1977 年）任教於藝術學系

專長 油畫、膠彩、水墨、融合中西繪畫媒材

貢獻 作育臺灣藝壇菁英

陳慧坤，字上苑，出生於臺中龍井。父

親雅好文藝，自幼常臨摹清朝康熙年間著名

的《芥子園畫譜》。就讀公學校時受到老師

鼓勵，更加熱愛美術。昭和 2年（1927年）

自臺中一中畢業後前往日本留學，昭和 3年

（1928年）以素描最高分，考取東京美術學

校（今東京藝術大學）師範科正取及油畫科

備取，選擇入學師範科。在學期間，隨田邊

至習石膏素描、人體素描、油畫，分別隨平

田榮二（松堂）、水谷鐵也（佳園）習日本

畫、雕刻。平日除孜孜不倦習畫之外，充分利用機會親睹中西名畫，對其繪

畫創作產生極大的啟發。

民國 20年（1931年），畢業返臺，先後任教於臺中商業學校（今國立

臺中科技大學）、臺中第二高等女學校（今臺中二中），以及臺中第一女中

（今臺中女中）、臺中市立初中等校。民國 36年（1947年）8月，應聘為本

校藝術學系副教授，42年（1953年）升任教授，主要教授素描課程。

民國 40年（1951年）起，受臺灣省教育會委託，編製全省中、小學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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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的教學掛圖，其特地前往日本蒐集美術教育和掛圖之資料作為參考，完

成「色彩掛圖」、「美術工作掛圖」，編寫美勞課本，自設藝苑出版社，出版

掛圖和課本，並主編《國民學校工作美術教授法》，作為國民學校老師教學

之參考；同時，經常在《臺灣教育》雜誌撰寫文章及解答老師們的問題，並

應邀至各地擔任研習會講師或中、小學美術展覽會之評審，辛勤致力於基礎

美術教育，對戰後初期臺灣藝術教育之發展可說貢獻良多。

民國 49年（1960年）利用一年休假赴法進修，參觀美術館，對歐洲近

代美術的演變有了較深刻和系統的理解，並前往西班牙、義大利、比利時、

荷蘭、德國等國旅行寫生。58年（1969年）起，經常利用暑假前往歐洲各

國，一方面進修考察參觀美術館，一方面旅行寫生，擴大其視野，深入研究

歐美各畫派的技法，將其獨到之見解表現在畫作中，先後舉行 7次歐遊作品

展。

民國 66年（1977年）自本校退休，退休後仍經常前往美國、日本、中

國大陸等地旅行寫生，將寰宇美景盡收於彩筆之下。並定期舉行個展，其中

較重要的有「陳慧坤八十回顧展（75年，1986年）」、「陳慧坤八十五回顧展

（80年，1991年）」、「陳慧坤九十回顧展（85年，1996年）」、「大器九五回

顧展（90年，2001年）」、.「百慧藏坤 -陳慧坤一 00回顧展（95年，2006年）」

等。因其美術創作成就卓著，88年（1999年），獲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頒發「文馨獎」；89年（2000年），獲李登輝總統贈授二等景星勳章；91年

（2002年），獲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獎；92年（2003年）獲第七屆「國家

文藝獎」。

陳慧坤畢生從事美術教育及創作自，昭和 4年（1929年）起，其作品

即經常參加臺展、全省美展，且歷任省展、教員展、學生展之籌備委員、評

審委員、評議委員。服務杏壇 40餘年間作育英才無數，其中不乏當今藝壇

大老及中堅分子，例如國家文藝獎得主廖修平、林磐聳等人即是。陳慧坤可

說是臺灣畫家中少數兼擅油畫、膠彩、水墨畫及深入理解東西洋美術思潮的

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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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大師 許常惠

生卒年 民國 18 年（1929 年）-90 年（2001 年）

任期 民國 48-89 年（1959-2000 年）任教於音樂學系

專長 音樂創作、音樂研究、小提琴

貢獻 中國民族音樂研究、臺灣民族音樂研究、民歌採集運動

許常惠，生於彰化郡和

美庄（今彰化縣和美鎮），10

歲時隨兄姐赴日本東京，入

東大原小學校繼續學業。昭

和 15 年（1940 年）隨日本

交響樂團小提琴手松田三郎

學習小提琴，畢業後考入明

治學院附屬中學。

民國 35 年（1946 年）

返臺，在臺中一中繼續完成

高中學業，38年（1949年），

考上本校 \ 音樂系，隨戴粹

倫學習小提琴，隨蕭而化、張錦鴻學習理論作曲。43年（1954年）進入臺

灣省立交響樂團（今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擔任第二小提琴手。同年，通過

自費留學考試，前往法國深造，入學法蘭克音樂學院。45年（1956年）進

入巴黎大學音樂研究所，隨夏野（Jacques Chailley）學習音樂史，隨岳禮維

（Andre Jolivier）學習作曲，課餘又到巴黎高等音樂學院旁聽梅湘（Olivier 

Messiaen）的樂曲分析課程。48年（1958年），取得巴黎大學音樂史高級研

究文憑。

民國 48年（1959年），根據日本女詩人高良留美子詩作《昨自海上來》

創作的女高音獨唱曲，獲得義大利現代音樂學會甄選比賽的入選獎。同年返

國，應聘本校音樂系副教授，致力於創作現代音樂，並研究民族音樂。先後

在國立藝專、中國文化學院、東吳大學、實踐家專音樂系擔任兼任教授。50

年（1961年）起，先後發起組織「製樂小集」、「新樂初奏」、「五人樂會」、

「現代音樂協會」、「中國現代音樂研究會」、「亞洲作曲家聯盟」等音樂團

體，積極提倡現代音樂之創作，以及致力於亞洲民族音樂之研究。

民國 53年（1964年），與史惟亮共同倡導「民歌採集運動」，開始在全

臺從事原住民音樂及漢民族傳統音樂等民俗音樂的調查、採集、整理和研究

工作，蒐集近三千首臺灣山地與平地原住民歌謠，為臺灣民族音樂學研究之

開路先鋒，發掘陳達（民歌）、廖瓊枝（歌仔戲）、李天祿（布袋戲）等多位

民間藝人，並發起頒發薪傳獎項，敦促政府重視民間藝人、民族音樂及技藝

的傳承。

民國 66年（1977年），創立「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蒐集各種民族

音樂資料、舉辦民間樂人音樂會等活動。69年（1980年），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成立音樂研究所，擔任音樂學組主任教授，推動音樂研究。80年（1991

年），擔任音樂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長，陳茂萱、柯芳隆、呂錘寬、張己任等

國內音樂界中堅人才皆是其門生。89年（2000年）自本校退休後，仍擔任

教育部講座教授、國家文藝基金會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90年（2001

年），因不慎跌倒導致腦內出血去世。

許常惠一生獲獎無數，如十大傑出青年「金手獎」、吳三連先生文藝

獎、法國文化部「騎士勳章」、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藝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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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法國榮譽軍團「長官級勳章」、行政院

「文化獎章」、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總統府二等景星勳章等。主要著

作有《現階段臺灣民謠研究》、《民族音樂學導論》、《民族音樂論述稿》、《臺

灣音樂史初稿》、《音樂史論述稿》等。被譽之為臺灣一代音樂宗師。 

國畫大師 黃君璧

生卒年 光緒 24 年（1898 年）- 民國 80 年（1991 年）

任期 民國 38-60 年（1949-1971 年）任教於美術系

專長 國畫寫生

貢獻 與張大千、溥心畬並稱渡海三家

黃君璧，生於廣東省南

海縣，原名韞之，以字行，

又名允瑄，號君翁，晚號米

壽老人，為嶺南派畫家。

7 歲啟蒙入私塾，民國 3 年

（1914 年）入廣東公學，師

事李瑤屏學畫。11年（1922

年），參加廣東省第一屆美術

展覽，獲國畫最優獎。為求

更上一層樓，乃進楚庭美術

院研究西畫。12年（1923年）

任教於廣州培正中學，與盧

振寰等人合組癸亥畫社；15年（1926年）至上海與黃賓虹等人交遊，翌年

任教廣州市美術專科學校，與徐悲鴻相識，切磋畫藝。17年（1928年）兼

任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及江村師範學校美術教師。

民國 18年（1929年）結識張大千，成為知己好友；26年（1937年），

黃君璧應羅家倫之聘，擔任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系教授。30年（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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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及國畫組主任，並被教育部聘為美術教育委員會

委員、全國美術展覽會國畫組審查委員。提倡寫實主義，以自然為師，以自

然景物為寫生對象，任教中央大學 11年間培育了許多英才，創作許多傳世

作品。

在上海期間勤於臨摹宋、元、明、清著名的文人畫，出版《黃君璧仿古

畫集》。對日抗戰期間，巡訪名山大川，完成「嘉陵八景」名畫，並與張大

千、徐悲鴻、傅抱石、謝雉柳等藝壇人士交遊往來，四處寫生，留下不少畫

作。

民國 38年（1949年）冬，由南京經香港至臺北，應劉真校長之聘，擔

任藝術學系（今美術學系）教授兼主任；至民國 60年（1971年）退休，任

教二十餘年。其教學依循歷史文化之傳統，致力於研究結構上的革新，強調

寫生觀念；認為藝術家之品德深刻影響自身藝術境界，立志習畫者，必須培

養高雅之氣質；主張西為中用，心中所欲者皆為我師；作畫須虛心引納，

博採眾家之長，然後才能從心而出，層次豐富，筆墨自然。常應邀至歐美各

地講學、舉辦展覽、示範推廣等，獲得極大的迴響，對國家外交奉獻不遺餘

力。

其水墨畫風揉合中西，擷取西方近景透視及光影明暗效果等寫實技法，

融合濃墨及乾筆側鋒筆法，自創點線交雜畫法，創作以山水作品最為出色，

也最負盛名。其山水畫結構嚴謹，投入主觀取捨與對客觀自然之分析，然後

融合貫通，形塑出個人風格；獨特的「雲水」表現，取山川雲水之生氣，

瀑布奔騰翻湧，聽似有聲；雲海浩蕩，變化無窮，如有風動。整體而言，其

歷經現代國畫的繼承、演變、革新之過程，又通西畫，在西方藝術界被譽為

「中國新古典派」。與張大千、溥心畬並稱渡海三家。

黃君璧一生藝術成就傑出，先後獲頒「中華文藝獎」、「國家文藝特別

獎」、「一等教育文化獎章」等。主要著作有《黃君璧畫集》、《黃君璧書畫

集》、《黃君璧作品選集》等。民國 70年（1981年）將其珍藏唐宋以迄近代

名家書畫 238件出版，印成《白雲堂藏畫》兩巨冊。74年（1985年）捐贈

21件書畫文物給故宮博物院，80年（1991年）9月舉辦「九五回顧展」，並

將 100餘件古墨、古硯、印石等文物，捐贈給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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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學大師 程發軔

生卒年 光緒 20 年（1894 年）- 民國 64 年（1975 年）

任期 民國 38-62 年（1949-1973 年）任教於國文學系

專長 中國古曆推算、地理沿革、經學家

貢獻 推算孔子誕辰由夏正 8 月 27 日為國曆 9 月 28 日

程發軔，字旨雲，湖北省大冶縣東鄉

人。6歲隨兄入私墊，光緒 31年（1905年）

入東鄉第七初級小學，接受新式教育。宣統

元年（1909年）考入縣立高等小學，名列榜

首。民國元年（1912年）考入私立武昌中華

大學，翌年轉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國文

部，後併入史地部就讀。

民國 6年（1917年），自武昌高等師範

學校畢業後，先後任教於江蘇省立第六中

學、南京女中、杭州安定中學、杭州高中。

11年（1933年），出任湖北省立第八中學校長，26年（1937年）調長湖北

省立武昌女子師範學院。抗戰爆發後，學校撤退，旋即改任建始師範學校校

長。28年（1939年）出任湖北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教務處長，歷任湖北

省政府鄂北行署政務處長、漢口市政府秘書長兼財政局長。後來市府改組，

復返教職，專任湖北師範學院教授。

民國 38年（1949年），應劉真校長之聘，擔任國文學系教授兼總務主

任。44年（1955年）本校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獲聘為國文系主任及夜間

部主任。64年（1975年）去世，享壽 82歲。

民國39年（1950年）8月27日，劉真校長邀集全院教職員慶祝孔子誕辰，

程氏於座談會中表示：孔子生於周武靈王庚戌歲（公元前 551年），周正 10

月 27日，換算為夏正（即農曆）8月 27日，因此，以往於夏正 8月 27日

紀念孔子誕辰，但 1934年突然改為國曆 8月 27日為孔誕，1939、1943年

又定孔子誕辰為教師節，當初將夏曆改為國曆，有欠準確，而國曆 8月正值

暑假，師生難以聚合。建議中央政府應按照夏正推算國曆，考訂孔誕，一來

符合曆法，二來便於師生聚會慶祝。經全體贊同，由師範學院呈請教育廳、

教育部、國民黨中央黨部核辦。

中央黨部祕書長張其昀接到建議後，於民國 40年（1951年）邀請有關

單位及天文曆算專家高平子、甲骨文專家董作賓及程發軔，共同商討。高平

子建議仍用夏正，但政府以國曆為準，只有孔誕採夏正，有所不便，於是此

說未經出席人員贊同，擱置不論。

董作賓據《公羊傳》、《穀梁傳》，推算為國曆 10月 3日。程發軔據《世

本》、《史記》，推算國曆為 9月 28日。三人說法不同，當日未有定論。民國

41年（1952年），再度開會商討。高平子認為《穀梁傳》有錯簡（竹簡的次

序前後錯亂），使得董作賓之推算不免發生誤差，而程發軔依《孔氏族譜》

以夏正八月二十七日為孔子誕辰，又用《時憲曆》推算魯襄公二十二年（公

元前 551年）秋分後五日之庚子，為孔子誕辰。用節氣推算國曆，既準確，

又簡捷。最後在全體出席人員一致認同下，遂決定孔子誕辰由夏正八月二十

七日，換算為國曆 9月 28日。

程發軔治學廣博，以訓詁之學釋經，以考證之法治史，而以主敬立誠之

修養實踐程朱之教。可說學承漢儒，行法宋賢，經師人師兼於一身。著作甚

多，民國 58年（1969年），以《春秋左氏傳地名圖考》一書獲教育部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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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著作獎；60年（1971年），以《中俄國界圖考》一書獲中山文化學術獎。

此外，《春秋曆說》、《歷代行政區劃》、《戰國策地名考釋》等書，亦均是關

於中國古曆、地理沿革重要的論著。

書畫大師 溥心畬

生卒年 光緒 22 年（1896 年）- 民國 52 年（1963 年）

任期 民國 28-52 年（1949-1963 年）任教於美術系

專長 書畫、詩詞典籍

貢獻 精通經史和書畫並獲教育部第一屆美術獎

溥心畬，愛新覺羅氏，為清道光皇帝六

子恭親王奕訢次孫、郡王銜貝勒載瀅次子，

生母為側福晉項氏。「溥」為其輩份，光緒

皇帝賜名儒，字心畬，齋號寒玉堂。生於北

京。幼年時，於恭王府學文，培養「琴棋書

畫詩酒花」的美學造詣，性格內向而好學，

光緒皇帝駕崩前夕，與兄受命入宮甄選皇

帝，但未中選。

宣統 3年（1910年），入法政大學（貴

冑法政學堂）。武昌起義後，為避戰亂隱居

宛平縣桑乾河西的馬鞍山（即西山）戒臺寺。埋首苦讀進修，並與戒臺寺的

僧人交遊往來，數年間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學問淵博，精於考證注疏，治學

態度嚴謹。

民國 3年（1914年），遊歷德國，並考入柏林大學，研究天文和生物前

後八年，獲得博士學位。返國後，14年（1925年），整理西山所作詩百餘首，

出版《西山集》，並與滿族畫家組織「松風畫社」。15年（1926年），與張

大千會面於北平。19年（1930年），在北平中山公園舉行首次個展，出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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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山志》10卷。當時，其水墨畫與張大千分峙南北畫壇，而被譽為「南張

北溥」。其水墨畫淺淡而不繁複，工筆中略帶抒放，風格迥異於張氏之大筆

揮灑。其後，「南張北溥」合作許多畫作，兩人之水墨畫橫掃畫壇幾近半世

紀，其代表作「西舟弄笛圖」、「秋山樓閣圖」均藏於上海博物館。23年（1934

年），任教於北平藝專。35年（1946年），與齊白石南下京滬，舉行聯合畫

展。36年（1947年）遊歷杭州，應邀至國立杭州藝專講學。

民國 38年（1949年），遷居至舟山島，再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居臺北市

臨沂街，應聘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學系，亦於自宅開班授徒，並不時應邀

前往韓國、日本、香港等地講學及舉行畫展。43年（1954年），以《寒玉堂

畫論》一書獲教育部第一屆美術獎。46年（1957年），出版《寒玉堂論書畫》。

48年（1959年），在歷史博物館舉行「溥心畬書畫個人展」，翌年，拍攝紀

錄片「溥儒博士書畫」。52年（1963年）初，因鼻咽癌辭世。

其一生專心研究文學藝術，精通經史和書畫。凡山水、人物、花鳥、走

獸無不精擅，山水法「北宗」，筆法師「南宗」。作品處處見古法，卻又別

開蹊徑，自成一格。其作畫筆少而神完，注重線條勾摹，意境淡雅致遠，結

構謹嚴，筆法挺勁。花鳥作品清逸雅靜，筆法偏於柔秀。其主張寫實，不僅

要用心觀察，更要用心思考及深入理解。其臨寫碑帖並不局限於一家，書法

瀟灑秀逸，力主書小字必先習大字。從小即習詩詞典籍，由理學入手而至爾

雅、說文、訓詁，旁涉諸子百家以至詩文古辭，所下功夫既深且精，因此，

畫風呈現出一種高雅潔淨的文人特質，為常人之所不及。晚年曾對弟子說：

「如果有人稱他為畫家，不如稱他為書家；如果稱他為書家，不如稱他為詩

人。」這恐怕不是自負，而是畫家更看重自己的詩心，同時，也說明藝術向

來即是詩、書、畫密不可分的。

西畫大師 廖繼春

生卒年 明治 35 年（1902 年）- 民國 65 年（1976 年）

任期 民國 36-62 年（1947-1973 年）任教於藝術學系

專長 印象派、抽象派西畫

貢獻 樹立臺灣西畫典範

廖繼春，生於臺中豐原。大正7年（1918

年）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

科，大正 11年（1922年）畢業後任教於豐

原公學校。大正 13年（1924年）考取東京

美術學校圖畫師範科前往日本。昭和 2 年

（1927年）3月畢業返臺任教於臺南私立長

老教會中學校和女學校。同年 9月，與陳澄

波、顏水龍、范洪甲、何德來等人組成「赤

陽洋畫會」，昭和 4年（1929年）與「七星

畫壇」（昭和1年成立，1926年）合併組成「赤

島社」。

廖氏早年的泛印象畫風頗受日治時期的各種美術競賽青睞，昭和 2年

（1927年）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以《裸女》作品獲得特選。昭和 3年

（1928年）以「有香蕉樹的庭院」（芭蕉の庭）入選帝國美術展覽會，是第

二位入選的臺灣畫家；昭和6、9年（1931、1934年）又以「有椰子樹的風景」

（椰子のある風景）、「兩個兒童」（子供二人）作品入選帝展；昭和 11年

（1936年），帝國美術展覽會改稱新文展後，作品又有兩次入選。昭和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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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932-1936年）獲聘擔任臺展西洋畫審查員。昭和9年（1934年）11月，

與李石樵、顏水龍、楊三郎等人組成「臺陽美術協會」。

昭和 17年（1942年）擔任臺南第二中學校教師，民國 34年（1945年）

日本戰敗投降，該校接收後改稱臺南第一中學，廖氏擔任教師兼訓導主任，

一度代理校長。不久，轉任省立臺中師範學校美術教師。36年（1947年）8

月，應聘為本校藝術學系（今美術學系）副教授，44年（1955年）升任教授。

廖氏教學開明具包容力，尊重個性表現，鼓勵學生嘗試不同的可能性。

民國 51年（1962 年） 6 月，廖氏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請，前往美國考察

一年，參觀美國各大都市的美術館。透過此次國際性的觀察，調整其繪畫

觀，畫風更加自由奔放，色彩更趨明朗鮮麗。59年（1970 年）獲頒中山文

藝創作獎。62年（1973年），自本校美術學系退休。65年（1976年），因

肺癌去世。

廖氏早年作品習自日本外光派；其後，受法國後印象主義、野獸主義

之影響及美國抽象表現主義之衝擊，畫風改變，愈趨自主、成熟；晚年畫作

融合自抽象以來的主觀具象，不但流露臺灣的鄉土特色，也達到和諧人生與

藝術的圓熟境界，其畫作自在絢麗的色彩迄今仍為臺灣美術界所稱道，贏得

「色彩魔術師」之美譽。

廖繼春是極富眾望與親和力的一位臺灣前輩畫家，在藝術界成就輝煌。

其擅於掌控色彩之能力，使其繪畫作品具有濃重的彩度及明快的節奏之特

色，畫作明朗有深度，歡悅中見抒情。其不僅在戰前即擁有可觀的繪畫資歷

與創作成就，到了晚年仍以常春的創作活力贏得新生代的敬重。其藝術如同

一道七色耀眼的彩虹，超然而壯麗地跨越了新舊時代之間的鴻溝，昂然從戰

前的過去闊步到戰後的現代。

三棲國手 謝天性

生卒年 民國 22 年（1933 年）-96 年（2007 年）

任期 民國 83-87 年（1994-1998 年）任教於體育系

專長 排球、田徑、籃球三棲國手

貢獻 爭取維護我國體育活動國際空間

謝天性，生於高雄楠

梓，從小聰穎過人。父謝基

全為公學校教師，十分重視

子女教育。最初，入學茄萣

公學校，隨父親任職處所異

動，三易其校，民國 34 年

（1945 年）畢業於楠梓國民

學校，順利考上高雄中學初

中部。修畢初中二年，毅然

投考屏東師範學校四年制普

通科。

就讀屏東師範學校期

間，運動才華漸露，尤其專擅籃球、排球、標槍等項目。民國 40年（1951

年），代表屏東縣參加全省排球錦標賽，初試啼聲，勇奪冠軍；師範畢業

後，服務鄉梓一年，即以優異成績考入本校體育學系。在學期間，運動潛能

大為發揮，每遇空堂，即把握時間練習跳高、鉛球、標槍；有時下午放學

後，趕往校外排球隊練習，晚上又參加籃球校隊訓練，甚至利用午休時間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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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棒球及軟式網球校隊集訓。此一期間，鋒芒畢露，先後代表臺北市參加全

省運動會，獲得跳高、標槍、鉛球、排球及籃球冠軍。畢業後三年內，打破

跳高、標槍及鉛球之全國最高紀錄，排球也獲選為國家代表隊，籃球則以國

手身分參加亞洲盃、亞運會、奧運會等國際比賽。

民國 45年（1956年）完成大學學業，獲聘為助教，擔任師院男子排球

校隊教練。同時，多次代表我國參加國際比賽，47年（1958年）參加東京

亞運會，擔任排球國手兼田徑（標槍）國手，49年（1960年）擔任羅馬奧

運會籃球國手，53年（1964年）擔任東京奧運會田徑隊教練、南美洲排球

協會教練委員會主席、國際排總教練委員會委員。

民國 53年（1964年）底，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排球委員會成立，應邀

擔任常務理事及競賽組長，其後，榮膺全國排協總幹事，專心經營排球運動

長達 40餘年，對我國排球運動貢獻至深。59年（1970年），在謝天性不斷

奔走，我國終於在保加利亞的國際排球總會議中，一舉成為排球總會正式會

員國，並領導我國球隊以 3比 0大勝伊朗，取得進軍國際排球賽資格。無奈

國際政治發展瞬息萬變，民國 61年（1972年），我國喪失聯合國會籍，謝

氏奉派遠赴中南美及加勒比海各國，折衝樽俎，維護我國排球會籍。64年

（1975年），應聘擔任委內瑞拉國家教練，並任該國教育學院教席，奉獻該

國排球運動。71年（1982年，）我國再度申請國際排總會籍，謝氏以委內瑞

拉會議代表身分，與我國會議代表在阿根廷首都會合共謀對策，終於獲國際

排總認可，中華民國再度獲得國際活動空間。

謝天性雖長年旅居國外，卻心繫臺灣，民國 83年（1994年），重返本

校任教，至 87年（1998年）榮退。前體委會主委許義雄說：「很多的學生

在謝老師退休時，為他籌募基金，讓其從事喜歡做的工作，沒想到他最喜歡

的還是排球，所以就把同學所捐經費，全部又捐作推展排球之用，可以看出

謝老師一生都願為排球貢獻的熱誠。」

民國 96年（2007年），謝氏因腫瘤去世，享年 75歲。其早年是眾人傾

慕的田徑、排球、籃球三棲國手，被譽為國內運動奇葩。畢生盡全力為國家

排球運動效命，培育俊才無數，為聞名國際體壇的體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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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愛博

丁愛博（ A l b e r t  E . 

Dien），民國 16年（1927年）

出生於美國聖路易斯市，為

本校國語教學中心 46級畢業

的傑出校友，更是國語中心

第一位學生。

過去美國漢學著重在書

面研究，對口語中文相對不

重視，直到民國 45年（1956

年），美國大學教授發現許多

學生，特別是主修中國歷史

的，所受訓練著實不足，一

方面在短期內也不可能到北京研習，一方面則是美國許多大學與政府機構，

需要學有專精的中國研究學者進入職缺。有鑑於此，康乃爾大學展開計畫，

由謝迪克教授（Prof. Harold Shadick）主持，從七所知名大學研究生中，進

行甄選，擇優選出五位送到臺灣學習中文。

此五位學生分別是：丁愛博（Albert  Dien）、石清照（Catherine 

Stevens）、李豪偉（Howard Levy）、賀理查（Richard Howard）與葛麟（Donald 

Gillen）。抵臺後，其先在東海大學就讀一個月，以適應新環境，並在民國

45年（1956年）秋天，正式到師大上課。然而，當時師大並未有相關課程

的規劃，因此英語系主任梁實秋特邀系上幾位國語相當標準的教授，以非正

式開班的方式教授指導。其中，丁愛博的指導教授即盛靜恆與袁乃瑛兩位，

兩位後來也多有卓越的學術成就。丁教授回憶在臺求學，自謙地說：「雖然

無法企及兩位老師的標準，但她們認真的教學態度，也激勵他發憤學習。」

也藉此機緣，催生了本校國語教學中心。初期僅為一個非正式教學單

位，而逐步耕耘發展至今日成就，五十多年來，實已成為世界知名的華語教

學重鎮，每期學員超過 1700名，累積校友更是多達 48000人以上，遍佈世

界各地，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澳洲前總理路克文、英國皇家學院院士麥

大維等皆為校友，政、經、商、學界中各有活耀人士，於此，對中華文化的

傳播，貢獻卓著。

來臺前，丁教授已取得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碩士學位，並註冊就讀博士

班，同時在東亞圖書館擔任參考館員。其在芝加哥大學的啟蒙老師，是知名

的漢學學者。這位教授曾告訴丁教授與其他學生，「聲調不重要，學會口語

中文反而會阻礙對文言文的理解！」因此，丁教授研讀書面中文雖已十年，

在幾乎都是文言文的情況下，卻連一句簡單中文「你好嗎？」也說不出口。

來臺後，丁教授與某位臺灣友人聊天，中文發音被友人的女兒嘲笑，此時他

才驚覺聲調的重要性。旅居臺灣的兩年半，實讓丁教授耳目一新，原先漢學

之於他，不過是枯燥死硬的學術研究，然而實際踏入中文的生活環境，在中

國文化習俗隨處可見的地方，語言文字同時生動起來，他還記得初次看到廣

告《新版二十五史》的招牌時，心中湧起的興奮感，唯有將經驗與研究結

合，才能體會到這門學問在血液中奔騰的悸動，而非空洞浮泛地閱讀。

至民國 53年（1964年），丁教授離開臺灣，擔任史丹福大學的助理教

授。55年 1966年，他接下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教授職位。在民國 57年（1968

年），回到史丹福大學，擔任正教授。他的研究領域著重於六朝時期的中國

歷史，亦授中亞課程，並有多部學術著作出版，在國際漢學界地位崇高，此

外，丁教授在推動中國語文及歷史文化研究上不遺餘力。於民國83年（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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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退休，仍任該校名譽教授，並在民國 98年（2009年）獲頒該校教學卓

越終身成就獎之殊榮。

丁教授說：沒有來臺灣的話，他可能會繼續待在柏克萊的圖書館，或

是甚至離開漢學研究的領域。但來臺灣的研習，為他打開許多機會之門。民

國 49年（1960年）年，他取得夏威夷大學的教職，其中一項職責正是教口

語中文。這項工作進而讓他在 51年（1962年）年，赴臺擔任史丹佛中國研

究中心的主任，並於次年成為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的所長。在任期間，丁教

授開辦語言課程，應用他在師大學習的心得──口語與閱讀課程必須相輔相

成。

這個觀點在今日似乎是常識，但對於丁教授而言，卻是最切身的生命體

會，而且並非所有人都能如此認同，甚至美國某些教授還會要求在臺灣進修

的學生，不要花太多時間提升口語能力，應該專注於研究。丁教授則認為，

那些乖乖聽話的學生，未來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必定會遇到瓶頸。因緣際

會，來臺學習日常中文的五位學生，皆在學成歸國後，盡力於中文研究的精

進發展，並獲得極高的成就，也因其探究中文的學習之旅，開啟了本校國語

教學中心的歷史，以及華語教學的新契機。

丁範鎮

民國 50年代韓籍留學生畢生鑽研中國文學

丁範鎮，國文系 50級校友，是民國

50年（1961年）代韓國少數來臺灣的留

學生，原籍韓國首爾，出身書香門第，家

學淵源，親族中李家源為著名漢學大家，

深受中國文化薰染。 民國 50年（1961年）

年，畢業於本校國文研究所，今年已 79

歲，將邁入耄耋之年，仍精神飽滿，思緒

有致，一甲子的堅持，對中文的熱忱絲毫

不減。丁範鎮現任東洋大學碩座教授，畢

生投入中文學術研究，近年翻譯朝鮮時代

的漢文古典文學，也將杜甫詩譯為韓文，

推動韓國中國文學研究不遺餘力。韓譯本

《史記》、《中國文學史》是他的重要著作。他憶起青年時越洋來臺讀書的日

子，師大為日後的他帶來豐沛無比的學術養分，也影響他展開唐代傳奇研

究。他直說臺北是第二故鄉，至今仍非常懷念。

臺灣人親切熱情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

丁範鎮成均館大學中語中文學科畢業後，到臺灣留學。那是他第一次出

國，民國 48年（1959年）的臺北，道路兩旁種植椰子樹，街上人們騎著三

輪車，當時韓國人多開汽車或騎自行車。臺灣的商家親切熱情，氣候也很舒

適，對他而言都是新鮮有趣的體驗：「出國看見的一切，都跟韓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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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班上有幾位同學與他交情甚篤，其中一位，是曾任教國文系並擔任

文學院長的周何，他與丁範鎮同年考進師大國文研究所，丁範鎮笑說：「同

班同學對我太好了！有的老師口音重，我聽不懂，周何和幾個同學下課都

來指導我。他們對待我，就像對待本國人一樣。」 丁範鎮非常感謝他們的幫

助，對隻身在海外苦讀的他而言，是莫大的支持。他和國文所的同班同學相

處很好，這幾位志同道合的好友，讓他二年多的留學生涯不感孤單。

深受恩師啟發踏上唐代傳奇研究之路

丁範鎮民國 50年（1961年）自本校國文研究所畢業，碩士論文題目是

《唐代傳奇及其影響》，為什麼選擇研究唐傳奇？丁範鎮說，大學時深受系

上老師的啟發，開始對唐傳奇產生興趣，神往於豐富曲折的故事情節。進入

國文研究所後，受業於程發軔、高明老師，時任所長的林尹也鼓勵他鑽研唐

傳奇，並介紹他跟隨李辰冬老師，撰寫唐傳奇的論文。「他指導我寫唐代小

說（的研究），很仔細、很仔細。」李辰冬是他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丁範

鎮感念他對自己的照顧。返韓後，丁範鎮在 63年（1974年）繼續攻讀成均

館大學文學博士，並展開教學生涯，他認為，在師大累積的學問，對他往後

的研究很有助益。

丁範鎮說，其實在韓國的中文系中，古典文學的課程較少，現代語言科

目多，他回到韓國後也開設唐代傳奇課程，期望為韓國的中文研究帶來新視

野、新養分。

校長任期間創造成均館大學校史新頁

丁範鎮於民國 84-88年（1995-1999年）間擔任成均館大學總長（即校

長），是成均館大學的第十六任校長。任職期間，學校面臨嚴重經費問題，

丁範鎮全力說服三星集團，成為成均館大學的財團，大幅改善財務問題。該

校自民國 42年（1953年）年改制為綜合性大學以來，成均館大學一直未成

立醫學院，直到丁範鎮上任，他與三星集團建立良好關係，當時集團也成立

醫院，透過密切合作，86年（1997年），他帶領成均館大學，獲得政府許

可成立了醫學院，將成均館大學推向多元發展。如今，成均館大學設有人文

學院、法學院、藝術學院、工學院和醫學院等 18個學院，發展均衡。丁範

鎮說，前幾天看報紙，看見成均館大學排名韓國第三位，僅次於首爾大學及

KAIST。此外，成均館大學也是 QS世界大學排名中亞洲排名第 21名，他

為此驕傲，很高興看到母校的聲譽提升。民國 89年（2000年），丁範鎮獲

頒「大韓民國青條勤政勳章」，這個獎項的獲獎者，多是部長、私立校長或

政府官員，政府頒發此獎，表揚他對教育界、學術界的貢獻。

勉勵中文系所學生耐心、不輕言放棄

丁範鎮年少時代就潛心中文學術研究，曾著《中國文學史》，翻譯《史

記》和《中國小說史略》等，著作等身，回首來時路，他說：「中國文學的

研究，影響很大，範圍也很大。」如今在韓國研究中文的人，比 50年前多

了許多，執教數十年，桃李滿天下，他的學生中，已有 100多位在韓國當大

學教授，丁範鎮由衷表示欣慰與高興。對有志於中國文學研究的青年學子，

他強調：「一定要忍耐，要有耐心，不輕言放棄，才會成功。」

對師大情感深厚不曾忘懷

在師大國文所念書的時光，至今讓丁範鎮懷念不已，他字字鏗然地說

道：「從留學時到現在，我一小時都沒忘記過我的母校，師大。」他很想念

以前的老師，他說：「臺灣，尤其是師大，我永遠忘不了。」臺北是他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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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鄉，一生無法割捨的牽絆。

丁範鎮非常希望能常回臺灣，但感嘆自己年事已高，健康狀況欠佳，出

國不再容易。他回憶，民國 85年（1996年）獲得國立政治大學名譽文學博

士時，曾回到師大走走，舊地重遊，感觸深刻，他也認為，近年師大發展得

很快速。採訪近三十分鐘，丁範鎮說起母校師大，都滿懷喜悅與思念之情。

20歲那年進入中語中文學科（現中文系），埋首栽進中國文學研究的世界，

至今已逾 60年，丁範鎮秉持耐心與不輕易放棄的堅毅果敢，專注於中文研

究，他謙遜的態度，令人備感親切，溫文和善的嗓音中，猶能聽見他為學專

一的堅定精神。在師大的一千多個日子，帶給他深遠的影響，更在他心中留

下美麗無比的烙印。

資料文獻參考

〈丁範鎮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

http://pr.ntnu.edu.tw/information/index.php?parent_id=661

汪中

汪中，國文學系 41級系

友。字履安，號雨盦，民國

15年（1926年）生於安徽安

慶，以祖籍安徽桐城，桐城

古稱「龍眠」，故其題款或

自署「龍眠汪中」者。幼承

庭訓，敏而好學。民國 38年

（1949年），渡海來臺，初任

職於民本廣播電臺。翌年，

轉學考入本校國文系，並於

畢業後獲聘師範附中（今師

大附中）任教。民國 44 年

（1955年）本校改制為師大，則擔任助教、兼校長室秘書。其後，辭秘書職

回系專任助教，依序升等為講師、副教授、教授。

汪氏學詩首重唐之李白、杜甫，然後上窺詩經、樂府，下探晚唐李商

隱、北宋蘇黃。惟其最愛者，以「陶淵明」莫屬。蓋忻慕陶氏之性格、以及

詩作中的真誠無妄，遂有《雨盦和陶詩．附儒城雜詩》行世。不僅嚮往陶詩

中的適然，汪中教授自身生活也主張自然自在，如魏晉名士，瀟灑從容、不

泥不滯。喜好喝茶，品其閒雅寧靜之味；嗜好飲酒，喜其興會淋漓之趣。身

似行雲流水，心如皓月清風，言談舉止間洋溢著中國傳統文人的典型風範。

故人云：「要知六朝名士，但看雨盦揮翰談詩。」

情性如此，上課亦然。龔鵬程先生曾在文章中，描述一段過去受教於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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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先生時的景況：「汪中先生講詩，講了什麼，我全忘了。但我永遠能感受

到、能在腦海中浮盪起一個個詩的情境。⋯⋯詩人曼聲長哦，墨箋娟美，夜

霧低迷。那一句句的詩語，都不是古人古書上的意象，而就是我們讀詩時親

身體驗的情境。靈魂至此，彷彿正行於魏晉唐宋詩人之園林書案間，應目觸

心，理解即在當下。」可見教授講師往往一語中的、真情逼人，從詩的內在

蘊藉出力量，讓學生得以體悟詩詞背後的真情真境，在傳授古典知識之餘，

也盡力使學生浸淫在肌理當中。除上課講授古典詩作，在民國六十八年，曾

以古典詩詞必須時時創作、相互激勵，乃可日進其功為由，與好友羅尚、陳

欣雄、陳滿銘，門生陳文華、文幸福、沈秋雄、傅武光、蔡雄祥等十餘人，

成立「停雲詩社」，每月聚會一次，提出新作，酬唱一番。

而書法領域汪中教授亦獨樹一格。古人常云：「字如其人。」就汪氏而

言，書法作品中所呈現的雍容敦厚之貌、平和自然之態，清新溫雅之趣、蘊

藉深厚的書卷之氣，即是其性情、為人、德行與學問的自然流露。陳文華曾

言：「喜自書自家詩句，藉詩、書之結合，以抒情言志。」書法之於汪中教

授而言，既是文人遊藝的翰墨遊戲，同時也是淘寫性情的工具。甚至其善於

寫蠅頭細字。昔日寫日記、讀書閱帖喜於眉批札記，如此的日常書寫慣用毛

筆，以至於後來編講義、寫講稿、作書信、錄詩稿等都以細小行書為之，反

而訓練出一首精麗瀟灑，雍容清雅的文字。

民國 99年（2010年）4月 13日病逝於中山醫院，享年八十五歲。家屬

尊其遺願，不事鋪張，不發訃文、不辦公祭，且以回歸自然為循，選擇樹

葬。告別日當天，仍有朋輩門生百餘人聞訊親臨墓園。悠悠杳杳已去之靈，

卻留下了璀璨輝煌的一頁給予後世無限憑弔。

李壬癸

李壬癸，英語系 48 級

系友。出生於宜蘭縣的務農

家庭，家境貧苦，身為最小

兒子的他，共有八個兄弟姐

妹，但卻是家中唯一栽培讀

書的孩子。雖然學童時期經

歷過許多戰爭的世代，使他

沒有學到完整的國小教育，

不過李壬癸沒有辜負眾望，

仍完成初中與高中的學業；

在填寫大學志願時，考慮家

庭因素後決定選取有公費補

助的學校，因此就讀本校英語系。

進入英語系後，發現自己的英語實力有待加強，為了不影響課業的進

度，李壬癸每天奮發向上的精讀英文，補強其不足的能力。他的進步讓林瑜

鏗教授注意到他無限的潛能，並特別提攜這位用功的學生，在林教授「語言

學概論」的啟蒙下，為李壬癸開啟日後語言學研究的道路。大學畢業後，也

持續受到林瑜鏗教授的關心與栽培，因此有到美國密西根大學進修的機會。

民國 52年（1963年），獲得密西根大學英語文學碩士的返臺，受聘於

本校英語系擔任講師，但深怕未來想從事的研究工作會知識不足，於是決定

在服務母校四年後，繼續出國求學。56-62年（1967年∼1973年），至夏威

夷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深造，並取得博士學位，留學期間，一有機會就和教授

001-師大風雲人物.indd   92-93 2016/3/1   22:03:14



師大風雲人物94 學術成就傑出校友 95

一同到太平洋的島嶼上做田野調查，這些各地的奔走，讓李壬癸累積了不少

經驗，也因此奠定其日後研究的基礎。

在夏威夷攻讀博士學位之時，李壬癸遇到了李方桂恩師，李院士鼓勵他

回國從事臺灣南島語言研究，並主動引薦李壬癸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一圓他的夢想，正式地進入研究領域。自民國 59年（1970年）迄今，

數十年來，李壬癸的研究工作從未間斷，其主要的研究是從事語言調查工

作，尤其注重各種臺灣南島語言。

具有研究熱忱的李壬癸，是第一位研究原住民語言的臺灣本土語言學

家，更是全世界對臺灣原住民語言研究最完整的語言學家。擁有在夏威夷田

野調查的經驗與能力，他常常深入偏僻山林的原住民部落，親自採集第一

手語言資料，每次的訪談記錄與當地人生活的點滴，對他來說都是印象深刻

的回憶。多虧李壬癸一步一腳印的造訪各地，且響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呼

籲，致力於搶救多種即將瀕臨消失的語言，也復原了已經滅絕的原住民語

言；並為臺灣目前現存十五種的南島語言，制定了羅馬拼音系統，讓原本沒

有文字的南島語言留下了記錄，更在民國 82年（1993年）受教育部正式公

告使用至今。

除了蒐集語言資料，李壬癸同時也訓練一般學生與原住民族人，鼓勵他

們共同參與原住民語言的研究、原住民語言復育的活動。其累積的研究成果

最為豐碩，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語言研究貢獻最大，無論是國際上研究南島語

言的專家學界、民間團體、原住民本身或政府單位，都公認為李壬癸是最主

要的指標性人物，被譽為「臺灣原住民語言學之父」，絕對實至名歸、當之

無愧。

李壬癸這些年來的多項貢獻，讓原住民逐漸體認到自身地位的特殊性與

重要性，能積極地為保留自己各族群特色付出心力。他也期盼臺灣人民能一

起重視並珍惜本土語言的可貴，因為語言是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母語更是

文化認同最重要的指標。如今，臺灣的南島語言研究已是臺灣重要的學術研

究之一，其涵攝的學科不僅語言學，還包括考古學、人類學、臺灣史、民族

音樂等等，影響甚廣；在經由對語言演變與差異的比較研究，李壬癸是第一

位將臺灣原住民各族群的遷徙，繪製成「臺灣南島民族遷移圖」的學者，語

言學與歷史研究層面的相互交錯發揮，使臺灣南島語言這項研究邁入另一個

新的旅程。

李壬癸不僅在研究工作上有傑出的成就，更不遺餘力地培育語言學領域

的莘莘學子，曾任教於本校英語系講師、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教授、清華

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所長及教授，以及夏威夷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加州柏

克萊大學等等，國外數所大學語言相關學科的教授，目前臺灣從事南島語調

查研究工作的學者也多是出自其門下，桃李滿門。李壬癸至今發表的數十篇

論文期刊，與其對語言研究的執著及熱忱，曾獲頒教育部、國科會、原民會

等部會的多次獎勵，在學術、教育、社會上的卓越貢獻，是臺灣原住民語言

的權威之外，更是享譽國際學術界的南島語言專家。

參考資料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PaulLi/home.jsp#process

http://www.epochtimes.com/b5/6/7/8/n1377995.htm

http://www.ntnu.edu.tw/scr1/216-03-01.htm

http://linguist.tw/db/upload/webdata4/30091104_2005-Paul%20Jen-kuei%20L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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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玉法

身處在巨大歷史變革洪流中

張玉法，史地系 48 級

系友，民國 24年（1935年）

生於山東嶧縣，26年（1937

年）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隔

年被日軍佔領，他就在日本

占領區受到新式教育的啟蒙

直到 34 年（1945 年）八年

抗戰日本退敗撤出。緊接著

是共產黨在他居住的鎮上展

開清算鬥爭，於是張玉法就

此成為上千山東流亡學生一

員。這段流亡輾轉的悲苦經

歷，在《我們生命裡的七七》一書中已由郝柏村、何兆武、齊邦媛、張玉

法、郭岱君⋯⋯等十二位社會、學術、政治上的有成人士共同完整重現。張

玉法的童年每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遇，除了盧溝橋事變，14歲的他又經歷了

澎湖七一三事件。38年（1949年）7月 13日，在澎湖漁翁島等地，澎湖防

衛司令部突然將張玉法在內的山東流亡學生集合，強行徵兵，導致軍方與流

亡師生衝突，當時保護學生的校長張敏之被冤判匪諜罪槍斃，上百師生遭受

牽連，或遇迫害或遇槍決，此及臺灣戒嚴時期著名的七一三事件。張玉法因

當時年紀尚小個頭不高，力氣也不足以被揀選入軍隊，因此得以繼續念書。

赴美進修開啟新眼界

民國 44年（1955年）張玉法就讀本校史地系，「因為歷史可以知古今，

而地理可以知中外，史地系正符合我求知的需要。」53年（1964年）進入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所工作，從整理歷史檔案、調查近代史料做起，晚上則

作研究，這是他做二十世紀中國史研究起始點。59年（1970年）他經由福

特基金的贊助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張玉法回想這段求學經歷，在美

國進修使得他思想大開。「哥倫比亞大學一年半的學習生活，對我的影響很

大。是一種世界觀的改變，突然間思想開闊了。美國非常自由，學術界海闊

天空，絕無政治干擾學術。一時之間也使我想為社會做很多事。」《清季的

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便是他在國外備受激勵後回國打鐵趁熱進行

的研究。

對近代史的研究如注入甘霖

民國 74年（1985年）張玉法兼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在他

任內改善了院士研究環境，不只是內部資源的更新，科技電腦化的推動、建

築物的興建還有鼓勵同仁進修制度。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亞洲研究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皆是張玉法力求學術國際化

下所簽訂的學術合作學校。80年（1991年）自所長職務退任後，隔年當選

為第十九屆院士。他的研究主要著重在史實重建，他對於史實的看法：「史

料散失頗多，不得而見者亦不少。在獲得的史料中，有無意之錯誤、有有意

之造假。重建史實、蒐集史料，需細大不涓；思考問題，需廢寢忘食。」

除研究史實外，旅遊也是他的所愛，因為旅遊所見便是另外一種尋訪史

蹟。與其閉門造車，不如遊歷天下，張玉法走遍美、歐兩大洲和中國大陸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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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區。旅行中所見的山川美景，在歷代中依舊，太平或是亂世都無可動搖，

因此自然也是史跡，也是歷史。用眼睛捕捉，非文字或是言語能完整形容。

對歷史學術的期待

自民國 55-88年（1966-1999年）出版總計 13本歷史研究著作，對於近

代史的學術研究貢獻卓著。尤其是處在解嚴之前的白色恐怖時期，從事近代

史研究在政治上有特殊的敏感性，容易招致人身的安全疑慮。但在這個肅殺

束縛的年代，張玉法卻深信學術研究非政治所能掌控，歷史學必須以客觀獨

立的態度進行實證的研究，他所堅持的這種學術，無疑是在當時沉悶的氣氛

中注入了一股理性求真的清流，因而在解嚴之後，有更多的學者投入近代史

研究，在無罣無礙的學術環境中，各種研究成果不斷被創造、累積，只要言

之成理，持之有故，都是成一家之言的史學論著。可以確定的是，現今的史

學園地，已是獻出百花齊放，萬綠齊發的欣欣向榮景象。

他自勉成為歷史學術界的胡適與蔡元培，堅持學術自由獨立；衷心希

望，從學術到社會各行各業，能有自主發展空間，不受到政治的干涉，而政

府能幫助建立獨立自主的發展條件。除了著作，張玉法發表的論文近百篇，

書評十餘篇，編輯書籍十餘種。他認為：「學歷史的人是進步主義者，而非

保守主義者，許多事物把它放到歷史上看，可能是一點意思也沒有；歷史所

強調的是創新的事物，是真正能給國家社會留下些什麼貢獻的事物。所以歷

史是進步的，比較強調的是突破的、創新的事物，而不是守成的事物。有

人說：我們正在寫歷史。但自己想要寫的歷史，有沒有真正創新、有沒有錯

誤，還得留待將來史家們批判。」

參考資料

〈訪歷史學院士張玉法教授〉

https://www.sinica.edu.tw/as/weekly/85/562/04.txt

〈張玉法 -百度搜尋〉

http://baike.baidu.com/view/887248.htm

〈我們生命裡的七七：從蘆溝橋到中日八年抗戰中國歷史〉

http://shopping.udn.com/mall/cus/cat/Cc1c02.do?dc_cargxuid_0=U00469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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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萱

陳茂萱教授  終生奉獻臺灣音樂教育

陳茂萱，音樂系 49級系友。昭和 11年

（1936年）生於雲林縣北港，畢業於師大音

樂系 49級，從母校畢業後赴奧地利深造，

回國擔任師大音樂系主任，為國家培育音樂

人才及師資，退休後仍緊握教鞭，時時勉勵

後進，並獲得第十七屆國家文藝獎肯定，發

展一系列音樂教材，在樂壇德高望重。他已

年屆杖朝，仍猶念師大對他音樂生涯深遠的

影響。

「師大和我的一生都有關係」，他談到，

當年擊敗兩百多名對手考取師大音樂系，系上強調音樂要融入民族的味道，

深深形塑自己的創作理念，他說，大一在哲學課認識康德、黑格爾，六十多

年後的現在，仍對哲學抱持濃厚興趣。

回憶大學時光，陳茂萱提及，當年他的老師許常惠從法國巴黎大學學成

歸來，自己暑假不回家，特別待在學校等他，「我在教室裡，就聽到破腳踏

車喀拉喀拉的聲音」，他形容，許常惠大大地啟發自己，影響未來作曲方向。

作育英才 名下高徒無數

民國 65年（1976年），經歷奧地利音樂啟蒙、東吳大學教書後，陳茂

萱重回本校，散布音樂教育的種子。他直言，自己是嚴格的老師，教授鋼

琴和作曲，總要求學生每星期寫一本樂譜，至今仍常參加學生的作品發表

會。他強調，「音樂教育是創作教育之一環，是一輩子的事」，以往教音樂

只教欣賞，卻不談創作，但生活中充滿音樂，學音樂是為了激發潛在的創作

能力，國人應發展美感教育，學習觀察、欣賞、創作，找回心中對音樂的熱

情。

陳茂萱說，「音樂教育不是教準，而是教不準」，由於師大學生基礎皆

不差，自己教學時總試圖帶入譜面之外的感動，教導學生感受人性、發揮創

意，因為學音樂的目的在創造，而非評量。因著他對臺灣音樂文化推廣與音

樂教育的積極貢獻，也提倡個人風格來保存音樂型態，使得本土音樂漸受國

人重視。民國 102年（2013年）榮獲第十七屆國家文藝獎，對於陳茂萱在

音樂屆數十年的貢獻是莫大的肯定與殊榮。

融東方風情到西方音樂 奠定國內音樂系統

陳茂萱融合中西音樂元素，發展獨特的中國音樂語法，他提到，臺灣

的音樂必須有自己的東西，不能一昧移植西方特色，所以自己鮮少使用大

調和小調，轉而挑戰民族音樂寫作。「在那個年代，我們走出自己的創作路

線」，當主流音樂不斷創作藝術歌曲，自己便反其道而行，在藝術創作中植

入新觀念，加強音樂表現能力，以五聲音階、七聲調式的語法為基調，雜揉

民歌、哲學思維，力求擺脫傳統束縛。

以五線譜比喻人生 發掘獨特天賦

某次一位記者初次見到陳茂萱教授，他身穿一襲黑西裝，足蹬古式黑皮

鞋，皮革面擦得發亮，嘴角掛著淺笑，雙目炯炯有神，人如其名，教授的音

樂創作層次分明、色彩繽紛，他笑說，人生是上帝給的五線譜，每個小節都

有精采之處和獨特的表現方法。  陳茂萱用五線譜形容人生，譜曲的同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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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在創作音樂，更在音符間學習做人的方法，「每段都有它的精彩、隱憂跟

表現方法」，他笑談，緩步 80年歲月，回顧、整理自己的一生，愈發珍惜上

帝贈與自己的天賦。

高中在長榮中學學習譜曲，到大學接受哲學啟蒙，他說，「一個音符添

下去，象徵對人生的負責」，每個小小音符、標記，都對人生產生深遠影

響，也許稍稍轉換一小節的旋律，便會和他人有所衝突或調和。

他分享，從小對聲音特別敏感，喜歡到酒家聽韓國小姐唱歌、彈奏

樂器，兒時常常跟在樂隊後面，聽他們吹奏的樂曲。「藝術創作不會停下

來」，他表示，音樂是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陪伴自己成長、茁壯，直

到獲得斐然成就。

勉勵後進 望學生開拓新方向

陳茂萱透露，未來將持續音樂工作，整理過去數十年聲樂、管絃樂和室

內樂作品，也許會舉辦一個音樂發表會，回顧重要作品，同時也會統合教育

研究成果，繼續推廣音感教育課程，希望將一生心血傳承給學生，甚至重新

修改，讓作品變得更好。

「師大幾十年來影響我很大，希望現在的學生珍惜師大，永遠做師大

人」，他笑說，自己的兒子也在師大服務，盼自己小小的努力能帶給下一代

更多創作靈感，並勉勵有志投入音樂的學弟妹，時時嘗試新東西，開拓新的

音樂創作手法。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而陳茂萱數十年來在音樂界所培育的學

生們更是桃李滿天下，承陳茂萱教育心志繼續發光發熱。

資料文獻參考

〈公告：狂賀 !! 音樂應用學系陳茂萱教授榮獲國家文藝獎 - 真理大學〉

http://www.au.edu.tw/app/news.php?Sn=3638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 本系簡介 -歷屆主任 :: 陳茂萱主任

http://www.music.ntnu.edu.tw/about_director_00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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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森村

地球物理學家 陳森村

陳森村，物理學系 55級

系友。出生於澎湖離島，從

小到大都未曾補習，高中考

上了澎湖縣第一志願──馬

公高中。刻板印象中，離島

的教育水平、師資均不及本

島，但陳森村卻表示，馬公

高中的師資、資源都不遜於

本島，經過三年努力，他在

大學聯考中考取本校物理學

系。

陳森村第一次離開澎湖

就是到本校就讀物理系的時刻。臺師大的四年生活，是他難以忘懷的時光，

不論課業或社團，都使他的生活多采多姿，陳森村在校成績優秀，當時講授

普通物理的老師，將複雜的公式簡化成最原始的概念，讓課堂學生可以快速

吸收、觸類旁通，令陳森村印象深刻；不僅如此，他還參與物理學系籃球系

隊，當時培養的運動習慣也延續至今，陳森村說，臺師大的老師們都十分優

秀，上課內容雖然是物理學，卻也蘊含了人生大道理。

陳森村形容，求學的每一階段，不論哪一門學科，都會把前一階段的知

識加以整合、從頭複習，古云：「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即便是艱深

的科學領域，也要從最基本的公式著手，就像蓋房子必須打穩根基，才能打

造堅固大廈；臺師大扎實的基礎訓練，為陳森村奠定了深厚的物理基礎，物

理學系畢業後，也考取臺大物理研究所。

甫進入臺大研究所，陳森村就立志攻讀博士學位，民國 59年（1970

年），陳森村獲臺灣大學獎學金，赴美國阿肯薩州立大學（Arkansas 

University）鑽研原子物理，取得博士學位之前，他開始在美國各大科學期

刊發表論文和研究成果，質量皆備，民國 68年（1979年），陳森村取得博

士後，加入全球重量級石油公司艾克森美孚（Exxon Mobil Corporation），擔

任技術研究員，目標朝應用科學邁進。陳森村在公司中，負責改良開採技

術，研發儀器，擔任研究團隊中的技術指導；同時，他開發多項專利，為企

業爭取不少獲利；陳森村期待：「能發揮所長、造福全人類。」

值得一提的是，旅美期間，美國休士頓臺師大校友會在陳森村的生活中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休士頓校友會成立逾 20年，每位成員在專業域發揮所

長，不論是企業、學術、科學、抑或是藝術領域，均有師大人的足跡，陳森

村表示，校友會讓旅居在外的校友們可以聯繫感情、互相照應，即使離家千

萬里，還是有同鄉人的溫暖與鼓勵。

旅美多年，陳森村時常把握機會回家鄉探望家人及分享所學，透過許多

物理學年會，和不少臺灣學者切磋琢磨，他亦曾受臺灣中油公司邀請，至臺

北、臺中等地演講，分享研究成果。

陳森村長期在美國從事地球物理學術研究，為 ExxonMobil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Company 資深地球物理學家，曾在國際性科學雜誌 Physics 

Review與 Geophysics發表數十篇論文，並獲得 13項美國及國際科技專利，

畢生致力於地球物理研究，學術地位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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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佐

鄭天佐，理化系 46 級

系友，昭和 9 年（1934 年）

出生於臺灣臺中，民國 47

年（1958年）自本校理化系

畢業，55 年 1966 年獲得美

國賓州州立大學物理系博士

學位，56-58年（1967-1969

年）從事博士後研究，58-81

年（1969-1992年）於賓州大

學物理系擔任助教授，並獲

選傑出教授。79-82年（1990-

1993年）回到臺灣擔任中央

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82-88年（1993-1999年）擔任該所特聘研

究員兼所長，88-96年（1999-2007年）擔任該所特聘研究員。

鄭天佐為場離子顯微鏡和原子探針的先驅研究開發者，對發展此技術有

傑出和創新性的貢獻。在原子尺度表面物理的研究上，他享有國際聲譽，並

發表論文近三百篇。在原子顯微學和原子、分子動態學等領域，他的研究成

果具有國際權威性，每年論文被引用次數都在兩百次左右。民國81年（1992

年），獲選為第 19屆中央研究院院士。90年（2001年）榮獲本校第一屆傑

出校友。

回顧鄭教授的求學經過，他認為由於父親只上過小學在社會上吃了不少

虧，因此特別重視小孩的教育。鄭教授初中念臺中一中，老師對他的印象兩

極。當時唸到許地山先生的「落花生」一文，因為個子小，好動而調皮，但

成績好，國文老師取綽號為「落花生」。由於體育和操行與課業成績已經分

開，他偶而還能名列前茅。惟不知合作的重要，有次被推選為學術股長負責

壁報，從文章到繪畫全由自己包辦，評審結果排名後座，被導師大罵一頓，

辛勞換來的是失望，該學期操行分數拿了個 68分，這是他一生拿到的唯一

丁等。

工業報國，父親堅持他與弟弟高中上臺中高工，當時他已經到達反叛

年齡，喜歡批評老師什麼都不懂，滿口胡言，因而被校長叫到校長室訓誡了

好多次。他打趣地說，這和阿扁成績好被叫到校長室褒獎一番剛好相反，也

難怪阿扁能當上總統，而他奮鬥了一生也只能當個教授。他憶及當初念高工

時，因為不用擔心聯考，平時功課輕鬆，一下課就往操場跑，除了被導師和

校長罵，操行成績平平外，倒是過了一段活潑愉快的高中生活。

鄭教授高工畢業後被分配到電信局工作，各地來的不少高工畢業生同

事，像寓言中的青蛙急著想跳到樹上，不屈不撓，一試再試，不少人終能考

上大學。他工作兩年後，首試成功，考上第一志願的師大理化系。鄭教授

認為，在師大讀書的期間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日子。離開了父母的管教束縛，

靠公費和家教收入，以獎學金做補貼，生活過得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師大

供給他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而他也一直都認為自我學習才是大學教育的真

諦。他在校時對未來充滿著憧憬，有時自負有時徬徨，但總是找機會發展自

己的興趣和才能。他雖然在物理化學方面能力較強，但在校期間培養出多方

面興趣，溜進工教系素描課，老師以為他常常蹺課，畫得卻比其他同學像

樣，又罵又誇獎一番，但上了兩三次課就開溜了。

鄭教授曾分享他的學習方法是上完課，當天晚上先花點時間複習，搞

清楚當天的功課，嚴格遵守「當天的功課當天做」的原則。考試一到，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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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容易，不用開夜車。自己平時看書培養興趣，不把考試掛在心上。他認

為他上學期間最大的驕傲是一生考試從不作弊，因為古今中外好壞學生都一

樣，很少不作弊的。

當時臺大物理系畢業生全數出國深造，臺大醫院找不到物理技術人員，

要求教育部從師大實習生挑選兩人到放射線科服務，鄭教授被選上，因此和

中學教學絕了緣。他在臺大醫院服務三年，期間當了一年半兵。當完兵申請

到賓州大學物理系當研究生，不久便結婚生子，經濟壓力逼使自己按部就班

上課和研究，四年完成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在論文指導教授極力推薦下繼

續留在母校服務，從此進入清苦的研究和教學生涯，民國 79年（1990年）

毅然回國服務於中研院物理所迄今。

鄭教授如今已自中研院退休，但他仍然記得在母校時的那段快樂日子，

那是在學業和做人上學習成長的日子，他說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他不可能當

選為傑出校友，也很難想像自己會長成哪樣的人。因此，鄭教授常存感恩之

心，回饋母校不遺餘力，曾任本校物理系兼任講座講授，協助指導博士班研

究生，對本校學術發展貢獻良多。回首一生走來的學術之路，鄭教授給後輩

的勉勵是：〝我覺得能源和奈米科技的結合 ,是臺灣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方

向。但是不一定啦 ,你只要做的是 世界上最好的 ,那就是好的發展方向。 我

對年輕人的期待 :是希望年輕人要有創造力 , 有自己的想法 ,然後要很腳踏

實地 ,不要只想作秀。臺灣最大的缺點就是只想作秀。要腳踏實地、 要有理

想、要會自我學習 ,要終身學習 ,更要會獨自思考。〞

參考資料

鄭天佐院士專訪

http://www.psroc.org/xoops/modules/tadnews/download.php?d=1&cpid=138&did=13

2007 年總統科學獎 數理科學組 鄭天佐院士

https://www.most.gov.tw/SciencePrize/2011/pdfCN/2007-2.pdf

中央研究院院士基本資料

http://academicians.sinica.edu.tw/02.php?func=22&_op=?ID:M063&_session=5s2FDjhPRMvaLk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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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善禧

跟隨良師引領  不曾放下筆，只是誠懇地畫

鄭善禧，美術學系 55級

系友。民國 21年（1932年）

生於大陸福建省龍溪縣石碼

鎮。他畢生投入水墨畫和書

法創作，49年（1960年）從

本校美術學系畢業，先後

任教臺中師專和本校美術學

系，繪畫風格質樸、充滿拙

趣，曾獲全省美展國畫組第

一名、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

章和國家文藝獎等。他回憶

在師大求學期間的恩師，除

了滿懷感念，曾云：「有幸生在如此輝煌的年代」，當時師資有的是從大陸

來臺的書畫名家，如溥心畬教授、黃君璧教授，還有臺灣早期的傑出藝術

家，如廖繼春教授、陳慧坤教授、林玉山教授、宗孝忱教授、馬白水教授和

李澤藩教授，陣容幾乎可以寫成一部叢書！」

有了名師前輩，鄭善禧表示，他學到的不僅是各類畫作的表現技巧，也

傳承師長們孜孜不倦的精神，畫筆一拿就超過一甲子，「我從來不知道畫畫

能做什麼，只是不求目的、誠懇地畫著。」鄭善禧回憶，他的許多老師即使

已貴為大學教授，仍去旁聽其他大師的課，努力學習不同專長領域，他們的

背影對同一堂課的學生來說，一直是種「無言的教育」，令他說什麼也不敢

懈怠。

傳古作新的開創精神  創作臺灣風味的中國畫  

鄭善禧發現，臺灣的自然風土與大陸不同，山勢渾圓、終年草木蒼鬱；

山路上沒有身穿道袍的高士，只有一步一腳印、踏實耕作的農民，於是一改

傳統國畫細膩的筆法，用豪勁的筆觸大面積塗抹畫紙，描繪他所領會到的臺

灣山水。這種獨創的「臺灣山」畫法，不僅為水墨界提供一種嶄新視野，更

寄託了鄭善禧對臺灣這塊土地的草根記憶和情感。「我是沒有風格的風格！」

鄭善禧為自己的畫下了註腳。他選擇以畫筆紀錄真實體驗的土地和人情。

「我一直是個乖乖聽話的師範生，規規矩矩地，什麼都學！」鄭善禧笑

說，這或許與別人對他畫作中總充滿「創新」風格的印象不同，他卻認為

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創新常是延續傳統而來。連傳統我都快跟不上了，

何來的反傳統？」無古不成今，他在上課時也常提醒學生，除了實質藝術表

現，更重要的是作品背後所聯繫的土地、家庭和社會等傳統。

意誠心正的畫者  作畫不忘學「做人」

鄭善禧在創作和教學上，亦秉持「重視品德和學問」的精神，與他為師

大所題的校訓「誠、正、勤、樸」四字相仿，帶領一代又一代學生精進自身

修養，並教導他們用藝術表現個人哲學。鄭善禧說，「寫生就是『格物致知』

和『正心誠意』。創作之道也在求學問道，尊德性後正心誠意去思考，會發

現一切都在天理中。」，他畫畫無非是希望「學以致用」，將體會到的儒家處

世之道保留在筆墨和色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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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樹人的使命感  用藝術回饋土地、社會

從大陸到臺灣後，鄭善禧就與「教育」結下不解之緣。他先後自臺南師

專美術科和本校美術系畢業，畢業後即至臺中師專和師大美術系任教，超過

半世紀的「老師」身份，作育英才無數，學生們後來也大都繼承師業，其中

不乏成長為教授、系主任、院長和美術館館長等社會棟樑。

「我只是師大名徒，不是名師！」鄭善禧謙虛表示，自己有幸趕上大師

林立、群星燦爛的年代，前輩們對學生、對繪畫、對教學的那份認真而盡責

的態度，他全看在眼裡，「我只能戰戰兢兢、本本分分地學，希望傳承他們

的『名家精神』，帶著學生繼續往前走。」

鄭善禧沒有一天敢忘記他的使命，六十多年來，他以自己對創作的熱情

為燈，引領無數學子走過時代浪頭並找回初衷。他認為，藝術雖貴在創造、

創新，但唯有先了解創作的歷史淵源，才會清楚自己的定位和能繼續開展的

方向。

創意永遠來自傳統  鼓勵學生多閱讀來追隨大師風範

如何才能把握傳統精神，並加以創新呢？鄭善禧說，雖然大師已逝，

但他們留下的作品卻成為我們追隨的目標，「學生應多利用時間到圖書館、

博物館，閱讀前人畫冊、作品，且不要排斥任何一種風格，中西繪畫都要

學。」他認為，書是最好的學習對象，圖書館裡充滿著「寶藏」，若能善加

利用，將能在閱讀時了解中西名家的藝術標準，同時看見大師們恆久不滅的

藝術家風範。

廖修平

被譽為 “ 臺灣現代版畫

之父 ”的美術系 48級畢業校

友廖修平教授，將其一生的

心力都奉獻給版畫推廣及藝

術教學工作，是臺灣藝術史

重要的創作者之一。廖修平

的藝術哲學，是以象徵的手

法來表現心中的宗教情懷。

他的作品「門的記號」、「四

季之情」、「田園風味」、「木

頭人的禮讚」、「窗與牆的寓

意畫」、「園中雅聚」，及「四

季之敘」、「雅敘」系列，分別代表著廖修平在不同階段人生的經歷、他對創

作的思考及其藝術生命的蛻變。

昭和 11年（1936年），廖修平出生於臺北。童年時在艋舺的生活經驗，

是他豐富的創作養分來源之一。他回憶兒時：「龍山寺裡裡外外，除了數不

清的可口小吃之外，最讓我醉心和百看不厭的，是寺廟門牆之上的雕刻和

畫。其中的故事，包羅萬象，特別是寓教於畫的忠。孝、節、義事跡的敘

繪，儘是些醒世之作。」龍山寺、佛像及廟神，還有宏偉壯觀的廟門，以及

寶藍、赭紅、金箔、銀箔及黃等屬於宗教的顏色，都一一烙印在他的腦海

裡，成為他源源不絕的繪畫素材。

廖修平生長於建築世家，廖氏一家在老太爺廖欽福老先生一手主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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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是全家投入了建築藝術。「家父有八兄弟，他居中；我們九兄弟，我又

居中，算是個龐大的家族⋯父親開始為協志（即大同公司前身）工作，從此

踏入建築事業 !」「如今的總統府即是家父他們那群工程師重建完成的，當

年總統府被日軍轟炸得只剩殘缺的一半，有今日的面貌，他們算是貢獻過心

力。⋯還有協助當時的日本人共同開發日月潭，也是一樁屬於臺灣建築界的

盛事。」「也許是家業的根基太深，我的兄弟也以建築業佔多數，所以父親

看到我沉迷於純藝術的追求，仍然希望我也加入陣營，免得迷畫遭饑。」然

而，廖修平仍然執著於自己的理想，堅持自己的藝術之路，但將父親建築的

藝術理念融入自己的繪畫結構中，成為另一種藝術精神的傳承。

民國 44年（1955年），廖修平進入本校藝術系；回想當年校園生活，

系上堅強的師資陣容最令他驕傲。系主任黃君璧、一年級導師陳慧坤、二年

級孫多慈、三年級袁樞真、四年級廖繼春老師、還有溥心畬、林玉山等大師

坐鎮 ...，加上自己另外跟隨李石樵老師學習，奠定深厚的基礎。美術系 48

級是很特別的一班，在藝文界有「將官班」之稱，除了廖修平之外，同學包

括王秀雄、李焜培、梁秀中、謝里法、傅申、陳瑞康、傅佑武、何清吟 ...日

後都在藝術界、教育界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廖修平回憶，當年同學們多數時

間都很認真投入作畫，李石樵老師看出自己是中規中矩、埋頭苦幹型的學

生，於是勸他要好好用功畫，甚至別人在喝咖啡、休息的時候，還是要一直

認真畫，廖修平聽進老師的話，從此一路堅持到今天，七十歲了，仍然持續

不斷創作。

師大美術系老師對廖修平的一生影響很大。畢業後，他到日本東京教育

大學深造，陳慧坤老師扮演很重要的推手角色。陳老師一直鼓勵他們多出去

看看，但那個時候大家的經濟情況很不好、出國條件又嚴格，老師親自遊說

廖爸爸，終於讓廖修平可以出國。後來廖修平在美國定居，袁樞真老師勸他

回母校教書，寫下至今都還很重要的版畫經典教科書《版畫藝術》，推廣版

畫教育、培育無數版畫人才。

回顧廖修平教授的創作之旅，自本校畢業後到日本進修，後來轉赴法

國藝術學院、版畫十七工作室學習，又在美國邁阿密現代美術館邀請下，舉

家遷往美國，隨後定居紐約，一路「環球世界」，拓展廖教授的視野，也影

響他的文化觀和創作方向。廖教授回顧在法國時候，巴黎藝術學院老師夏士

德（Roger Chastel）提醒，「為什麼不畫自己文化的東西？」，從此他知道自

己文化的寶貴，後來跟隨海特教授（S. W. Hayter）學習版畫，他以從小在住

家附近龍山寺為題材、創作一系列充滿臺灣民間圖騰的作品，贏得很高的評

價，直到最近發展以門神、節慶喜慶為印象的「符號系列」。「不需要模仿

別人，要站在自己的文化根基上，走出自己的特色。」走遍世界各地，廖修

平回頭發現，還是自己生長的地方最美。

民國 62年（1973年），廖修平應本校的邀請，返國客座教課了三年，

把幾十年的海外創作經驗介紹給下一代的學子，也特別寫了一本版畫藝術來

介紹他作版畫的新觀念和拼用版畫的各種技巧。此外，他還鼓勵學生為了創

作要積極學習、積極求問。他說：「想當年為了學習製作版畫，我曾經到印

刷廠求教於油墨工人如何調油彩，學絹印去求教於織染的女工。因為任何事

都有它的專業性、理論和實踐之間是有距離的，自己不懂的去請教親身經歷

的人，總能學些獨門技巧，那些本事，往往是不在書本上和藝術家所願為

的 !」現在廖修平繼續創作、持續參與籌辦許多國際性大賽。此外，廖修平

也積極回饋母校，把過去曾獲得的吳三連獎、國家文藝獎獎金捐給本校美術

學系成立版畫獎學金，未來還計畫要以更多方式提攜後進，協助更多美術學

子走出自己的路。回顧過往的藝術之路，廖修平以堅持二字來評價自己，也

以此來勉勵後進。「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其實都沒有什麼，只是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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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堅持而已。」

參考資料

（臺灣現代版畫先驅 廖修平）

http://ourartnet.com/araarts/arts-P/arts-p001/p001-13/p001-13.htm

（版畫人生 ---廖修平教授藝術創作特展專輯）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exhibitions/liao,shiou-ping/files/ntnu_art_ebooks_003_liao.pdf

蕭泰然

音樂系 52 級畢業校友

蕭泰然，是旅美音樂大師，

集作曲家、鋼琴家、指揮家

於一身，被譽為是「臺灣拉

赫曼尼洛夫─最後的浪漫主

義鋼琴詩人」，他感性地說：

「我能在作曲界有成就，全是

師大 4 年栽培的功勞。」蕭

泰然是高雄人，父親是留日

齒科醫師，母親是留日鋼琴

家。他五歲開始學鋼琴，大

學就讀本校音樂學系，並曾

赴日本武藏野大學深造，很早即展露他鋼琴演奏及作曲的才華。

音樂天分 源自母親

蕭泰然認為自己的音樂天分源自母親，「我媽媽是留日鋼琴家，我還在

她肚子裡時，就開始聽音樂了。日治時代全高雄只有兩臺鋼琴，其中一臺就

在我家，所以會走上音樂這條路，也是環境所致。」回憶大學時期，蕭泰然

說，「讀師大是我的音樂路上，受過最好的音樂教育。」蕭老師最拿手的是

鋼琴，他很感謝李富美、高慈美老師指導，自己也每天苦練至少 5小時，下

課時間幾乎都在琴房。畢業公演時，4位同學唱聲樂，他則演奏鋼琴，當年

流暢的音符在小禮堂飛揚，至今難忘，四年付出終於得到回報，他以全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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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畢業。

許常惠老師 影響了他從鋼琴走向作曲

但他最感謝已故的許常惠老師，影響了他從鋼琴走向作曲，走出不一

樣的人生，他說，當年跟著許老師學習，老師見他沒錢交學費，就義務幫他

上課，是生命中的恩人。吳漪曼老師的德籍丈夫蕭滋先生，在師大指導他作

曲，都令他印象深刻。他人生的高潮是從中年的谷底翻身而起，民國 66年

（1977年），蕭泰然因家庭經濟發生變故不得已避居美國，經營藝品店。

有一天，他在店內彈奏電風琴，三位如「伯樂」般的老太太一語驚醒夢

中人。「年輕人，你這麼有天份，為什麼窩在這裡？」蕭泰然年約 38歲時，

在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分校任教的三名老太太在聽他彈鋼琴後，驚嘆富於

音樂天份的他，為何窩居在藝品店裡？這個當頭棒喝，讓那時開藝品店的

蕭泰然決定重返音樂之路。近50歲時，蕭泰然進入加州大學攻讀作曲碩士，

奠定他「以臺灣民謠的精神為主體，融入西方古典、浪漫、印象及現代音域

的技巧」發展臺灣現代音樂。

民國 76-79年（1987-1990年）間，蕭泰然致力於臺灣民謠賦予國際性

的新生命，先後完成他最膾炙人口的「小提琴協奏曲」、「大提琴協奏曲」與

「鋼琴協奏曲」，引起國際樂壇重視。55歲那年，蕭泰然傾力創作描述 228

事件的「1947序曲」，這是他用一生譜寫對故鄉的深情與愛戀，以使命感的

心情所創作的臺灣音樂史詩，將臺灣民謠幻化出淒美、激昂、莊嚴的時代情

緒，在國際樂壇引起震撼。他曾榮獲第八屆國家文藝獎，及兩屆金曲獎最佳

作曲人獎，並為臺灣寫下「福爾摩沙交響曲」、「玉山頌」、「嘸通嫌臺灣」、

「上美的花」等，都是他的經典之作。蕭泰然感性地說，離開臺灣之後，才

真正開始愛臺灣，而且感受故鄉對他的影響，竟是這麼密切，「我希望不要

老是我們花錢請外國人來臺灣演奏他們的音樂，而是有一天能讓外國人肯定

我們的作品，願意花錢請我們去表演。」他到中年重新開始創作，走向國際

級音樂家之路，晚年深刻體認，「如果只學外國人那套，卻沒有鄉土情懷，

絕對會走不出去，所以他下苦心創作，才能更上一層樓。」

有人初聽蕭泰然的音樂覺得充滿拉赫曼尼諾夫的浪漫，但細細欣賞則包

融了屬於自己民族的情感，和 19世紀的浪漫派音樂不盡相同。雖以西方的

古典樂法作曲，卻因巧妙融入臺灣民謠、早年在臺灣的生活經驗，而充滿臺

灣風味。蕭泰然說，偉大音樂家是九分天才及一分努力，「沒有天分，動作

技巧終究達到極限，無法成為藝術家。我雖然只學過鋼琴和小提琴，但學習

出自手、聲音卻是從頭上來的，我感覺永遠有一個交響樂團在腦海中奏樂，

既然有此天賦旋律，就應該不斷創作。」蕭泰然於民國 98年（2009年）榮

獲第 28屆行政院文化獎，並曾回師大母校參加慶祝音樂會，看到音樂系同

學演奏他創作的音樂，很多師生懇請他繼續創作，感動不已，蕭泰然鼓勵大

家能夠「一起為臺灣、為這片土地多做一點有用的事！」104年（2015年）

2月 25日，蕭泰然病逝洛杉磯家中享年，這位臺灣當代音樂大師的人生交

響詩也從此寫下了休止符了。

參考資料

臺灣音樂群像資料庫 ---蕭泰然

http://musiciantw.ncfta.gov.tw/list.aspx?p=M019&c=&t=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校史館 ---蕭泰然教授特展

http://archives.lib.ntnu.edu.tw/exhibitions/TyzenHsiao/quote1.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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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煌城

喜愛語言 因緣際會投進漢藏語系 

龔煌城，英語學系 46 級系友。昭和 9

年（1934年）出生於雲林縣北港。龔煌城的

一生似乎註定與語言相遇，並且為語言奉獻

投入一輩子。他本身因出生日治時期的緣故

會說日文，民國 46年（1957年）於本校英

語系畢業後，在臺北市立大同中學擔任英語

教師九年。這段期間他研讀了俄文、德文，

開始對於漢語的源頭語系感到好奇興趣。因

此在這條冷僻鮮少有人探尋的語言學途徑

上，龔煌城就此成為踏上研究漢藏語系的旅

人。其後獲傅爾布萊特獎學金赴美進修半年。55年（1966年）獲德國慕尼

黑歌得學院獎學金，赴德留學，進德語師資班。57年（1968年）結業後入

慕尼黑大學繼續深造，攻讀歷史比較語言學，63年（1974年）獲博士學位。

龔煌城曾任德國慕尼黑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講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副研究員、研究員，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涯中，曾於 80-81年

（1991-1992年）任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以

及 85-86年（1996-1997年）任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語言學系訪問

教授。

貢獻偌大 完整建立古漢藏語音韻系統 

龔煌城的研究領域涵蓋漢語上古音、漢藏比較語言學以及西夏語文。擔

任中研院研究員，研究漢藏語系以來，他用著自身精通日語、德語、英語，

能閱讀法文、荷蘭文及俄文，以及少有語言學家能精通的漢語上古音、藏

文、緬甸文、西夏文這些「消失語言」的優勢，利用所學將漢藏語音節進行

比較研究。龔煌城大學時未修習國文系的音韻學，然他靠著自修補足了音韻

學的知識，可說在研究上下足了功夫也樂於充實自己。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的院士李壬癸先生，曾讚美龔煌城雖不是國

文本科系，卻能如此深入，連聲韻學到文字學、訓詁學，皆有深入涉獵，是

第一位將漢藏語有系統進行比較研究的學者。李壬癸同時肯定龔煌城於建立

漢藏語系音韻系統上的貢獻：「⋯⋯古漢藏語的音韻系統終於完全建立起來

了。龔煌城對漢藏比較語言學的貢獻，可以媲美十九世紀（1816-78）幾位

歐洲學者對印歐比較語言學，二十世紀上半德國學者 Otto Dempwolff （1934-

38） 對南島比較語言學的貢獻。更難得的是，他只在短短的二十幾年（1978-

2003）內就完成這樣艱鉅的學術工作，其卓識與毅力，至可欽佩。」建立的

漢藏語系音韻系統完整，受到許多國家例如俄、日、美等語言學學者的肯定

與採用。他不僅整理發展了一套完整的音韻系統，還歸納發現了西夏語新的

音韻現象，突破以往日本、中國、俄國學者觀察到的現象。 

《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以及《漢藏語研究論文集》是龔煌城集古漢語、

漢藏語比較語言學的重要論文集，至今仍是古漢語比較語言學的權威著作。

在四五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龔煌城備受多方殊榮肯定，除了擔任訪問教授，

他曾五度榮獲國科會傑出獎，兩度任國科會特約專家，民國 90年（2001年）

當選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

虛懷若谷 期許師者力行身教

民國 95年（2006年）龔煌城獲頒本校傑出校友，他低調謙虛認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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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言學領域貢獻微薄，對於能受到母校的肯定感到受寵若驚。他回想四年

求學路，受到師長們循循善誘、諄諄教誨，以及校風「誠」純樸務實的影響

下，對他在日後出了社會與人相處，研究方面都有深遠的影響，他謙虛的

表示：「數十年來，自問不是急功近利之人，也不是趨炎附勢，追趕時尚之

人，之所以投身冷門的漢藏語比較與西夏語音韻之研究，完全是依據自己的

性向與志趣而為。研究出來的一些心得，雖對學術有微薄的助益，但較之母

校歷屆傑出校友對國家社會之貢獻，實微不足道。」

一生投入冷門領域，雖常人鮮少注意到漢藏語系比較語言學，然龔煌

城享受孤獨，靠著自身對語言的熱愛，原不寄望為人所懂、也不期望搏得掌

聲。曖曖內含光的個性仍遮掩不住他卓越的貢獻與才華，屢獲國內外學者的

肯定，也為漢藏語系領域的語言學開創突破的發展。一如龔煌城曾經在記者

曹銘宗的專訪中提到：他以前想到「如果印歐語系的各種語言都可以找到源

頭，但漢藏語系為什麼不行呢？」如今龔煌城可說是一步步堅定無畏寂寞地

實現了他最初的想法，也將原本消失的語言重新留下了可以被後人繼續了解

的寶藏。期許母校繼續作育英才，為國家社會培育出更多優秀師資，為教育

注入源源不絕的貢獻。他強調除了傳道授業師之本分之外，也務必要注重並

力行身教重於言教。

資料文獻參考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李壬癸 - 追思龔煌城院士〉

http://www.ling.sinica.edu.tw/hcgong/im/eulogies_d03.htm

〈龔煌城 會講很多消失的語言〉

http://bbs3.nsysu.edu.tw/txtVersion/treasure/sis/M.1053626821.A/M.1054994288.A/M.1054994351.AW.html

〈生平事略 - 追思龔煌城院士 - Academia Sinica〉

http://www.ling.sinica.edu.tw/hcgong/im/biography.htm

〈師大傑出校友〉

http://www.ntnu.edu.tw/alumni/alumni-03/2008found/2006/publish_doas-2006-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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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平

王金平，數學系 54級系

友，民國 30年（1941年）出

生於高雄縣路竹鄉，善於經

商管理的父親加上生活在大

家庭，造就了王金平日後以

和為貴、處事圓融的智慧。

民國 54年（1965）夏天，他

自師大數學系畢業後至彰化

進德中學任教，開始作育英

才，他本以為將長此從事教

書工作，平穩順利過一生。

然而服務期滿後，由於家族

企業的緣故，王金平遵父囑返家學習公司經營，同時擔任公關工作，並代表

公司參加高雄縣工業會。王金平至今回想，他大概注定要參與眾人之事，承

蒙許多業界代表的支持，使他初出茅廬就有幸擔任高雄工業會的創會理事

長，而這是他公而忘家的起點。

師大精神  領航國會

民國 64年（1975），由於原先代表高雄縣的增額立法委員黃銅樹先生不

擬連任，縣內主要政治人物，包括黨部主委、議長、縣長，共同推薦王金平

接替參加第二次的增額立委選舉，在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情況下，他以高票當

選立法委員，從那時起，以迄於今，一共擔任了四十年的立法委員。

王金平進入立法院後在各種經歷上努力學習，期望能為民喉舌，不負眾

望。例如在財政委員會十六年期間，他從諸多資深委員、財金巨擘濟濟一堂

的前輩身上學習議事技巧，以及充實財金決策素養。因而得到同仁的肯定支

持，後來多次榮任該委員會的主席。

民國 79年（1990年）擔任中央政策會副主任委員，這是他實際參與政

黨決策的開始。80年（1991年），資深中央民代全數退職，由增額立委行

使職權，在新舊傳承的時代，王金平出任當時執政的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政

協調工作會主任兼黨團書記長。這是他開始擔任國會領導人的熱身工作，不

只獲得了溝通協調的經驗，更建立了良好的人際關係。82年（1993）競選

第二屆立法院副院長，以高票當選，開始參與領航國會的工作。在他任內，

通過了許多法案，例如：全民健康保險、直轄市自治法、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法⋯⋯等保障了人民權益的法案。儘管他在政途上平步青雲倍受器重，但他

並未偏離當初參選立委進入立法院為民喉舌的心志。因此除了擔任立法院龍

頭的角色，王金平亦樂於參與各方活動，他目前是臺灣癌症基金會董事長、

中華民國義消協會理事長；過去曾先後任高雄工業會理事長、無障礙協會榮

譽理事長、中日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臺灣職棒大聯盟會長、立法委員協會

理事長、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創辦人暨會長。他期望將自身影響力帶給不同

領域的人們，當他們遇到困難時能及時給予協助，自己也從中學習、累積經

驗。

從善如流 古道熱腸

王金平在政壇中享有極高的聲望，不管是執政黨或是在野黨都對他處事

圓融、調和鼎鼐的智慧給予高度的讚賞，他沒有政黨的門戶之見，任何政治

人物相求總是盡力幫助 ; 若有糾紛他事緩則圓，全力調和衝突。因此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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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政黨紛爭時，王金平總能將衝突降到最低，他引領立法院至今，從未在立

法院行使過警察權，降低了朝野的衝突與對立。而他超越黨派，對時事不偏

不倚的評論看法，贏得朝野的信任與肯定，給予王金平「公道伯」的稱號。

回饋母校 不遺餘力

王金平熱心回饋母校，目前擔任全國校友總會理事長，積極串連各地

校友，使校友團結一心。他感念這些年來在選舉時受到師大校友的鼓勵與支

持，師大校友會以及師大學術基金會也給予他為校友服務的機會，可說是無

時無刻都與母校臺師大保持密切的聯繫。而母校對王金平的問政，既是精神

的支柱，更是力量的泉源，王金平相信，發揚母校「誠正勤樸」的精神，必

然可以克服一切艱難險阻，在經國大業上，作出舉足輕重的貢獻。

資料文獻參考

臺灣公道伯王金平 |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jingping.tw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認識立法院 -認識院長

http://www.ly.gov.tw/02_introduce/0202_chief/chiefIntro.action?id=1

個人簡傳 - 立法院

http://www.ly.gov.tw/02_introduce/0202_chief/chiefBiography.action?id=1

影音》 立法院長王金平號召師大成立企業校友聯誼會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133

遠見雜誌 - 前進的動力：王金平：懂得妥協，才是民主政治精神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4735.html

王金平人情、權力、歷史定位｜人物觀點｜即時｜天下雜誌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30570

李淑德

師大半世紀 弦歌共此生

李淑德，音樂系 41 級

系友。民國 18年（1929年）

生於南臺灣的屏東，行醫的

父親多才多藝且酷愛音樂與

藝術，不僅廣泛學習各樣樂

器，更在家裡收藏當時難得

珍貴的中西樂器。李淑德就

在如此耳濡目染的藝術氛圍

之下成長，加上她就讀屏

東女中受到李志傳校長的啟

蒙，就此與音樂繫下了不解

之緣，從小先學鋼琴，後學

小提琴。李淑德個性活潑好動，從小蹦蹦跳跳不喜歡被侷限，上課時的沉悶

使她往往無法專注也對學習失去興趣，常成為家中長輩和老師眼中的頭疼人

物，直到遇見一位「不再逼著她坐在座位上」的日籍老師。老師讓李淑德盡

情在教室外玩耍，直到玩累了，她回到教室才開始專注安靜地學習。這啟發

了日後李淑德帶領學生時，盡情讓學生發揮各自的特色與所長，而非壓抑並

迎合教學者的喜好。李淑德的興趣很廣泛，音樂、體育、美術都很喜歡，因

而她原先考進師大的並不是音樂系，而是美術學系。因為四六學潮的影響，

在時代的劇變下進入新成立的五年制音樂系，銜接二年級課程，跟隨系主任

戴粹倫主修小提琴，成為本校音樂系第一屆的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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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李淑德短暫的擔任省交第一小提琴手，渴想學習更高深的演奏

技巧，因此萌生了出國留學精進的念頭。民國 46年（1957年）航渡到美國

紐約，不久就考上新英格蘭音樂學院。李淑德雖然家境不錯，但父母並不贊

成她出國留學，在沒支援學費及生活費的情況下，她半工半讀，端盤子、打

掃、做帽子、飯店的服務生，樣樣都來；尤其是花四年重修音樂學士，再花

三年修音樂碩士，在美一共七年的時間，學業及生活都相當辛苦，這些艱苦

非決心與毅力是很難堅持的。

走上教職，奔波教學

進入新英格蘭音樂學院之初，教授問李淑德想修演奏還是教學？她心

想：自身當演奏家的條件可能不足，況臺灣尚缺少小提琴的師資，便選擇了

小提琴教學；當她回想，那一段重新學習紮紮實實的基礎訓練，確實對以後

的教學有很好的幫助。返國後翌年，民國 54年（1965年）7月獲本校聘任，

任教於音樂系，她一方面嘗試巡迴演奏，提升音樂欣賞水準；一方面作育英

才，到處挖掘具有音樂潛力的小朋友，依其天份培養人才。又為了使學生免

奔波學琴之苦，她自己開了一臺小廂型車，像宅急便般從北到南，從南到北

開始了巡迴教學。她也致力於兒童樂團的指導，先後指導臺南 3B兒童管弦

樂團、臺中少年兒童管弦樂團、中華兒童管弦樂團、華美青少年管弦樂團、

中華少年管弦樂團、師大附中管弦樂團，並不定期應邀指導各地區或學校樂

團，只要時間允許，懷抱熱情音樂教育心志的李淑德都樂意奉陪，她燃燒自

己，期望培養更多臺灣音樂人才。

時光荏苒，李淑德四十年來無私的付出，欣慰的是臺灣從音樂人才嚴

重不足到如今人才濟濟，甚至有多人躋身國際舞臺。原先展演設施缺乏的情

況，也有了改善。然而對於李淑德仍稍感惋惜的是，藝術精英人才好像變

少了，藝術欣賞人口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她想這是文化界最需要重視的課

題。

一生奉獻，燃燒殆盡亦無悔

在音樂教育理念上，李淑德認為全人教育的培養很重要，她以自身教育

的心得分享帶學生時，體育、美術、團康樣樣都來，依學生的個性、特質，

啟發其潛能，這樣才能造就一流人才。因著李淑德本身活潑好動的個性，她

希望透過全方位的教育來啟發孩子的潛能，讓他們在愉悅且不死板的環境中

成長。但是李淑德也堅持原則，教導學生時也有嚴厲管教的時候，愛之深，

責之切，她在教學上扮演亦師亦友、嚴師卻也有溫柔之情。也許是這種採取

與多數老師教育方式不同的做法，讓李淑德門下的學生、樂團能夠自由發展

學習，卻依然交出亮眼的成績單。李淑德對於音樂教育樂此不疲，雖年事已

高，但是若有人勸她該卸下教職，好好一享天年，李淑德便會不服氣得說她

會一直教直到教不動為止。如同花火燃燒併發光芒，不只照亮夜空，也會將

燁燁光華明耀音樂界的星空。

李淑德表示，能夠得到母校傑出校友獎，是件愉快的事。她願將此獎與

家人、指導過她的師長、同甘共苦的同事、朋友，以及所有教學上支持她的

家長、學生分享，她表示這個榮譽是大家幫助她得到的，感謝大家。

資料文獻參考

榮獲母校第四屆傑出校友獎的李淑德教授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http://www.ntnu.edu.tw/alumni/alumni-07/323/323-011.htm

臺灣小提琴界的教母李淑德 | 民報 Taiwan People News

http://www.peoplenews.tw/news/4b84f0e4-3e71-47ed-8cef-3d6938ba6b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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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音樂改變命運躍身小提琴教母 李淑德

http://www.epochtimes.com/b5/3/3/16/c11447.htm

李淑德臺灣小提琴界的教母

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Li/Li,Stek/brief/Lim,Htiat.htm

李義發

李義發，理化系物理組

50級系友。出生於新北市樹

林區，共有七個弟妹，他身

為家庭中的長子，且對於讀

書相當有天賦，因早年臺灣

社會重視培育工業人才的風

氣，決定學習一技之長以幫

忙維持家計，於是報考就讀

臺北工專化工科。在學校課

程非常扎實的安排下，除了

要閱讀原文教科書，還得到

工廠實習、觀摩，以累積實

作經驗，李義發沒有任何怨言，反而奮發向上的加強實力。

李義發父親原本是家中的經濟支柱，但一次的工作意外中嚴重受傷後，

轉移到這位長子如父的李義發身上，在考慮家中經濟之後，他決心考取有公

費的臺師大理化系。由於原是就讀化工科目的李義發，在工專的所學其實已

能輕易地掌握化學的知識，他卻想爭取進入物理組修課，學習過往未修習的

學問；在對物理是沒有任何基礎之下，開始加強物理學科，雖然是從零開始

學習，但在工專學校時，就勤於進出圖書館自學，花時間研讀各項理論，並

利用時間兼職家教賺取生活費，果然有付出就有收穫，他如願考進臺師大理

化系。然而也是在這個時期，他幸運地認識了現在的夫人。

在本校修課期間，最令李義發印象深刻的事情，非「國音學」莫屬。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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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他對於到了大學還要讀ㄅㄆㄇ的這門國音學科目感到疑惑，並認為是浪

費時間，所以常常翹課，考試成績與學期成績也不盡理想。但後來才發現，

國音學其實是一套實用的學問，讓學生認識發音部位、發音符號、一字多音

等基礎語言知識。這個領悟，讓李義發一改過去的學習態度，開始對每件事

物都盡心盡力，絕不輕視任何一門學問與行業。於臺師大畢業後，李義發考

取了有公費的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畢業後即在清華大學擔任助教與講

師，直到民國 59年（1970年），他辭去教職，全心投入油脂產業。

當時工專畢業的同班同學從事油漆業，同學的油漆工廠需要脂肪酸，

李義發學以致用地開始提煉黃豆油脂肪酸賣給同學；後來因有多家油漆業者

都紛紛向他購買原料，於是漸漸展開自己的一番事業。李義發的公司早期供

應動植物脂肪酸，接續開發皂基、甘油、石蠟等等化學品，使產品線不斷擴

大，這些原料應用在肥皂、護膚保養、印刷油墨、油漆塗料，於日常生活中

可說是無處不在。近幾年，李義發擴展到噴霧造粒工廠，並配合政府生質能

源政策，轉型生產生質柴油，銷往東南亞與大陸等地區，成為全臺最大的生

質柴油供應商。

李義發經營油脂產業，從早期的遠山、東山油脂公司，最終合併為承德

油脂股份有限公司都是秉持著「品質第一，服務至上」的企業精神，滿足客

戶的需求，並重視研究發展，在品質上且要不斷精益求精，讓承德油脂不但

成為業界翹楚，更達成屬於自己夢想中的化工王國，深獲客戶好評。

至今，李義發為了保持競爭優勢，積極與學界保持聯繫，防止被市場

淘汰。從各界產學交流中，提升公司技術、產品品質，並用心栽培員工，經

營 40年公司的李義發，雖是獨資經營，但肩負數十個員工家庭的責任，李

義發以「不進則退」勉勵自己，掌握機會、勤學新知，才讓承德油脂愈做愈

大，成為同類產業中數一數二的佼佼者，給員工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

李義發在就學期間，依靠工專的獎學金過活、本校與清華大學的公費贊

助，在事業有成之後，他從來沒有忘記自身過去的艱辛路程，對於曾就讀或

曾任職的學校，他都樂於奉獻回饋。民國 100年（2011年），李義發慷慨地

捐出了 500 萬元的還願助學金予本校，並允諾往後繼續捐助。還願助學金旨

在幫助無力負擔註冊費、生活費等費用的在學學生，使他們能心無旁騖地專

心向學。

李義發希望母校能繼續培育出有韌性的學生，將來面對生活難關，不僅

能夠正面迎戰，更要能建立良好價值觀。同時勉勵學生，不論將來從事的工

作與過去所習學科有無相關之處，或與興趣契合與否，最重要的是，都不該

敷衍了事，否則就是在浪費時間。各行各業都有它的一套做事學問，帶著積

極的態度全力以赴，即使遇到挫折，就從失敗中學習經驗、記取教訓，就能

學到箇中菁華，「不去努力，就永遠沒有成功的機會」，而與人相處亦是門

學問，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在職場上才能無往不利。李義發也期待有更多校

友一起支持還願助學金，讓飲水思源的傳統，一代接一代，幫助更多學子專

心向學，為國家造育棟樑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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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熾

何謂熾，社會教育學系

48級系友。民國 49年（1960

年），何謂熾於本校社會教

育學系畢業後，即返回香港

與其兄何謂培先生一同從事

建築產業。在當時的香港，

食、衣、住、行四大民生需

要中，最重要的就是「住」

的問題，由於當時的人口數

量已經超過四百萬人，而且

仍持續快速的成長，人口明

顯已愈趨飽和，對香港政治

投資深具信心的何謂熾，神準的投資眼光造就了屬於他的房地產王國。多年

努力的奮鬥，他所從事的地產、建築業和金融業務皆發展神速，儼然成為地

產與金融業巨子、金融地產界的翹楚。

民國 76年（1987年），何謂熾移民加拿大，由於對周遭生活的觀察細

心，看見平凡中的不凡，加上其堅毅與魄力，因而成就了另一番的事業。在

加拿大的何謂熾，發現當地原住民不看重魷魚漁獲，甚至用以餵狗，何謂熾

靈機一動，以四毛低價大批收購魷魚，運回香港販賣獲利，更擬加工製成魚

丸輸出。

何謂熾因此與加拿大經濟部長接洽貸款，提出全面收購漁獲，以當地人

力加工生產食品的計劃。姐果部長欣然同意，除贊助了三十萬元，另貸予二

十五萬元，年息三釐，允諾若虧本三年，所有貸款不用償還。加拿大經濟部

長之所以願意大力支持，實因何謂熾的構思，可增加當地工作機會，有助解

決民生問題，食品加工產業可與當地形成互利共生的關係。爾後，何謂熾更

拓展到廣東淡水設廠，生產海產食品，其中日本蟹鯦，是主要食品生產項目

之一，從產地直運臺灣，聯繫了海峽兩岸的民生活動，業務更蒸蒸日上，遠

及日本、荷蘭、紐西蘭、澳洲等地，他的洞見先機，成就了這份新的事業。

何謂熾幾十年來如一日，每天清晨四點起床後，即全心全意、實實在在

地投身業務中，他的認真努力，是各項事業得以蓬勃發展的最大基礎。他表

示，知道自己不擅言辭，但喜歡動手做，剛起步時雖然財力不足，不過他願

意對任何一切都付出十二分心力！

何謂熾在事業卓然有成，享譽海內外之際，仍不忘母校教導之恩。他感

念當年接受獎學金幫助，飲流懷源，屢次捐贈獎學金，為後學送暖。何謂熾

回饋母校建設，除積極提攜後進不遺餘力外，民國 50年（1961年），他與

香港校友一同成立師大香港校友會，是本校歷史最悠久的海外校友會，以團

結校友，傳承師大精神為宗旨；100年（2011年），在香港校友會「五十週

年慶祝大會」上，何謂熾更是積極響應企業校友們一同捐款建設母校。

民國 98年（2009年），本校前校長郭義雄與校友立法院院長王金平發

起「十萬燈火十萬心」之點亮心燈計劃，何謂熾也立即響應支持，託港友會

轉寄支票給郭校長，再轉給相關機構，足見何謂熾對於公益的積極行動力。

除了在工商業有卓越表現外，仍不忘履行企業責任，更長年熱衷於慈善

公益事業，關懷弱勢族群，回饋社會，為善不欲人知。博愛醫院是香港新界

區最大的慈善團體，何謂熾擔任總理，為香港僑生出任慈善社團首長的第一

人；他也曾長期為中山圖書館資助大筆建設經費，又長期捐資助學，讓獎助

學金直接送達到受益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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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熾對於社會急難救助與公益活動也都以實際行動響應與支持，尤其

特別嚴重的洪水災害或四川大地震，他都適時地伸出援手，幫助災民重建家

園；更親力親為至偏鄉山區為居民送米與糧食；捐建老人院或老人公寓，每

年舉辦兩次敬老千人宴，在維護老人的社會福利上，不遺餘力，可謂福澤廣

被。而關於名銜，則一概婉謝，更凸顯了其為「善不落人後，卻不欲人知」

的胸懷。

何謂熾從母校校訓「勤、正、誠、樸」中，悟出做人的最根本道理。「守

時、守信」四字箴言即是他人生座右銘，待人處事的不二法門，他也以這四

字箴言勉勵師大的學弟妹們，恪守為人最根本的道理，才能讓未來的路走得

更長更遠。他期望臺師大會越來越好，在「勤、正、誠、樸」的優良傳統

下，可以培育出更多優秀人才！

席慕蓉

草原血脈

席慕蓉，藝術系 52 級

系友，蒙古本名穆倫．席連

勃，慕蓉便是穆倫蒙古語的

發音。民國 32年（1943年）

生於中國四川。因為戰亂，

舉家於 38 年（1949 年）來

到香港，民國 43 年（1954

年）遷至臺灣，考入中山女

高（北二女）就讀初中二年

級。外婆是擅長騎射的蒙古

公主，然蒙古對席慕蓉來說

卻是一塊只從外婆口中聽聞

的樂土，因此席慕蓉血脈中流著驍勇騎射的奔騰，對於蒙古有濃濃的鄉愁與

牽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系 52級（今美術學系）畢業之後，她赴比

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繼續修習，專攻油畫，55年（1966年）以第一

名優異成績畢業。學成歸國後，席慕蓉在新竹師範大學美勞教育系任教，一

邊繼續創作。

未駕騎射卻手執文筆的女豪

席慕蓉不只擅長繪畫，她為人知且大家幾乎都能朗朗上口的，則是她的

詩詞。「我知道這世界不是絕對的好 我也知道他有離別 / 有衰老 / 然而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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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的機會 / 上主啊 / 請俯聽我的祈禱 / 請給我一個長長的夏季 / 給我一段

無瑕的回憶 / 給我一顆溫柔的心 / 給我一份潔白的戀情 / 我只能來這世上一

次 / 所以 /  請再給我一個美麗的名字 / 好讓他能在夜裏呼喚我 / 在奔馳的歲

月裡 / 永遠記得我們曾經相愛的事」。此詩〈祈禱詞〉節錄自席慕蓉的《七

里香》。細膩的筆觸作成的詩，詞藻流暢而秀麗，抒情輕快。以清新婉麗為

讀者所樂陶，詩風總營造出具夢幻情調的優美。他的作品不僅深受當時讀者

喜愛與擁護，資深作家蕭蕭也對席慕蓉給予肯定，他曾說：「席慕蓉的詩是

她自己擬設的世界，不會有炎夏酷冬，不會有狂風驟雨，就像她插畫裡飄揚

的髮絲，柔和的女體，還有那不盡的細點彷彿不盡的心意。」

民國70年（ 1981年）她首度出版了《七里香》一書，創下臺灣詩壇「一

年內再版七次」的紀錄。之後陸續出版的《無怨的青春》、《時光九篇》⋯⋯

等書也都在文壇颳起旋風。席慕蓉的詩風從早期的溫柔婉約，隨著 78年

（1989年）回到故土，赫然發現原來她早在夢中來過原鄉，那光那樹那土，

都曾在她筆下躍然出現，原鄉記憶早已默默在血液中流竄，守護著她。那次

回到蒙古，成為她自此寫作風格的轉變，她自認為從那之後，她不再是活在

父母的鄉愁之下，而是活在自己的鄉愁裡。鄉愁使它轉變風格成沉穩內斂，

詩境遼闊，彷彿呼喚著她廣漠草原的血脈。她寫詩，不只為鄉愁，也是害怕

游牧文化的消失，因此她的寫作從此有了使命感，她不拿弓保衛家園，而是

以溫柔文筆捍衛血緣裡的家鄉。

難能可貴在臺師大名師門下修習

當席慕蓉自述自己與母校的連結時，她回憶起民國 92年（2003年）在

吉隆坡，大學同班同學王開治的家中，她與師大校友一起觀看幾年前去紐約

時為馬白水老所作的訪問錄影。雖然馬老師在 92年（2003年）初仙逝，但

是，在錄影帶裡的老師那時精神依舊健朗，那神情和語氣，席慕蓉想起來幾

乎和當年上水彩課時的模樣沒什麼差別。席慕蓉說她們是極為幸運的一班，

陳慧坤老師教素描，馬白水和李澤藩老師教水彩，油畫課是廖繼春和李石樵

老師，國畫課是林玉山、吳詠香、黃君璧、孫家勤、張德文以及溥心畬等多

位名師，還有莫大之老師帶她們去畢業旅行，那四年，真是學習生涯裡受益

匪淺的四年啊！能夠親炙這麼多位臺灣美術史上大師的教誨，這是難以想

像的福份。

與昔日同學重逢 時間彷彿沒有留下痕跡

席慕蓉對於同在美術系修習的同學，也有一番感觸：「當同學的時候，

我們或許曾經非常嚴厲地挑剔著彼此的個性和態度，但是，四十年之後，

再度相聚，卻終於能夠了解每個人能認真面對人生的不易，覺得有一種平和

與溫暖的親切感，彼此都有了敬重。」友情之於生命似乎就是在歲月與距離

當中仍然可以繫連起來，席慕蓉對於母校印象深刻的是與同學再相見卻無隔

閡，生命可以隨時重回當年的情境，幾十年分離似有若無，只因為同學了兩

年，或者四年，在人生的旅途上就可以隨時欣然相見，不需要任何多餘的旁

白來彼此溝通。席慕蓉說：「在師大藝術系的四年學習生活，確實是令人回

想的黃金時光，當年是那樣的純真，而師長都還是正當盛年啊！」

資料文獻參考

〈席慕蓉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席慕蓉

〈作者簡介 - 席慕蓉 - Sites - Google〉

https://sites.google.com/site/yufengshelly/home/zuo-zhe-jian-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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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慕蓉校友新書發表會《人間煙火》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www.ntnu.edu.tw/alumni/alumni-07/328/11-13.pdf

〈博客來 -七里香〉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035176

〈席慕蓉對戰爭經歷說感謝害怕遊牧文化瀕臨滅絕 - 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zhwh/whrw/rd/2011/11/2644429.html

〈【席慕容簡介】／張曉風〉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cache:BLx_g-gu7OMJ:web.pljh.ntct.edu.tw/dyna/data/user/
h102437252/files/200705031703122.doc+&cd=1&hl=zh-TW&ct=clnk&gl=tw&client=opera

〈遠見雜誌 - 前進的動力：席慕蓉蒼林闊野蒙古行〉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0010.html

〈祈禱詞 ..席慕容 ..（名家詩詞欣賞） - udn部落格〉

http://blog.udn.com/lovecoffee/4552455

許水德

人生即努力努力即幸福

許水德，教育系 47級系

友。「生活要樂觀，工作要進

取」、「人生就是努力、努力

就是幸福」這是許水德一生

累積體驗出來的座右銘，是

他經歷刻苦艱辛後的體會，

常用來勉勵年輕人，也鞭策

他自己。

童年時代，許水德家境

貧困，父親背負著全家的重

擔，叫賣豆花糊口並供應他

讀書。懂事分擔家務的許水

德每天清晨五點鐘起床，幫助父親磨豆子作成豆花，再分送訂戶，這段豆花

年華的童年經歷，許水德回想起來雖然是生活最艱難的一段，但卻奠定他健

康的基礎及強韌的耐力，對他往後在處理繁忙的公務甚有助益。也由於從小

刻苦耐勞，遍歷人生百態，養成許水德不慍不火、就事論事的個性，遇到難

題定要設法解決不逃避。

在許水德求學的過程中，雖然有不少困難，但對讀書所抱持的態度則是

不屈不撓孜孜不倦，初中、高中到大學、研究所都名列前茅。雖然初中畢業

升高中時，他曾一度因無法籌出學費而無比沮喪，但在親人和師友的協助與

鼓勵下，他堅強面對人生的挑戰。高中畢業以後，他順利以第一志願考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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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國教育學系，當時雖然分數遠超過臺灣大學錄取標準，但囿於生計上的考

量及本身從事教育的強烈意願，他仍選擇本校就讀。大學畢業後許水德至國

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繼續進修、服預官役、獲碩士學位、結婚。民國 55

年（1966年）4月考取公費留學日本，在夫人的鼓勵下，遠赴日本國立東京

教育大學研究所專攻教育心理。

在推動特殊教育上卓越貢獻

民國 56年（1967年），應當時的教育廳長潘振球先生電召回國擔任屏

東縣教育科長，協助推動九年國民教育。基於對教育工作的熱愛，許水德放

棄在日本留學的優惠，懷著滿腔熱忱返國服務。許水德在特殊教育上的推廣

不遺餘力，有目共睹。在教育科長任內，第一年計創辦十六所國中，並成立

國中啟能班（殘障班），績效優異，使屏東縣成為九年國教的模範縣，他因

此獲得十大傑出青年的榮譽。其後擔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長時，又創辦國小

啟智班及啟智學校、國中附設補校及自立幼稚園等。

四十二歲時許水德原擬公費出國進修，但他想自己出身窮苦，若能用自

身辦教育的經驗，貢獻棉薄之力做社會福利工作是件有意義的事，於是再度

放棄留學的機會，應省政府主席謝東閔之邀接任社會處處長，這個工作也使

他的人生邁向新的歷程。

長期推動臺日友好關係

民國 81年（1992年）許水德接替蔣孝嚴先生擔任駐日代表，當時臺日

雙方關係不諧，日華懇談會處在解散邊緣。許水德履任後，由於在與日談會

會長藤尾正行見面時相談甚歡，不僅成功化解了危機，更成功地讓藤尾正行

釋出善意，積極支持臺灣。駐日期間，許水德也成功推動數項臺日外交的建

設，例如：「亞東關係協會」更名為「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推動臺日

各城市直航等等。他在日本建立的良好政商關係，日後長期在臺日政策協調

上發揮積極正向的作用。當有重要政策時，雙方政府也會諮詢許水德看法，

徵求意見，可見日本對許水德的信賴之深。為感謝他長期推動臺日關係的合

作，民國104年（20015年）獲頒由日本天皇頒授最高榮譽的「旭日大綬章」，

這是首位榮獲天皇頒授最高勳章的臺灣人。

水車哲學引導處事原則

許水德先後轉任中國國民黨社工會主任、高雄市政府秘書長、市長、臺

北市市長、內政部長、駐日代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以及考試

院院長，仕途看來似乎順遂，然他認為這些都是早年求學生涯備嘗艱辛及服

務公職全心投入、全力以赴，辛勤耕耘的結果。許水德將人生奮鬥比擬成從

前鄉下田邊水道的水車，水車要打上水，必須有一半在水中，一半在空中；

好比人奮鬥所抱持的態度一半須是現實，一半須是理想。如果水全在空中，

就打不上水；如果全沒入水裡，儘管不停轉動，也不能把水打上高處的田

地。

人生亦復如此，理想與現實必須兼顧，若空有理想，則永遠無法實現，

若挶限於環境，則永遠無法創新。許水德這份獨特的「水車哲學」使他在選

擇理想大學、日後從政，以及種種人生經歷，都如長照不滅的明燈，故能一

路走來，步履穩健而踏實。

資料文獻參考

前總統府資政許水德獲日天皇贈最高勳 - 政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9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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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 - 前進的動力：許水德：無所謂面子裡子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755.html

遠見雜誌 - 前進的動力：內交很近，外交很遠－訪駐日代表許水德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2482.html

許義雄

許義雄，體育學系 55 級系友。出生於

雲林縣水林鄉，兄弟姊妹共六人。出生公務

員家庭的他，從小就自知，唯有認真讀書，

才能有出人頭地的一天。民國 44年（1955

年）畢業於雲林北港初中（今雲林東勢國中）

後，進入臺南師範學校普通科（今臺南大學）

就讀。51年（1962年）考入本校體育學系，

但喜好文學的許義雄，雖說是分發的科系為

體育學系，卻不放棄對文學之喜好，並與張

良澤、季季、鍾鐵民、林懷民等人共同出版

「本省籍青年作家小說選集」（鍾肇政主編，文壇社出版，社長魏子雲）。原

本想轉系專心於文學的許義雄，經導師與系主任的勸留，仍繼續留校當助

教，因緣際會下，很幸運地與當時同班同學黃瑩淨女士結為連理。

早期本校體育學系，曾有一段輝煌的歲月，一流的師資，勤奮的莘莘學

子，奠定了師範體系的典範，也豎立了晶亮的招牌。提到師大體育學系，許

多令許義雄印象深刻的畫面，在腦海中一一浮現，回憶起當時系上教授們上

課時的幽默談吐、滔滔不絕、比手劃腳，每每都能引人入勝；而師長們認真

負責、盡心盡力的上課態度，常讓同學們連下課時間仍坐在位子上，不願錯

過任何吸收知識的時間，往往就這樣忽略下課鐘聲的響起；師長們分享的人

生道理，更是發人深省，受用不盡。然而這些已白髮蒼蒼的退休教授們，即

使步履蹣跚，也常常回到學校看看母校的成長與進步，這份師大人始終心繫

師大的感動，讓許義雄深感慶幸讀到了好學校，選對了好科系，遇到了好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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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有這樣的幸運，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民國 60年（1971年）代，許義雄以體育原理作為學術領域起家，名享

迄今，而在 80年（1981年）代朝「體育思想」領域鑽研，並對國內各項體

育政策訂定及體育教學方針有重大影響。80年（1991年）代著手開發「運

動教育學」領域，對於當代體育課程、教學及師資之改革，可謂不遺餘力，

始終站在領銜的地位。89年（2000年），受邀擔任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

員一職，更是修改並訂定許多國家重要政策，在提昇我國國際地位上，皆開

創一番新局。

返回教育崗位後，眼見「體育原理」、「體育思想」及「運動教育學」皆

已蓬勃發展，然而，許義雄認為，近代體育大多以運動技術取向為主，對身

體文化的掌握較少，但諸多傳統或民俗文化的活動，如氣功、武術、舞蹈等

等，都涉及身體運作，是和每個人生活密切結合在一起，更是屬於文化的一

部份，並且是值得被重視的。乃另闢「身體文化」的學術領域，結合各項身

體經驗與運動文化於其中，許義雄出版的《運動教育與人文關懷》、《運動文

化與運動教育》二書，再加上其他學術論文的重新詮釋，不僅帶領大家對於

身體文化有更深度認識，俾使體育的學術領域朝向更寬廣的視野邁進。

此外，許義雄集結了不同領域的學者，在民國 92年（2003年）間，經

過多次開會、聯署，並舉辦了許多身體文化系列講座，也在同年 12月，通

過了內政部的審核，成功創立「臺灣身體文化學會」，此學會以建構身體文

化的主體性，宣揚身體文化的意義及價值，豐富身體文化之內涵與體系為宗

旨，並於 93年（2004年）起，正式展開一連串的學術研究計畫與關懷活動。 

許義雄從任教迄今，所指導的碩博士及畢業生，目前皆擔任國家重要的

體育行政及國內體育教學之傳播工作，這一股學術的人力，也承繼其意志，

正在為國內的體育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而努力。許義雄在我國「運動文化」

及「運動教育」兩個領域的理論與實務之推動，其成就與貢獻對體育界的影

響甚遠。

在師大的四十餘年間，許義雄的身分從學生到教授，甚至擔任主任與

所長，角色雖然多變，但在長時間與師大相處之下，至今，那份愛惜母校的

心，從來沒有改變過。因為一日為師大人，終生以師大人為榮。許義雄對於

母校臺師大的期許，在承先�後，傳統與現代之間，一方面秉持「誠、正、

勤、樸」的校訓，循著前人立下的典範，踏著堅實穩固的基礎，穩健向前；

另一方面，本於「止於至善」的精神，求新求變，超越顛峯，展開嶄新的佈

局。

參考資料

http://2009.bodyculture.org.tw/sites/aboutus/1/1

http://2009.bodyculture.org.tw/sites/faq/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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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勝雄

處世哲學深受父親影響

許勝雄，國文系 62級系友，出生於民國

32年（1943年），從小在一個傳統的大家庭

成長，父親許潮英為桃園士紳，團結地方鄉

紳成立了金寶電子。許潮英教導許勝雄，身

為有影響力的人，就須盡責任用自身影響力

幫助需要的人。在過去礦業仍發達的臺灣，

礦災意外頻傳，每次不幸發生災變時，許勝

雄便會看到父親許潮英攜帶厚厚的鈔票，前

往災區當面援助受難的家屬。他深切體會父

親在世時，身為大家庭的大家長以及當地有

影響力的人物，一直耳提面命強調團結、互助、和諧的重要，更因父母親皆

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待人處事向以誠信、寬大、人本為主，放大大我，降

低小我。因此培養出他熱情、誠懇、義氣、平實的個人風格與態度，而這些

都深深影響了日後他在企業經營的理念與實踐，將事業版圖以大家庭的方式

經營，將企業員工視為己出。

企業經營理念

金寶電子可說是臺灣最早的電子企業，許勝雄在承接後，以他獨有見

解的企業哲學與帶領方法將企業帶向繁盛規模。常言企業的「企」字，去掉

上面的「人」就變成「止」，表示企業沒有人才就是止業。人是事業經營的

根本，每一個人的智慧、能力、體力、時間終究有限，單憑一個人成不了大

事，必須他人相助方克有成。他深信「中興以人才為本」的真諦，因此從選

才、用才、育才、留才等等各方面莫不花費大心思，也因而衍生出「知人善

任、分層負責、充分授權、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用人哲學。

也許是許勝雄這套獨特且用人唯才的哲學，使仁寶集團蒸蒸日上，企

業版圖廣闊，除了電子業，也跨足醫療、3D列印⋯⋯，創造出傲人的企業

佳績，民國 104年（2015年）集團營收超過 400億美元（1.22兆元臺幣）。

然許勝雄並不歸功自己決策的功勞，而是強調企業或機構組織負責人的責任

是塑造「良好的工作環境」，讓有能力、有抱負、有理想的人才願意投入，

並且讓大家有可以自由揮灑的空間與舞臺。因此他在企業內推動「企業家庭

化」的觀念，讓所有同仁在公司內如同家人般的溫馨、團結、彼此提攜、互

相督促與照顧、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促使每個人都能把他的理想抱負在此

環境下發揮出來，在大家庭裡共同健康成長茁壯，進而能同心協力為企業及

個人的目標努力。

不只專注於企業，也關心社稷

目前擔任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許勝雄，在產業競爭與市場分析上具有前

瞻性的眼光，時常接受訪問並提出市場走向與政策建議，對於股市、工業、

國家產業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影響力。他先後曾任臺灣區電機電子公會榮譽

理事長、臺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中國生產力中心董事長，積極

參與公共事務，也在民國 95年（2006年）榮獲經濟部工業局工業精銳獎個

人「卓越成就獎」，第 10屆國家品質獎、個人獎。目前同時也任國策顧問及

總統府、財經諮詢委員。對於社會、企業界的貢獻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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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母校提攜學子

許勝雄經營企業同時，也不忘回饋母校，長期資助母校、熱心教育，每

一筆捐款不僅幫助廣大學生，勉勵向學，更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民國 98

年（2009年）金仁寶集團贊助本校「燭光一百—青年踏尋孔子行腳」，使該

次活動更臻圓滿順利。102年（2013年），在全球校友總會理事長、立法院

長王金平號召下，8月 22日成立「企業校友聯誼會」，推選金仁寶集團總裁

許勝雄擔任首屆會長，共同協助臺灣中學教師搖籃的師大，積極轉型綜合型

大學，培育更多務實耕耘臺灣這塊土地的人才。

許勝雄對於辦企業的心得，就如同胡適先生所說：「做了過河卒子，只

能拼命向前」。面對現在這個微利及完全競爭的時代，必須戰戰兢兢、戒慎

恐懼、勇往直前。他認為「一個經營者必須忍受孤獨、承受壓力，只期望不

辜負投資者、社會大眾與員工的期許。犧牲享受、享受犧牲，為的是追求

企業更上樓的茁壯與成長，以奠定百年企業永續經營的基石，而此點則為吾

心切切之所繫也。」對許勝雄而言，現階段的經營早已不再放眼於名與利的

追求，而是基於心繫社稷福祉的使命感，就像小時候看見父親行善助人的背

影。

資料文獻參考

〈遠見雜誌 - 前進的動力：許勝雄打造千億資訊王國〉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6727.html

〈股市動盪 許勝雄：打擊臺灣經濟與消費者信心 | ETtoday財經新聞 | ETtoday 新聞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50825/555037.htm

〈《企業達人》國文系校友許勝雄領導金仁寶集團 在科技界闖出一片天〉

http://pr.ntn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9000

〈臺師大企業校友 許勝雄任會長 - 中時電子報〉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822000043-26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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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洸照

生平簡述

張洸照，藝術學系 4 9

級系友。出生於嘉義市，家

中生活清苦，但父母對教育

的重視，讓他知道要奮發向

上，民國 39年（1950年）張

洸照考上嘉義中學初中部，

畢業後更憑著優異成績直升

高中部就讀。在中學時期便

對電學產生興趣，初三已開

始自修職校的「電工學」教

科書，高中更把專科的「無

線電學」當成最愛，高中畢

業之際，對無線電學特別有興趣的他，原希望進入臺灣大學電機系就讀，但

得知臺師大是一所公費的學校，不但讀書學費全免，甚至還有額外的零用錢

可花用，考量家中狀況後，張洸照立即決定以臺師大為升學目標，並在 45

年（1956年）如願進入本校藝術學系（今美術學系）就讀。

張洸照剛到臺北念書，無經濟能力的他，沒有分配到宿舍，一邊徬徨無

助，不知應該在哪落腳時，他走到了當時臺大農學院正在新建的教室工地，

便大膽地看守人員表明情況，也幸運的在此處借宿一學期，不過因為建築尚

未完成，裡頭沒水也沒電，張洸照僅在學校圖書館看書直到關門時間，才回

到此處休息過夜。

雖然張洸照是藝術學系的學生，始終無法忘懷他最大的興趣—無線電

學，課外活動參加工教系舉辦的「無線電學社」，大學期間更從未離開「電

工實習教室」。因為是從貧困中的環境長大，所以將老師鼓勵的名言『立志

做大事』改編成自己的首句至理名言『立志賺大錢』。求學期間，平日兼任

三個家教班，假日則幫忙組裝收音機賺外快。

自本校畢業後，張洸照在嘉義縣中學（今嘉義國中）與華商高中擔任美

術老師，另一方面也經營無線電行「四海電音社」。他分析自己雖然有美術

教職工作，但仍無法快速改善貧困生活，所以便決定開店裝修買賣收音機，

這項投資果然有效，張洸照開始擁有了自己的積蓄。由於張洸照修理電機的

技術良好，獲得許多忠實客戶，但他卻也覺得只靠自己的一雙手是無法賺

大錢的，必須和一群人一起工作，才能創造事業、賺進財富！在任教 13年

後，毅然辭去教職，從個人裝修買賣的行業中走出來，與友人共同成立小規

模的麥克風製造工廠，公司名為「嘉友」，其意思就是嘉義的朋友。

由於麥克風製造在當時的年代是屬於冷門行業，競爭較少，加上張洸照

不斷研發的創意金頭腦，不停歇地製造出品質優良的獨家產品，也因此創下

不少「第一」的紀錄。民國 72年（1983年），研發出臺灣第一臺 VHF無線

麥克風及第一臺 VHF手提式無線擴音機；81年（1992年）成功研發出臺灣

第一臺 UHF16頻道 PLL數位鎖定頻率合成機種，多種的領先技術，使嘉友

成為臺灣第一家具備 UHF無線麥克風機種生產技術的專業製造廠，並順利

的拓展到國際市場。

歷經 25年的營運，張洸照對產品創新的要求與公司其他股東理念產生

落差，他自動放棄了自己在嘉友的股東權益，將所有專利與總經銷全部贈與

給合夥人。他相信，原本嘉友的研發人員皆為其培育之人才，即使重新出

發，技術掌握在他手上，不管到何處，都能東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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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4年（ 1995年），張洸照獨資創立 MIPRO嘉強電子，熱愛研發

的張洸照，不斷鑽研更好的麥克風品質，以全新研發的產品推出市場，並

獲得德國 TUV公司的國際品質認證，且通過美國 FCC、歐盟 CE等世界各

種電波法規及安全法規之認證。在嘉義市區坐擁 4200坪現代化廠辦大樓及

200名員工，其雄厚的研發實力與技術菁英團隊，使MIPRO品牌行銷全世

界 75個國家，成為臺灣最具規模的無線麥克風國際產銷公司，並躍上世界

知名品牌之列。 

而張洸照與MIPRO今日傲人的成績，與他的經營方式有極大的關聯。

他把員工當自己的家人，不會為了降低勞資成本到大陸設廠，而是共多心力

在臺灣製造更優良的產品，獲得市場上更多的訂單與利潤。經過貧苦生活的

張洸照，非常重視員工的生活情形，全額補助員工子女的教育學費，讓員工

在自己的家鄉安居樂業。

張洸照在電子業界有卓越的表現，雖然與大學所學的藝術教育不太有直

接的相關性，但他認為因為藝術的培養，使他研發的產品，融入了精緻與獨

特的生命。

他鼓勵學弟妹，要珍惜在校研習的時光，未來應以自己的興趣選擇事

業，樂於工作，更要不斷精進，面對各式潛在問題，可以先謹慎的逆向思考

劣勢情況，預先防範與解決。他的事業成就與研究熱忱可謂後進學習之楷

模，影響甚遠！

陳銀輝

陳銀輝，藝術系 43 級系友。出生於嘉

義縣鹿草鄉，從小就喜愛塗鴉繪畫，表現出

超群的繪畫天份。就讀嘉義市大同國小，初

中考上嘉義中學，受到吳學讓先生的啟蒙，

常在課餘時間練習水彩、素描與國畫，因而

奠定其繪畫基礎。高中畢業後進入本校藝術

系（今美術系）就讀，更受到廖繼春、楊三

郎等多位老師的指導，在學期間才華洋溢，

於民國 41、43年（1952、1954年）獲得「全

省學生美展」特選第二名及第三名的佳績。

民國 43年（1954年）從本校藝術學系畢業後，返鄉至嘉義北港中學教

美術，第二年轉往嘉義工業學校任教，46年（1957年），受美術系莫大元

主任推薦陳銀輝回母校擔任助教，其後膺任講師、副教授到教授，迄 84年

（1995年）退休，在藝術教育崗位奉獻將近四十年，為臺灣培育了不少的菁

英藝術家。

陳銀輝在任教的同時仍埋首於藝術創作，舉辦過三十多次的個人展覽。

曾榮獲扶輪社美術獎、中國畫學會金爵獎、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等殊

榮。先後擔任全國美展、全省美展、臺北市美展、高雄市美展等全國各大型

美展之籌備委員、評審委員與評議委員；也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臺北市立

美術館審議委員，以及國立臺灣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等典藏委員，是臺

灣油畫創作藝壇的指標畫家。

民國 40-50年（約 1950~1960年）代國內畫壇出現的新舊派之爭，使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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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輝發展出自成一派的折衷藝術創作風格。當時的保守派畫家不願隨波逐

流，一味接受新的藝術流派，為保護原有的藝術地位，仍堅持傳統的印象派

及後印象派的畫風；而接受西方藝術思潮的現代化畫家，則大量拋棄舊有的

觀念，學習許多新式畫風意境與筆工技法。在兩派的爭執之中，陳銀輝選擇

跳出兩個流派的拉扯，中和兩個派別之間的優點，即使遵循傳統的基礎，仍

可以在作畫風格上有不少的創新與嘗試，有了穩健根基，才能吸取更多潮流

的新鮮方向，因此造就了他所開創的陳式風格。

陳銀輝早期的畫風，屬於學院派的寫實風，經過多年嚴謹且紮實訓練，

不過度地使畫面及技巧虛擬誇張化，反倒是內斂地將內心深處感性的詩意，

用耐人尋味的形式呈現出來。他大多以寫生的方式詮釋故鄉風景、各地名勝

古蹟，也喜好利用黑色的輪廓來敘述自己的感受與感情，筆調厚實、穩重表

達是這時期的特徵。爾後陳銀輝受到抽象繪畫運動的影響，走的是半抽象繪

畫風格，線面交織、形色共鳴為重要特色。陳銀輝追尋的韻味與美感，利用

物體形狀的互相重疊交錯，加上主觀的色彩呈現，其超越物體存在的獨特

描繪，巧妙地將自身豐富的情感和熱情的生命，緊密地與繪畫對象融合在一

起，進而形成物我合一的作品，讓觀賞的人可以多一份思索並領悟人生的趣

味，正是他想表達給大家的感受。

陳銀輝的繪畫題材多元，無論人物、動物、風景，甚至是各種廢棄破

舊的老物都可以入畫，因為他曾自述：「繪畫不在於求形象，而在於其表現

的意境。」題材對他來說，只是構成畫面的要素而已，如何重新組合與處理

各種題材才是創作重點，善於熔舊鑄新的他，都能將每個題材發揮得淋漓盡

致，把屬於自己風格的作品，用新感受呈現給大家。陳銀輝能適時地運用感

性與理性，折衷傳統與現代的特色，吸收立體派的造型規則，融合野獸派

奔放的色彩張力，或是浪漫的夢幻空間。因而開闢出一條穩健但不故步自封

的道路，創造出獨特的、自然不做作的繪畫風格，在藝術界上享有崇高的地

位。

陳銀輝於民國 84年（1995年）自本校美術學系退休後，為獎勵年輕優

秀的藝術創作人才，慨然捐出退休金，成立「陳銀輝油畫創作獎學金」，多

年來以高額獎學金鼓勵學生從事藝術創作。希望後輩「在繪畫的路途上，

絕不可半途而廢，一定要堅持到底」，因為他相信行行出狀元，只要努力不

懈，總有一天會享受到成功的果實。並於 95年（2006年），獲聘為美術學

系榮譽教授，繼續培育藝術界後進，至今，陳銀輝仍持續提升其創作能量，

其敬業精神實為美術界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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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陽孜

董陽孜，藝術系 55級系

友。自幼即接受父親交付的

功課，每日起臨摹顏真卿字

帖，這項從未中斷練習的任

務，未曾讓她討厭書法，反

而促使她在小時侯就培養了

專注力與沈著的態度，使他

擁有一個豐富的墨香童年，

因此漸漸地著迷於書法的世

界，就這樣開啟了他的藝術

之路。

順利從本校藝術學系

（今美術學系）畢業後，董陽孜不顧父親的反對，堅持要出國進修，即使如

他父親所述，藝術不能養活自己，但她仍覺得 “藝術是能帶給自己快樂，

而這件事情比什麼都還重要 ”，因此，毅然決然地遠赴紐約接觸西方美術設

計。在一次參觀國外美術館的契機下，開始決定也要讓書法在臺灣受到重

視，就如同日本與韓國都視書法為國寶，董陽孜也想將其發揚光大，於是創

作的想法在心中逐漸萌芽。

民國 70年（1981年）代董陽孜回臺後，開始書法的創作，從臨摹古代

碑帖入手，董陽孜獨創的書藝風格和藝術界各派別的風格迥異，運用其多年

學習油畫的基礎，加入西方構圖理論中的強烈現代性融入傳統書法，進而提

升書法的藝術層次與特色，並把書法美學融入日常生活環境與視覺畫面中，

開創獨具現代設計美感的書法藝術。

董陽孜的書法作品不古板地遵循傳統點線規則，希望加入心中理想畫面

的構圖後，利用刻意造境，使其作品就像繪畫般擁有著豐富的律動感。董陽

孜不僅藉由作品反映社會中的一切情境，也會坦率地表露自己的心情，這份

對內涵的堅定意志，讓她每每書寫出深刻感觸的作品，字字句句充滿著一氣

呵成的豪氣，其飽滿的筆墨堆砌出不同凡響的磅礡氣勢。

董陽孜的題字常見於藝文機構與文學書刊的標題上，如雲門舞集的「九

歌」、「薪傳」，新舞臺的「新舞風」、「新老戲」，「金石堂書局」等系列名，

皆為她的作品。雖然這些是她義不容辭的允諾，但對自己作品要求很嚴格的

董陽孜，在下筆前都會大量的找尋相關資料，或特地觀賞舞蹈表演來做足功

課，為的就是要先深刻了解文字的精神後，構思出適合的畫面，再將最符合

要傳達的特色呈現出來。常常對於字有新的想法或體會時，也主動重寫令自

己滿意的作品供原單位使用，她的作品流露出空間的力度與美，更廣為國內

建築空間設計師採用。

然而，董陽孜認為，近年來的科技發達，電腦普及，學校也不一定有書

法課的存在，眼見書法藝術的人文精神與傳統價值逐漸式微，她致力書寫，

希望大眾能藉由欣賞她的創作，可以喜愛書法，親近文字，進而將自己的字

句印刷在賀年卡片或是信封、信紙上，讓這樣簡單的設計方式將書法融入生

活中，使社會大眾重新認識並重視這項藝術；另外也特別策劃展覽，利用裝

置藝術、數位投影、鏡射等現代科技呈現書法的多元樣貌，吸引參展民眾的

目光，也讓年輕世代對書法有更多的共鳴。

精力與行動力十足的董陽孜，玩藝術的方式出乎眾人意料之外，她跨

領域的結合各種不同藝術創作者來秀出書法的立體美感。和建築師與設計師

的合作，相蹦出有名的『誠』字裝置藝術，兩個不同品種的木頭連結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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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書雕塑，在民國 100年（2011）年起，『誠』字環島旅行，讓全臺各地民

眾欣賞這個屬於本島的漢文化；101年（2012年），和歌手陳綺貞等人，參

加《臺灣當代．玩古喻今》特展，並發表《無聲的樂章》的計劃，陳綺貞以

「輕，靈」為主題，從董陽孜的作品中，重新組合的 14件書法作品，在空間

中製造出樂曲的韻律感，也讓觀者在欣賞書畫藝術時，似乎同時聽到輕和柔

美歌聲與雄渾有力草書激盪出的嶄新樣貌；103年（2014年），書法藝術跨

界劇場《騷》，讓書法在舞蹈、音樂及現代科技上產生火花，布景上變幻莫

測的書法圖像隨著音樂快慢律動著，舞者的身體姿態更將抽象的線條自由流

動。

董陽孜追求傳統書法與當代精神的創作書法，至今三十餘年仍堅持不

懈，出版數本作品集，舉辦過將近五十次的展覽，不只在臺灣國立歷史博物

館、臺北市立美術館等有規模的美術館展出，地點更遍及紐約、華盛頓、舊

金山、加拿大、英國、日本與香港，受到國內外書法界高度肯定。董陽孜是

首位將藝術性與現代性，在書法中表現地臻於極致的代表人物，她獨創的書

藝風格，不但引領著書法藝術走向一條迥然不同的道路，更為當代書藝作品

下了全新的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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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麗雲

趙麗雲，體育系 63級系

友。生於新竹縣竹東鎮的客

家人，與妹妹兩人由母親賴

碧霞女士一手拉拔長大，其

母親賴碧霞是國寶級客家山

歌歌后，不辭辛勞地獨力教

養兩名子女之際，仍一生致

力為客家文化留下資產，即

使從未受過正規學校教育，

依舊四處遊走教唱客家山

歌，作曲、填詞、編劇表演

樣樣來，經數十年的努力發

揚文化，終被政府認定為國家重要文化資產保護藝術，其母親也被評定為人

間國寶，榮膺國家貢獻獎、教育部薪傳獎，等多項殊榮。母親永無止盡與努

力不懈的付出，看在趙麗雲心中，既是心疼卻又引以為傲，於是她奮發向上

的讀書，不負眾望的考上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母親的一番話至今仍深深地影響著趙麗雲，「要活出客家人原汁原味的

精神，做一顆好鹹菜，讓人回甘、香甜。」曾經不懂這句話意涵的趙麗雲，

經詢問後，才了解從芥菜做成鹹菜的一切過程，體悟到「盡情無私付出，人

生到頭就能回甘」的人生哲學，秉持這份信念，從臺師大體育系畢業的她，

熱衷國內體壇的一切事務，不論是學校教授、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編譯館館長⋯等等的角色為何，把握各種職位的立場，發表多項體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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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相關的期刊論文、專書報告，也藉由各種研討會，進而促進產、官、學、

研相互交流，進行多方面的學術討論，深化我國的運動教育，並利於政策的

訂定施行。

民國 90年（2001年），趙麗雲以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教育文化組政

策委員兼副召集人的身分，發表了《大家來為運動員喝采加油！》文章，其

中點出政府對於體育預算的刪減幅度越來越高，且因為當時經濟不景氣，也

直接影響到企業界的贊助與捐贈，使得運動員可使用的資源嚴重的縮水。趙

麗雲在文中呼籲，要在國際賽會上展謝我國的運動實力，除了單純書面計畫

或口號的加強體育建設、發展運動文化而已，政府更應該投入經費積極推展

與人力的培訓去發掘更多青年運動員。不僅如此，對當時各項體育活動的中

華隊隊員之活絡表現稱讚不已，讓許多運動迷都憶起許多籃球、棒球的全盛

年代，也希望有更多民眾可以為這群努力多年、辛苦參賽的運動員大力喝采

並支持體育運動的發展！

擔任第七屆立法院教育及文化教育委員時期，趙麗雲也不錯過任何機會

為教育文化事業發聲，在民國 99年（2010年）1月，立法院三讀通過了行

政院文建會「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簡稱文創法），這是經過朝野黨團立委

通力支持推動的文創法，也是臺灣執行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重要的里程碑，趙

麗雲表示，過去文創發展的困境在於資金的不足與缺乏市場接受度，文創法

研擬了數十年，今日終可藉由文創法的三讀通過，不僅能解決資金來源的問

題，也從美學扎根、文化創意有價的概念，廣植藝文人才，更期待將此文化

力展現在未來國家經濟的發展。在趙麗雲與數位立法委員審查與討論後而通

過的文創法，對於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有更進一步的意義。

因為篤信佛教信仰，趙麗雲擔任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總會長已多年，集

改革、創意、教育於一身的星雲大師，帶領佛教逐漸走出寺廟、走向城市、

深入社會，甚至跨越國度。佛光會在世界各地設有分會，而擔任中華總會的

總會長趙麗雲也時常和會員們一同參與社會公益，響應環保的護樹活動、資

源回收，或是國際救援、賑災，也舉辦國際青少年和兒童夏令營等等的大小

活動，藉由各種的服務，積極散播佛教的理念。民國 102年（2013年），「教

育部 102年度社教公益獎」頒獎典禮，國際佛光會獲頒團體獎，趙麗雲以總

會長身分出席領獎，並表示肯定每個獲獎個人與團體，透過不同管道在傳播

善知與善念。

至今，校友趙麗雲坐處不同的身份角色，皆仍持續的在服務社會，不遺

餘力，擔任中國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的講座教授，對於莘莘學子

的用心栽培，培育未來國家棟梁，在教育上影響甚遠；現任國際佛光會中華

總會總會長，積極發揚佛道的利他善舉，讓自己化為人間的一股暖流，為社

會、為百姓帶來溫馨和樂，為國家帶來光明安泰，其貢獻自我的精神，正是

後進們模範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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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松

致力推動國畫西化

劉國松，美術系 44 級

系友，被譽為「現代水墨之

父」。民國 21年（1932年）

生於安徽，祖籍山東青州，

17 歲時赴臺就讀，民國 45

年（1956年）畢業於本校藝

術學系。劉國松大一時，受

藝術導論教授虞君質「一切

的藝術都來自生活」啟發。

反觀當時課堂裡傳授的水墨

畫法卻都在臨摹「古人的生

活」，致使他從大二起就主張

「全盤西化」，之後與同學創立了臺灣藝術史上重要的「五月畫會」，是繼陳

澄波廖繼春創立臺陽畫會外的第二個臺灣本土畫會。劉國松主張中西合併，

倡導中國畫一定現代化，串聯全臺的現代畫派辦展覽，卻被扣上了「紅帽

子」，還好有老師力保才得以脫身；他雖以第一名畢業於師大美術系，卻無

法進入美術系任教，之後任教於建築系。

「模仿新的、不能代替模仿舊的；抄襲西洋的、不能代替抄襲中國的。」

對劉國松而言，作為一個20世紀的中國畫家，必須認清自己的方位與座標，

死抱著傳統與全盤西化都是錯誤的。處在一個東西文化交流空前頻繁的時

代，要想反映這一時代的精神特質，就應該一面從中國文化的舊經驗中有選

擇地保留與發揚，另一方面由西洋現代文明的表徵上有選擇地吸收與消化，

創造一種既中國又現代的個人新風格、新形式，進而建立 20世紀中國繪畫

多元化的新傳統。這份想法，是劉國松在上個世紀 50年代後期的思想，也

是他終身追求的目標。

因此他致力開拓水墨的不同技法，擴大水墨的表現手法。而他革命性的

創新與提倡，加深加廣了水墨領域，不僅使他備受尊崇，贏得現今國內外藝

術界一致的肯定，也開啟了中國水墨在藝術史上另一股現代化的洪流。

對藝術界的貢獻 舉世推崇肯定

民國55年（1966年）榮獲美國洛克斐勒三世基金會兩年環球旅行獎金，

得以在歐美 18國遊歷同時展示作品，此畫展獲得紐約時報的好評與報導，

打開知名度也吸引了國內外的目光與重視，使他成為臺灣首位與美國藝廊簽

訂代理合約的畫家。57年（1968年）光榮歸國後獲選為「臺灣十大傑出青

年」，而他不斷精進的水墨技巧與畫法，以及依其個人特色創新的紙張媒材

「國松紙」，無疑對藝術界都是巨大的貢獻。97年（2008年）獲頒國家文藝

獎，100年（2011年）大陸中國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等有關方面更授予

劉國松第一屆中華藝文獎終身成就獎。近年來東方藝術市場的揚起，也使得

中西藝術界對劉國松的作品有高度肯定，在國內外拍賣會屢創佳績。而他的

作品從 50年（1961年）代後期至今，包括大英博物館至少為全球 80間博

物館所典藏，這是他個人也是中國藝術界無比的殊榮與成就。

對於教學方法的堅持與看法

在教學上劉國松也有一套獨特的見解，他為人所知的名言是「先求異、

再求好」。他說：「傳統的美術教育是受『為學如同金字塔』的影響，要學

生由臨摹古畫著手，先將各家各派的技法學好，即所謂的打好基礎，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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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自己的個人面貌。我稱這種教學方法為『先求好、再求異」。可是實際上

傳統技法越好，創造個人的畫風就越難。於是我提出了『先求異、再求好』

的理念來，『為學如同金字塔』是通才教育的理想，不適合培養創造性的專

業人才。』劉國松強調現代水墨畫的基礎要如同建造摩天大樓，地基打得深

入，才能建得高且穩。這個基礎不在傳統的技巧學會了多少，而在其實驗出

的新法打得多深？做得多精？現代水墨畫個人風格的建立是在異、在專、

在精和深，不在寬廣。

劉國松以自身在大學接觸水墨藝術界所蘊養的心得與收穫，吸收而後反

饋為個人風格在現代水墨畫中注入新的概念與生命，退休後仍專心創作，持

續開創現代水墨畫的可能性。他對藝文界的貢獻，可說是源源不絕。

無私回饋臺師大激勵更多藝術學子

劉國松在藝術界的地位屹立不搖，然他沒有忘記當初在臺師大所受的啟

蒙與支持，因此他為了鼓勵臺師大學生發揚國畫，推廣藝術創作風氣，捐助

並成立了「劉國松教授現代水墨畫獎學金」使更多學生受惠，勉勵他們學有

所成，不只回饋母校也回饋社會。劉國松在獎學金捐贈儀式典禮中提到，他

以臺師大畢業為畢生光榮，在學生時期甚至後來創作，都接受了師長及許多

人的支持，因此他很高興自己如今能夠反饋給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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