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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傑出校友、貴賓、師長同仁及同學們大

家好：

今天是本校64歲的生日，我們以無比感恩及

歡愉的心情來迎接這個日子，更歡迎各位佳賓及

校友們在百忙中抽空由海內外遠道而來，參加今

日的盛典，使這個值得紀念的時刻更顯得溫馨與

喜悅。國恩謹代表全校師生同仁，對您們致上最

誠摯的敬意與謝意。

回顧民國35年6月5日本校創辦之初，僅有17

班，學生518人，發展至今，已成長至學、碩、

臺師大64歲 張校長提四願景 

博士班學生達1萬6000人之規模。64年來，在政府

的支持挹注，歷任校長辛勤擘劃經營與全體師生

同仁共同努力之下，奠定了本校人文薈萃的鼎盛

學風及厚實的學術基礎。更在無數師長們兢兢業

業，孜孜不倦，充分發揮校訓「誠正勤樸」精神

中，培育了10萬優秀學子，這些「教育大軍」，

上山下海遍佈全國各個角落，甚至全球各地，在

教育崗位及各行各業奉獻心力，其中不乏在當今

政、經、學界表現傑出，具舉足輕重地位者。今

日臺灣所締造的經濟奇蹟及社會安定，本校師長

及校友們自有其功不可沒的貢獻。

在我們在緬懷過去的同時，更要策勵未來，

無可諱言地，本校自民國83年政府實施師資培育

多元化政策後的十多年期間，受到了空前未有的

衝擊，也面臨許多困境，例如師資質與量的失

衡、少子化、流浪教師的問題，爭取教育部5年

500億及教學卓越計劃失利等，讓許多校友及師

長們憂心學校未來的發展。國恩在此時刻承接校

務重擔，益感責任重大，如何突破困境，整合學

術領域，發展學校特色，發揮本校的優勢與競爭

力，是當務之急。尤以爭取今年「教育部5年500

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及準備明年(100年)的大

學校務評鑑，是現階段指標性的重點工作，更需

妥善的因應與規劃。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也是充滿希望及

危機的時代，大學是培育高級人才的搖籃，也是

國家競爭力之所繫，面對競爭激烈的高等教育市

場，我們要充分瞭解本校擁有的優勢、面臨的困

境及未來可能的機會，本人對學校的校務發展提

出四大願景：

一、讓本校學生具備全人素養及領導潛力，

成為最受學校及企業喜愛之大學生。

二、讓本校成為具有多元化學術價值的特色

大學。

三、讓本校成為能引領教育風潮之大學典

範。

四、讓本校成為科技與人文並重之教育、文

化創意與綠色樂活等研究與人才培育之全球華人

重鎮。

為了達到上述願景，本人提出「蛻變九五，

大學典範」的治校理念，蛻變九五的「九」即是

九大發展重點；「五」則是五大執行方案，用以

積極推動各項改造工程，俾使本校蛻變成為國內

大學的典範，再引領師大恢弘以往的聲譽，為台

灣的教育做出重要的貢獻，並成為我國影響力最

大的大學。

在今天的慶祝大會中，我們要表揚第10屆傑

出校友及表現優異的師長，他們成就及對國家社

會的奉獻精神，師大以他們為榮，從閱讀他們的

事蹟及聆聽他們的努力心路歷程，我們得到啟發

與感動，除了恭賀他們，也希望全體師生同仁以

他們為表率，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本校擁有光榮的傳統、充沛的人力資源、傑

出的校友、優質的校園文化、絕佳的地理環境，

在各項校慶活動展開的同時，也象徵我們攜手邁

向另一個新的里程碑。懇切期盼各位貴賓、校友

及全體師生給予學校支持、鼓勵與協助，所謂

「萬眾一心，其利斷金」，全體師大人將秉持傳

統光榮的足跡，團結一致，齊心合力為本校及國

家締造美好的未來共同奮鬥。最後讓我們一同祝

福師大生日快樂，本校校運昌隆，各位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臺師大64歲的生日慶祝大會上，張國恩校長(上圖)提

出校務發展四大願景與全體師生共勉之；傑出校友教育

部長吳清基(左圖前排左三)、前臺師大校長簡茂發(左

圖前排左四)等貴賓都出席校慶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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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周芳宜、校園記者侯順耀報導】高

齡82歲的美國史丹福大學榮譽教授丁愛博( Albert 

Dien)，54年前來到臺師大學中文，是首批來台

學習華文的五位外籍生之一，當時一句中文都不

會說的他，如今已是國際知名漢學大師。此次當

選臺師大第10屆傑出校友，丁愛博特地從美國返

台，在6月2日的歡迎會上，與昔日老師田欣然和

周慧強重溫當年師生情，並接受學弟妹們的熱烈

歡迎。

半個世紀前，丁愛博和四位在美國主修漢

學的學生，文言文有一定基礎，卻連簡單的日常

對話都說不上口，為了學習實用的日常中文，慕

名前來臺師大拜師。丁教授說，來台的第一週適

逢中秋節，因為不會用中文點餐，所以整個星期

都吃月餅配茶過日子，這段回憶惹得台下笑聲連

連。後來受到英語系主任梁實秋教授的幫忙，才

邀請系上幾位國語相當標準的老師—田欣然、李

鍌、周慧強等人，非正式地開班指導，催生了後

來的國語教學中心。

田欣然回憶，當時他們師生的情況是「流浪

教師和流浪學生」，沒有固定的上課地點，哪裡

有空教室就在那裡上課，有時借不到地方就索性

在樓梯間、大樹下講課，若知道有今天的場合，

當時就多拍幾張相片留念。周慧強也說，自己那

時候還是學生，沒有出過國、也沒教過外籍生，

「連教材教法都還沒學過哩！」完全是憑著一股

熱忱教學！

後來這五位學生學成回國，都在中文相關研

究上精進發展，得到極高學術成就，其中丁愛博

一直任教於美國史丹福大學，研究中國六朝時期

的歷史，在國際漢學界備受景仰。他們當初漂洋

過海來臺灣的探究之旅，也開啟臺師大國語教學

的歷史。

事隔50多年再相見，臺師大國語教學中心已

成為組織相當完整的國語教學單位，不但是臺灣

歷史最久、同時也是規模最大，自民國45年成立

以來，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知名的華語教學重鎮，

每期學員超過1,700人，累積校友超過48,000人，

遍佈世界各國，日本前首相橋本龍太郎、澳洲現

任總理陸克文、英國皇家學院院士麥大維皆為本

校校友，活躍於世界政、經、商、學各界，對於

中華文化的宣揚，貢獻卓著。

丁愛博在臺的學習經歷後來也成為事業的推

手，他曾在民國51年返回臺北，在臺灣大學創設

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運用臺師大學習中文的心

得，為仍在萌芽的臺灣華語教學貢獻心力，青年

【校園記者地理100唐家霈報導】臺師大6月

4日歡慶64週年，上午9時在校本部大禮堂舉行校

慶慶祝大會，包含重頭戲，13位傑出校友表揚，

另外還頒發今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與教學卓越教

師。現場大師雲集，校內師生及校友熱烈參與，

一同為母校熱鬧慶生！

校慶典禮由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親自主持，大

會中表揚第10屆傑出校友與教學卓越教師。今年

共選出13位傑出校友，當選人包含臺師大國文系

退休教授汪中、退休監察委員吳水雲、大氣科學

家鄭均華、美國史丹福大學名譽教授丁愛博、中

華民國足球協會秘書長林德嘉、台北市景文高中

董事長施河、臺大數學系講座教授于靖、臺中二

中校長薛光豐、教育部常務次長陳益興、大葉大

學生科系教授兼教務長張基郁，臺中特教學校音

樂教師與教師會理事長陳蔚綺、臺科大技職教育

所講座教授蔡今中與立法委員潘維剛。

退休教授汪中在今年四月已經仙逝，由文

學院院長陳麗桂代領，國語中心第一批學生丁愛

博教授特地從美國返台，接受表揚後簡短以中文

致詞，透露對母校濃濃的感恩之情。其中，公關

室特地精心替每位傑出校友量身打造專屬簡介影

片，讓頒獎氣氛更顯溫馨。

今年教學卓越師資得獎者：教育學系甄曉蘭

教授、社會教育學系黃惠萍副教授、國文學系楊

如雪副教授、英語學系柯珍宜講師。 

教育部長吳清基特別出席校慶典禮為臺師大

祝壽，「大學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教學、研究與社

會服務，臺師大教學在國內首屈一指，研究專業

近年來在各領域也有傑出貢獻並獲肯定，且臺師

大畢業生不論在企業、政界或是政府部門工作，

對於社會服務都不遺餘力，顯示師大校訓『誠、

正、勤、樸』，帶給校友的終生影響力。」

 另外，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與科學教育中心主

任張俊彥，榮獲98學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也

在校慶典禮上台接受表揚。張國恩校長強調「60

多年來臺師大在政府支持與歷屆校長努力耕耘

下，於人文、教育、體育和藝術領域都有亮眼表

現，在人文薈萃的校園中，才能成就眾多優秀的

學生與校友。」校慶典禮的尾聲，眾多師生與校

友齊聲吟唱校歌，一同用歌聲祝臺師大64歲生日

快樂！

   第10屆傑出校友丁愛博教授(左二)，偕同夫人丁淑

芳(左)回台接受表揚，在6月2日的歡迎會上，與昔日

老師田欣然(右)和周慧強(右二)相見，並重溫當年師

生情。

    臺師大64周年校慶典禮於校本部體育館舉行，張國恩校長(左十)頒發傑出校友獎座及證書給13位獲獎校友，典禮結束後，13位傑出校友得獎者與出席貴賓教育部長吳清基

(右十)等人共同合影留念。 

校慶大會 表揚13位傑出校友

推動華語教學 丁愛博聲名揚

時期便嚮往中華文化，終身推動中國語文及歷史

文化之研究，功績卓著。

丁愛博，首位當選臺師大傑出校友的外籍

生，偕同夫人丁淑芳教授返回母校準備參加6月4

日的校慶表揚典禮，這位臺灣女婿促成臺師大在

對外華語教學上的領導地位，同時見證台灣華語

教學半個世紀以來的變遷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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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國文系王嬿婷報導】2010師大西

瓜節暨校慶聯歡晚會在大雨中熱情上映，現場西

瓜裝置藝術創意展現臺師大人文藝術氣息，邀請

藝人韋禮安、師大之星深情開唱，臺師大學生熱

情表演炒熱全場氣氛，西瓜節灑下歡樂種子，慶

祝臺師大64歲生日，多汁又多情。

維持一周的西瓜節搭配校慶聯歡晚會高潮完

美收場，今年學生會邀請美術系製作西瓜裝置藝

術，會長也穿上可愛西瓜裝吸引人氣，今年不但

有校園歌唱大賽出身的韋禮安、師大之星、社團

與學生特殊才藝表演，還有抽獎活動及西瓜節紀

念手環送給前兩百名入場的同學，延續藉西瓜表

達愛意的傳統，祝福臺師大校運昌隆，現場瀰漫

濃濃歡樂氣氛。

校長張國恩表示：「我很喜歡收到黃西瓜，

因為代表學生懂得尊師重道」，他也打趣的說，

從前西瓜節收到學生的黃西瓜，不明白其中含

意，還詢問收到紅西瓜的女同學要不要交換。校

長也特別提起去年大專運動會的吉祥物綠蠵龜台

語諧音西瓜，同樣能祝福臺師大長壽。

晚會節目精彩連連，師大之星溫志皓溫柔嗓

音迷惑全場，來自土耳其的吳承鳳脫口秀不改一

貫搞笑風格。臺師大生日少不了社團祝福，中友

會、歌仔戲社和國術社活潑演出，展現臺師大的

力與美。晚會最後抽出最大獎筆電一台，校慶晚

會有吃有拿，令參加同學驚喜連連。

   臺師大每逢校慶

的重頭戲─西瓜節

活動，特別開放讓

男學生可以到女生

宿舍贈送各種不同

的「瓜」，來表達

自己的心意。

【校園記者國文100黃德欽報導】當你收到

一顆西瓜代表什麼意思呢？答案是「我愛你！」

那如果是條苦瓜呢？答案是「我愛你愛得好辛

苦！」臺師大6月4日舉辦64週年校慶西瓜節活

動，特別開放宿舍，讓男學生可以到女生宿舍贈

送各種不同的「瓜」，來表達自己的心意。

以前就讀臺師大的學生家境較為窮苦，個

性也比較含蓄，總是不敢對喜歡的人告白，當

年正好臺師大附近水果店林立，西瓜的價格不

只便宜，又是夏天的消暑聖品，加上西瓜英文

是「watermelon」，發音類似「我的美人」，男

同學便用贈送西瓜來追求「我的美人」，久而久

之，送西瓜就演變成臺師大學生表達情感、傳達

愛意的方式。

收到西瓜的教育系三年級梁書云同學表示，

這是他大學三年以來第一次收到西瓜，之前不管

是醬瓜或其他瓜都沒收到過，這次收到西瓜很驚

訝也很開心，應該會跟同學一起吃掉它。

傳統的「西瓜傳情」大多贈送象徵火熱愛

情的紅西瓜，還有象徵友情的小玉西瓜，現在的

「西瓜傳情」不僅送西瓜，也送絲瓜、苦瓜、地

西瓜傳情 啥瓜都來 愛意綿綿
瓜、胡瓜、南瓜、哈密瓜、大茂黑瓜，利用這些

瓜的名稱諧音來代表不同的意思。

絲瓜是「思思念念想著你」，苦瓜是「愛你

愛得好辛苦」，地瓜「地下的戀情」，胡瓜「糊

里糊塗愛上你」，南瓜「愛你愛得好難過」，哈

密瓜「哈你哈嘎沒死」（臺語），大茂黑瓜則是

利用該商品廣告的劇情來代表「相伴到老」的意

思，贈送這些不同的瓜，不僅表達學生們的心

意，也表現出臺師大學生的創意。

    2010臺師大西瓜節暨校慶聯歡晚會，在大雨中熱情

上場，現場西瓜裝置藝術創意展現人文藝術氣息，台

上同學舞動青春(左圖)熱情洋溢，歌仔戲社也以古典

造型演出現代戲碼，生動口白與配樂，贏得全場熱烈

掌聲。

校慶晚會 西瓜滿場 散播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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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教育100王靜茹、美術100陳韻雯

報導】臺師大52屆水上運動會在悠揚的帕格尼尼

樂聲與動感的拉丁音樂、水中芭蕾舞者翩翩起舞

聲中揭幕。水運會聚集臺師大各科系游泳好手，

一同享受水中運動的快樂。

邁入第52屆的水運會在6月4日與臺師大64

週年校慶同時登台，水運會不僅水中競賽精彩有

趣，陸上也有好康遊戲，此次與中華民國龍舟協

會、中華民國滑水協會合作，在游泳館前設有休

閒體驗、休閒展示、游泳能力檢定等，多項有趣

的闖關活動，並有腳踏車等精美的摸彩品！

開幕式中邀請臺師大校長張國恩以及龍泉

里里長龐維良到場致詞，並由心輔系林宛貞、體

育系江信宏代表選手宣誓。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表

示，臺師大培育了許多優秀的游泳好手，在各大

全國性比賽更是表現傑出，舉辦水運會，不僅是

給這些優秀選手一個表現的舞臺，更重要的是讓

全校師生一同領略水中運動的趣味，共同享受臺

師大優良的泳池設備。

精采的開幕式邀請了中正國中諸冠妤、北一

女中諸盈方、新民國小楊晏寧、龍安國小林婕婷

以及華梵大學的楊貽如為大家帶來優美的水中芭

蕾。表演中有以帕格尼尼古典樂曲做為襯樂的優

雅演出，也有以阿拉伯狂想曲做為背景的狂野，

精采的變幻博得現場熱烈的掌聲。

緊接在開幕式之後，是大家引頸期待的趣味

競賽─水中尋寶！水中尋寶的規則是要參賽者將

水中的「寶藏」找出來，寶藏有旗子與西瓜皮球

兩種，拿到寶藏的參賽者可拿去兌獎，而參賽資

格不限。現場熱鬧非凡，眾多同學參與，歡樂氣

氛滿點！

水中競賽精彩刺激，重頭戲是500公尺大隊接

力，率先登場的女甲，雖體99第一棒派出游泳國

手聶品潔，但第二棒開始體102取得領先，體101

【校園記者侯順耀】時值臺師大校慶，推

出校友系列特展，首位強棒「南島語研究先行

者─李壬癸院士學思歷程特展」，呈現臺灣南

島語言學之父一生的精采發現與貢獻。展覽期

間從6月4日到7月4日，為期一個月，於圖書館

一樓大廳展出。

開幕典禮上，校長張國恩與今年傑出校友

丁愛博一同到場，盛讚李院士的傑出成果，還

有多位李壬癸的同窗同學也出席分享老朋友成

就。李壬癸表示，南島語民族遍佈印度洋到太

平洋數萬座島嶼，臺灣在其中占有極重要的地

位，根據語言學的研究，臺灣很可能就是現今

兩億南島民族的起源地。

「臺灣南島語言調查研究之父」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第26屆院士，他是臺師大英語系48

級校友，也是臺師大第7屆傑出校友。一生致力

南島語研究，對於各種臺灣南島嶼和主要方言

都做了全方位的研究，並把臺灣南島語研究推

進國際學術界，成就顯著，讓他在去年獲頒總

統科學獎殊榮。

  臺師大52屆水上運動會在悠揚樂聲、水中芭蕾舞者翩翩

起舞聲中揭幕。今年參與人數成長6成，讓游泳館湧進

各系的游泳好手！

水運會 體99泳奪精神總錦標 
緊追在後，最後初生之犢，不畏虎的體102順利拿

下500公尺大隊接力后冠，而亞軍由體100獲得。

緊接男甲500公尺大隊接力，水道上體100與體99

互不相讓，精采刺激，場上觀眾熱血沸騰地吶喊

為選手加油，體100在最後一棒派出游泳國手林昱

安，完成體100稱霸男甲500公尺大隊接力！

下午的趣味競賽─划艇競速，趣味橫生，3

男3女組成的隊伍，需合力划動救生艇至對岸，再

把西瓜海灘球投到岸上的箱子才算勝利。6人划艇

前進不僅需要技術也要默契與機智，才不會讓船

在原地打轉，偏離軌道。由衛教系100級與102級

組成的隊伍，過程中不慎讓船整個轉程反方向，

隊員們放棄把船轉划正向，所幸全體反方向而

坐，靈機應變引起觀眾喝彩！隊員之一的衛教系

潘星甫笑著說：「這是戰術之一！划艇競速很好

玩！」另外，友誼組21公尺短水道男女混接，行

政聯隊大幅領先總務處，人事室鄭炎明說：「我

們都是平常愛游泳的工作同仁！」

今年水運會不僅競技系參與人數大幅提升，

全校的參與人數更是成長6成，讓游泳館湧進各系

的游泳好手！甲乙組共有6項破大會紀錄，甲組方

面，體育一陳玟淳以1:02.51刷新女甲100公尺自由

式、體育一金雪以32.34改寫女甲50公尺仰式的紀

錄。乙組部份國文系陳羿坊個人打破女乙50公尺

與100公尺蛙式的秒數，科技系賴彥勳與心輔系林

宛貞分別改寫男乙100公尺自由式與女乙50公尺自

由式的紀錄。

水運會閉幕典禮上，最後壓軸大戲─精神

總錦標，甲組由體99稱霸！體99同學表示，大四

了，最後一次水運會，班上有這麼高的參與度，

很難得！乙組部份，衛教系、心輔系分居乙組精

神總錦冠、亞軍。另外，體100的積極參與也不遑

多讓，優秀的競賽成績，讓體100稱霸甲組男女團

體錦標！

臺師大52屆水運會在一片掌聲與歡呼聲中，

畫下完美句點，期待明年大家再聚首游泳館，一

同體驗水上運動的樂趣！

南島語先行者 李壬癸學思展
根據語言學的研究，臺灣最有可能是南

島民族的起源地，在整個南島語系當中，以臺

灣南島語言保存最多古語特徵，且語言歧異最

大。雖然李壬癸不是第一位研究臺灣南島語言

的學者，卻是貢獻最多的一位，他多年的研

究，提供語言起源和擴散重要線索和證據。

這次特展分成四個部分，在展場中央陳列

李院士的研究手稿，以及他深入臺灣高山與離

島部落時，隨身攜帶的田野採集利器，而展場

四周則有大型海報，用輕鬆的話語介紹南島語

研究。

此外，臺師大圖書館更特別製作影片，專

訪多位與李壬癸親近的朋友、學者，談談他們

心目中的李壬癸。而在圖書館的資訊樹上，播

映李院士成長與學習歷程的照片剪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