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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記者李蘋芬報導 //

 今（101）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

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提前於2012年 4月 12

日公布榜單，今年臺師大報考人數共805人，

有 666人及格，通過率達 85.28%，比全國及

格率的61.78%高出 23.5 個百分比。

　　教檢自 94年開辦，秉持公正、公開與客

觀的原則，檢核師資生的能力。培育中等學

校及特殊教育師資的臺師大，近年來學生通

過教檢的表現十分亮眼，及格率都高出全國

平均值。

// 校園記者陳乙慧報導 //

 臺師大向國際邁進一大步！教育

研究與評鑑中心《當代教育研究》期刊

榮獲選入國際型 SCOPUS引用文獻索

引資料庫，2012年 4月 25日中午於教

育學院1樓舉辦慶祝茶會，張國恩校長

與鄭志富副校長到場致詞恭賀，許多師

生亦前往共襄盛舉！

	 由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甄曉蘭前

主任與廖遠光主任，前後推動與帶領，

本次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挹注經費之

下，依照SCOPUS的審查標準完成「中

文參考文獻英文化」及「英文網站建

置」等多樣的項目，因此有機會被選入

國際資料庫。

	 臺灣名列亞洲百大的大學名次分別為：臺灣大學 (

第 20)、清華大學 (第 31)、成功大學 (第 37)、交通大學

(第 49)、陽明大學 (第 50)、中央大學 (第 53)、臺灣科

技大學 (第 54)、中山大學 (第 60)、臺北醫學大學 (第

64)、臺師大 (第 87)、長庚大學 (第 92)，其中臺師大名

次上升最多，去年排名第104名，今年躍進百名俱樂部，

排名第87名。

	 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 QS 公布 2012 亞洲最佳大

學排行，其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次進步最多，去年排

名第104名，今年一舉躍進百名內，目前排名第87名，

朝向卓越頂尖。

//	校園記者張瑞容報導 //

	 張國恩校長對此感到非常榮幸，表

示進入亞洲百大，名次大幅進步，肯定臺

師大轉型成綜合型大學，校務推動與學術

研究的努力成果，陸續獲得「教學卓越計

畫」、「5年 500 億－邁向頂尖大學」的

肯定，臺師大以濃厚的人文藝術與跨領域

科技表現，成為頂尖大學中的典範。

亞洲最佳大學 臺師大躋身第 8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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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發布各大學論文表現 臺師大人文 / 社會科學名列第三

// 校園記者李蘋芬報導 //

 遠見雜誌 2012年 2月大學專刊發布近 5

年各大學學術論文表現，臺師大在整體表現

人文 /社會科名列第 3，6大領域中亦有不錯

表現。遠見雜誌將全台所有大學納入評比，

經由兩大資料庫取得各校過去 5年 (2006 至

2010) 的論文發表成果，評比分為兩部分，第

一部份為整體表現，分為理工農醫與人文社會；第二

部分則細分為理、工、農、醫、人文與社會科學 6大

領域。

	 臺師大在整體表現中，人文 / 社會科名列第 3，

理工醫農排名第 15，而 6大領域中人文排名第 2，社

會科學排名第 3，理學排名第 8。

↑張國恩校長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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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記者蘇璿報導 //

 臺師大於 2012 年 6 月 5 日迎接

66 週年校慶，頒發傑出校友、教學卓

越、研究績優等獎座，及表揚師大大

師，並邀請高行健教授專題演講。張

國恩校長希望師大追求卓越，邁向頂

尖，建立自由安全環境，也期望更多

畢業校友、在校生未來能成為影響國

家的重要人物。

	 臺師大為迎接 66 週年校慶，

2012 年 6 月 5 日在禮堂舉行慶祝大

會，立法院長王金平院長、前教育部

長、名譽教授吳清基，以及郭為藩、

梁尚勇、呂溪木、簡茂發、黃生、郭

義雄等歷任校長皆到場慶賀。

// 校園記者高嘉鎂報導 //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於 2012 年 6 月 6日下午

來到臺師大，與 6位文學院教授對談《靈山》一書，以

莎翁、地理尋根、歷史到原始情慾等角度深入探討。原

本容納 60 人的文薈廳沙龍，卻湧入近 200 人和大師一

起「尋靈山」。

臺師大 66 週年校慶 
校長盼師大持續卓越

遇見高行健  和大師一起尋訪靈山

// 校園記者李蘋芬報導 //

 2012 年 6 月 6 日上午在

臺師大圖書館一樓大廳，舉辦

「尋‧靈山」高行健教授攝

影特展暨開幕式，吸引眾多師

生齊聚，參與難得的盛會。這

次展覽精選高行健教授的 50

幅攝影作品，並深入介紹其生平與貢獻。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受臺師大之邀，擔任講座

教授，系列活動之一的「尋‧靈山」攝影展，展出 50

幅他在 1980 浪跡中國西南偏遠地區所拍的照片，他也

根據此趟旅程寫成小說《靈山》，高行健說：「《靈山》

是我真正想寫的書，為了寫這本書，做了很多中國文化

的研究。當時還跑遍長江流域，最長的一次有 15000 公

里。」

↑全國校友總會理事長、立法院長王金平

（左）頒發傑出校友獎座給予承德油脂董事

長李義發（右）。

↑高行健致詞。

浪跡中國的故事　
「尋 ‧ 靈山」高行健攝影展

高行健談劇場美學 東西融合 追求精細

// 校園記者蘇璿報導 //

 「自己導的戲都是滿意的。」高行健表示，曾發表戲劇共

18 齣，在世界各地都曾上演，雖然親自導演的不多，但不做

到滿意絕不停手。談到在2002年由高行健導演的《八月雪》，

他說：「京劇和交響樂結合非常艱難，卻相當成功。」事後看

錄像依然感動。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受邀擔任臺師大講座教授，2012 年 6 月 8、9 日出席由表演藝術所主

辦「跨越」研討會。9日上午座談會「戲劇創作中的美學思維」中，高行健提到《八月雪》製作演出

過程，座談另邀請王秀雄、劉國松、陳郁秀、梁志民教授對談。

↑高行健跨越研討會上多位學者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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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2屆傑出校友

蔡敏忠（體育學系41級）前體育司長、國立體育大學前校長、退休教授 

楊冠政（博物系45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  

何謂熾（社會教育學系48級）何熾有限公司負責人  

李義發（理化系物理組50級）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森村（物理系55級）ExxonMobil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資深地球物理學家 

涂鐵雄（衛生教育學系56級）泉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文堂（物理系59級）國立嘉義高中教師

顧百里（國語教學中心）Stanfield Professorof Asian Studies, Williams College

梁偉勝（英語學系69級）鍏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張平宜（社會教育學系71級）中華希望之翼服務協會創辦人兼執行長

黃軒（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77級《本校僑生先修部前身》）慈濟綜合醫院台中分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林潤崧（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83級《本校僑生先修部前身》）馬來西亞AKASHA學習型社群發展協

會創辦人兼執行長

第 66 屆校慶表揚名單

（二）師大大師

程發軔教授（文學院程發軔教授，勤於著述、

學究天人、道貫古今，國學造詣精湛，既專擅

沿革地理及春秋左氏學，又精通古曆法。程教

授推算孔子誕辰為陽曆9月28日，使總統明令

公布是日為孔子誕辰及教師節。程教授職掌師

院總務時，向省府爭地，得以增建圖書館、教

育學院、工教大樓等館舍，實為本校貢獻良

多。程教授以教育為畢生志業，造就多士，功

在國家，今日特頒「師大大師」榮銜，以誌遺

風，並彰榮耀。）

 

沙學浚教授（沙學浚教授，為政治地理學之先

驅，於歷史、地理、人文地理與國學之研究層

面廣泛，為後輩望塵莫及。沙教授於民國25年

提出地理教學四個重要原則，至今仍被奉為圭

臬，並代表我國出席國際地理學會第18屆大

會，為史地教育奉獻良多。沙教授任教26年

期間，培植逾百位優秀學者與中學史地教師，

建構本校成為臺灣史地師資之中心，意義重

大。）

（三）100學年度服務傑出教師獎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李思賢教授

（四）100學年度教學卓越教師獎

教育學系洪仁進副教授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魏秀珍副教授

英語學系陳春燕副教授

臺灣語文學系莊佳穎助理教授

（五）100年度研究績優獎

科學教育研究所許瑛玿教授（國科會100年度傑
出研究獎）

英語學系路愷宜助理教授（國科會100年度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

（六）99學年度優良導師獎

教育學院特殊教育系胡心慈導師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吳奕慧導師

科技學院機電科技學系陳美勇導師

教育學院心輔系陳慧娟導師

國際與僑教學院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陳懷萱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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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胡世澤報導// 

	 一幅塵封 30 年的美術系

畢業生留校水墨畫「師大校

景」，近年來透過校方清點

「重見天日」，如今中國藝術

與未來科技邂逅，學生以這幅

畫當構圖重繪在玻璃上，背後

結合了動畫創作，四季變幻靈

動活躍於畫作上，讓它以嶄新

面貌呈現。

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 

獲頒藝術學院榮譽教授

「跨越」全球文化創意論壇開幕

專家學者齊聚臺師大

探討專業華語與文化教學 

國際研討會熱烈交流

// 校園記者郭力瑜報導 //

 臺師大在 2012 年 6 月 5 日校慶

日的悠揚樂聲中，頒贈國際創價學會

池田大作會長為藝術學院榮譽教授，

由副會長池田博正代表受獎，師大致

力全民美育與池田會長畢生推動教

育、文化、和平的理念一致，希望共

同以「教育會其通，世界進大同」。

	 文薈廳中貴賓雲集，臺師大校長

張國恩、院長李振明、國際創價會副

會長池田博正、臺灣創價學會理事長

林釗，名譽教授王秀雄、陳銀輝及多

名教授、資深藝術家、中國文化大學

前校長林彩梅等多位貴賓，典禮最後

互贈畫作，創價會致贈坂上楠生作品

供師大美術館典藏，師大回贈以李振

明畫作〈臺灣新希望〉。

// 校園記者郭力瑜報導 //

 2012 年 6 月 5日上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化創藝

產學中心於教育大樓 201 演講廳，舉行「跨越」2012 全

球文化創意論壇開幕儀式。今年除本校與臺灣地區知名

學者參與外，也邀請來自8個國家共11名優秀專家學者，

來臺交流分享全球文創趨勢及概況。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人才養成團隊推動計畫，是

由臺師大視覺設計系林磐聳教授擔任計畫主持人，結合

其他來自本校英語系、視覺設計系、音樂系 / 民族音樂

所等 3領域之 5位計畫共同主持人，聚集臺師大美術、

音樂、文學等極具競爭優勢的學術能量。

// 校園記者張瑞容報導 //

 臺師大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於 2012 年 6 月 16 日到

17 日在校本部教育大樓，舉行「專業華語與文化教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從近 120 份論文中，精選出 50 篇論文

發表，確立未來華語教學研究方向。

	 為了促進國際華語教學界學術交流，國華系花了半

年時間籌備第一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各國華語教學專

家學者對這次研討會反應熱烈，海內外學者發表 50 篇論

文，地域橫跨台灣、美國、中國大陸、香港、英國、新

加坡、越南、汶萊、墨西哥、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地。

	 臺師大美術系有 65年歷史，培養許多本土畫家人才，系上收藏

歷屆美術系前 3名畢業生留校作品約 2837 幅，系上雖然設法保存作

品，但因年代久遠，不免受潮或破損，這些留校作品更不乏大師之

作，例如國家文藝獎得主、版畫

大師廖修平的水墨畫、師大美術

系教授黃昌惠的油畫等。

臺師大打造唯一藝文頂大 數位畫布呈現校友畫作

→臺師大校友畫家李元慶（左一）31

年前留校作品，如今成為數位畫布。

↑臺師大頒贈國際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

為藝術學院榮譽教授，與會貴賓會後共同

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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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記者賴祉維/路行報導 //

 傅聰曾被美國時代周刊讚

譽「當代最偉大音樂家之一」，

2012 年 4 月 29 日下午首度至臺

師大舉行鋼琴大師班講座，來自

各地的音樂愛好者擠爆會場，爭

相一睹大師風采，而傅聰親自在

旁指導學生彈奏海頓、蕭邦等人

的古典樂曲，與會者大讚獲益良

多。

　　傅聰今年屆齡 78 歲，在 50

年音樂生涯中，他是第一位於國

際鋼琴大賽上獲獎的中國人，50

年代即成為傑出青年鋼琴家，演

奏足跡遍及世界各國音樂廳、大

師班，豐富的人生經歷、深厚的

美學涵養以及執著嚴謹，自然演

奏出優美樂音，無論是激情或詩

意作品，在大師琴音跳動中，總

能帶給觀眾驚喜，令人留下深刻

的悸動。

	 音樂系邱同學表示：「老師

對作曲家都很有研究，也很注重

分句跟韻律，都會一句一句的講

解叮嚀，很仔細。」難得學習機

會讓與會者受用無窮，相信在大

師加持下，未來彈奏及詮釋都會

更得心應手。

↑傅聰（左）親自在旁指導學生彈奏海

頓、蕭邦等人的古典樂曲。

研究：虛擬實境教學 

女生比男生學習效果好

首度鋼琴大師班教學 

傅聰傾囊相授

// 公關室胡世澤報導 //

 愛因斯坦曾說過「想像力比知識重要」，但在某些情況

下，缺乏科技作為媒介的知識確實難以想像。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張俊彥教授研究團隊於 2012 年 5 月 1 日

發表以「虛擬學習環境中的性別影響」為題刊登在「英國教

育科技期刊」的論文，便深入探討了國內男女高中生使用「小

油坑虛擬野外考察系統」學習效果上的差異。研究指出，一

般認為高中男生因為比起女生更熟悉電玩介面，因而在虛擬

環境中能夠有更佳學習效果的看法並不成立；相反地，高中

女生在虛擬環境中的學習效果比男生更好。此一反轉性別假

說的研究發現獲得了國際一流期刊的肯定。

	 然而，女生的測驗結果卻顯示，有虛擬實境使用經驗的

女生表現比不具使用經驗的女生來得好，並且，比較同樣都

具有使用經驗的

男生和女生，女

生的表現也比男

生來得好。儘管

究竟原因是什麼

仍需要進一步的

探究與說明，但

這個發現確實值

得注意。 ↑科教中心主任張俊彥教授說明研究成果。

觀霧山椒魚生態中心啟用 

生命科學系協助復育有成

// 公關室胡世澤報導 //

 台灣觀霧山椒魚瀕臨絕種，雪霸國家公園成立國內首座

山椒魚生態中心，於 2012 年 4 月 21 日落成啟用，館內介

紹山椒魚生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名譽教授呂光

洋、和國內唯一研究山椒魚攻讀博士的賴俊祥教授，協助復

育有成。

	 另外，臺師大也發揮人文藝術特色，亞熱帶生態藝術協

會理事長、視覺設計系副教授楊恩生教授，贈送「山椒魚」

水彩畫給予生態中心收藏，由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處長林青

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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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合作追求卓越 臺師大與海洋大學簽約

// 校園記者張瑞容報導 //

 朝頂尖大學更進一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2012 年

5 月 22 日，與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簽訂策略聯盟合作意向

書，期望攜手合作，邁向卓越。海洋大學提供了臺師大

學生華語教學實習機會，未來雙方也將有更多交流及合

作。

	 臺師大轉型為綜合大學，除了師資培育外，也積極

發展學生各方面才能，希望透過與海洋大學合作，為學

生的未來爭取更多發展可能性。副校長鄭志富表示，教

臺師大與紐西蘭大學會面 

開創學術國際交流契機

// 校園記者洪嫚翎報導 //

 紐西蘭各大學校應教育部邀請，

於 2012 年 5月 22 日來訪臺師大，進

行學術交流，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表示：

「希望透過臺師大簡介影片、國際事

務處介紹國際交流計畫以及國語教學

中心的課程安排，能夠促進與紐西蘭

各大學進一步交流合作的可能。」

　　維多利亞大學校長 Prof.	Pat	

Walsh 透露，雙方政府企盼學術合作

已有多年，近年至各校交流頻繁，這

次來訪主要希望達成內部協定，建立

成就教育的道路。簡報後，雙方也對

於臺師大學術研究、交換學生以及課

程安排提出討論，深入暸解並思索未

來共同發展的契機。

↑紐西蘭各大學學術參訪團來訪，促進學術

交流。

育為臺師大強項，華語文教學更是強項

中的強項，為邁向頂尖及卓越，除了傳

統強項外，更要開拓新領域。

臺師大與新竹縣政府

簽訂公費師資培育契約書

//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提供 //

 臺師大副校長鄭志富與新竹縣長邱鏡淳於 2012 年 5

月 23 日簽訂公費師資培育契約書，將共同培育 102 學年

度入學之公費生，簽約儀式於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

路中心舉行。

　　臺師大承襲培育我國卓越師資的歷史傳統與重責大

任，向來責無旁貸，在中等教育議題與實務推動上，積

極扮演重要角色，更不斷持續關心地方教育發展，期能

培植更多優質教師投入教育工作。對於公費師資的培育，

從公費生的甄選方式、培育歷程、任教後輔導等各階段，

皆有明確輔導制度，以養成優質公費師資。

師培處舉辦 12 年國教研討會 

學者專家齊聚提建言

//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提供 //

 臺師大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於 2012 年 5 月 5 日

在教育大樓舉辦「12 年國教人才培育及教師專業精進研

討會」，歷任教育部長楊朝祥、曾志朗、黃榮村，及清

華大學賀陳弘教授與會，對 12 年國教政策提出建言。

	 楊朝祥指出，12 年國教的訴求與功能設定過於複

雜，應該加以縮減及明確化。政府應釐清 12 年國教真正

的目的何在。僅靠教育機制，無法解決社會系統、制度、

價值觀所引發的複雜問題。

↑海洋大學副校長張志清（右）與臺師大

副校長鄭志富（左）簽約締結姊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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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表現
03 PERFORMANCE

// 校園記者何孟璇/馬婉娟報導 //

	 體育系 104 級張國基在 101 全大運游泳項目，公開

男生組50公尺自由式，以23秒01	打破大會及全國紀錄，

田徑部分，公開女生組 400 公尺接力，以 45 秒 39 打破

98 年臺師大 46 秒 24 紀錄，游泳田徑於 2012 年 5 月 6

日繳出 5金 5銀 1銅的亮眼成績。

　　4日為臺師大拿下第一面金牌，體育系 104 級張國基

曾表示，其實原本目標是破紀錄，終於在 6日不負自己的

期望，於公開男生組 50 公尺自由式，一舉打破大會及全

國紀錄，頒獎時，臉上露出自信的笑容，也向大家證明他

的努力及突破。

// 校園記者何孟璇/馬婉娟報導 //

	 競爭激烈！ 101 全大運於 2012 年 5

月 8 日進入最後一天，高雄連日高溫，考

驗田徑場上的選手。臺師大田徑隊在公開

組 400 公尺接力賽中遭逢挑戰，女生組以

些微差距吞銀，但與冠軍國立體育大學都

破大會紀錄，體育系 102 級朱佳翎則在公

開女生組七項混合運動三度奪金。

　　堪稱「鐵人」的七項混合運動包含

100 公尺跨欄、鉛球、跳高、200 公尺、

跳遠、擲標槍以及 800 公尺競賽，體育系

102 級朱佳翎 8 日下午跑完 800 公尺決賽

後，三度奪金。她表示，本屆全大運是一

次追求突破的歷程，而七個項目中，她認

為跳遠技術可以更進步，以免助跑不夠穩

定，影響跳高的信心，讓她在比賽中產生

緊張感。

朱佳翎連霸鐵人七項 

接力賽「徑」爭激烈

// 校園記者何孟璇/馬婉娟報導 //

	 「師大加油！」臺師大體操隊全體隊員圍成圓圈喊

聲，展現團結與向心力，本屆全大運體操隊共拿下 5金 6

銀 10 銅，教練翁士航說，這樣的成績是眾望所歸，也是

選手們應得的，因為他們夠努力！

	 幫忙補防滑粉，賣力為夥伴加油，比賽結束後一定

和隊友們擊掌，臺師大體操隊隊員們用行動給彼此最大精

神鼓勵，因為本次全大運賽程與泛太平洋美國體操錦標賽

太接近，練習時，無法完全將狀態推向第二波高峰，每位

選手都上緊發條，希望能在比賽中發揮應有實力。

臺師大體操 5 金 6 銀 10 銅 

堅持不懈致勝

游泳田徑雙雙打破大會紀錄 

5 金 5 銀 1 銅入袋

↑臺師大田徑隊在全大運奪得佳績。

→周台英教練帶領的女子甲

組足球運動代表隊勇奪 100

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運動聯

賽女子組公開一級總冠軍。

// 體育室提供 //

	 臺師大由周台英教練帶領的女子甲

組足球運動代表隊，於	2012 年 4 月 2

日下午 15：00 激戰國立臺灣體育運動

大學，以 1：0 戰績勇奪 100 學年度大

專校院足球運動聯賽女子組公開一級總

冠軍。其中本年度金銀銅靴獎均為臺師

大代表隊選手，金靴獎 - 譚汶琳、銀靴

獎 - 余秀菁、銅靴獎 - 曾淑娥，以及六

臺師大踢出大專盃女足冠軍 球員包辦金銀銅靴獎

位明星球員分別為運動

競技學系 - 張愫心、譚汶

琳、余秀菁、林雅涵、詹

筆涵、范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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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發起 11 校聯合座談　

共促教育實習專業化

生科系響應世界地球日 

寶島淨鄉團揪團淨灘

畢業典禮互道珍重 

師長撥穗勉前程似錦

臺師大公民咖啡館 

激盪全人教育新思維

// 校園記者王嬿婷報導 //

	 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制度、發揮資

源共享精神，臺師大發起「北區師資培

育大學聯合辦理教育實習輔導發展座談

會」，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上午邀請教

育部中教司科長許嘉倩、教育實習國、

高中與會，交流師資培育的輔導經驗，

增強溝通與互動平台管道，發揮實習輔

導功能。

// 生命科學系提供 //

	 為了響應海洋生態保育，「寶島淨

鄉團」於 2012 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

在貢寮金沙灣舉辦淨灘活動，並號召 62

名民眾一同參與，藉由實際行動和生態

講解，讓更多人了解環境保育的重要。

	 「寶島淨鄉團」由 7名臺灣師範大

學生命科學系學生組成，結合課堂所學，

舉辦一系列的淨灘活動，盼能為海洋生

態付出一己之力。生命科學系學生林藝

說，「希望來的學生能夠對海洋和環境

保育有深一層的體會，多一點的了解，

不只是知道，還要做到。」師大公民教

育與活動領導系李明曜表示，「特別是

今天世界地球日，我覺得這件事情非常

重大，身體力行，可以影響其他人。」

// 校園記者賴祉維/高嘉鎂報導 //

	 又到鳳凰花開的季節，臺師大於 2012 年 6 月 16 日

舉行 100 學年度畢業典禮。校長張國恩、立法院王金平

院長、傑出校友小野等貴賓都獻上祝福，期勉畢業生秉持

「誠正勤樸」校訓，勇於面對任何挑戰。典禮尾聲，學生

更將學士帽拋向空中，正式揮別校園，邁向人生新旅程。

　　面對國際化，未來將面對更多挑戰與競爭，張國恩校

長期許畢業生抱持「終身學習」態度，勇於嘗試，並以創

意迎接改變。張校長祝福學生：「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已

深植在你們心中，其中有愉快的回憶，也有不愉快的經

歷，希望你們能『對順境感謝，對逆境感恩』，它們都是

讓你成長的動力。有空多回母校走走，並永遠記得自己是

真誠、正直、勤奮、樸實的師大人。」

// 校園記者賴祉維報導 //

	 再忙也要和你喝杯咖啡！臺師大於 2012 年 5 月 31

日下午舉行「公民咖啡館」活動，共度難忘時光。現場

擺設 15 個圓桌，吸引近 200 名學生一同參與，藉由換桌

討論，讓師生相互對話與聆聽，分享對全人教育的想法，

並找出行動新契機。

↑張國恩校長（右）致開場詞。

↑教育學院院長周愚文（左）為畢業生撥穗。

校園活動
04 ACTIVITIES

↑公民咖啡館吸引近 200 名師生參與，凝聚對全人教育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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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
04 ACTIVITIES

師駝獎開啟「璀璨星紀元」

得獎社團感動落淚

林口校區創意表演與趣味競賽

師生充分展現力與美

// 僑先部課外活動組提供 //

	 臺師大於 2012 年 4月 20 日在林口校區，舉辦創意表演與趣

味競賽活動，主要目的是紓解同學課業壓力，激發同學創意潛能，

增進同學情感交流，並可培養同學的向心力，發揮團隊精神。歷

年來深受同學之重視，參與情形也相當熱烈。當天活動由張國恩

校長主持，參加師長踴躍，校外貴賓有僑委會僑生輔導室吳主任

郁華等人。

	 創意表演為僑先部學生的特色活動，今年共有 10 個班級參

賽，競爭非常激烈，春 2組 1 班以「hold 不住矮人馬臉 show」

用大家所想不到的創意與搞笑，精彩的表現獲得評審及所有師生

的一致讚賞，並獲得最高榮譽第 1名及 10000 元獎金。此外，各

項趣味競賽中的木屐競走、大跳繩、10 人 11 腳比賽、教職員工

及學生拔河比賽、1600 公尺大隊接力比賽，讓師生充分展現力

與美，發揮團結合作的精神。

101 級體育表演會訴說夢想

「愛 ‧ 運動」展翅飛翔

// 校園記者何孟璇/路行報導 //

	 愛‧運動！臺師大年度盛事 101 級體育表演會，

2012 年 5 月 24 日起連續 3天，讓全校一起愛運動！經

體育學系及運動競技學系長達一年的籌備，101 級體表

會開場以射箭選手拉弓射向愛心氣球，一箭穿心代表愛

運動的心即刻爆發，華麗展開。

　　本次體育表演會共呈現 12 項體育表演節目，首發體操項目，今年分為競技體操和韻律體操，各自呈

現力道與柔美，競技體操以大學新鮮人想加入體操隊為楔子，展開一段為運動努力的故事；韻律體操則

配合緊湊的音樂，將呼拉圈、絲巾、圓球等道具配合優美身體律動，有觀眾驚呼：「好像在觀賞 3D立體

電影。」

// 校園記者王嬿婷/郭力瑜報導 //

	 禮堂下起黃金雨，得獎社團

感動落淚，社團年度盛事師駝晚

會，於2012年6月6日璀璨啟航，

頒出單項獎、師駝獎共12個獎項，

校長打扮成宇宙艦隊隊長，種下阿

勃勒希望種子，課外活動組老師粉

墨登場，穿插舞台戲劇表演，笑淚

交織，寫下社團人永恆回憶。

	 師駝晚會結合校慶，今年有

許多傑出校友，包含立法院長王金

平、體委會主委戴遐齡、附中校長

卓俊辰、嘉義市黃敏惠市長、知名

作家席慕蓉、資深媒體人黃肇珩、

人氣主播吳宇舒、藝人倪安東、任

容萱、球星何守正等都以影片為師

大獻上 66 歲生日祝福。

↑經體育學系及運動競技學系長達一年的籌備，101 級

體表會華麗展開。

↑學生表演揭開師駝晚會序幕。

↓學生 10 人 11 腳比賽洋溢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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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園地	
05	ALUMNUS

↓學生 10 人 11 腳比賽洋溢歡樂。

// 社會教育學系提供 // 

	 臺師大社教系系友大會於 2012 年 6 月 10 日

在教育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舉行，大會由現任社

教系系友會理事長王育文主持。與會貴賓包含林

副校長東泰、本系王振鵠名譽教授、李建興名譽

教授。社教系 48 級何謂熾系友，也是師大第 12

屆傑出校友，特自香港返台參加師大校慶典禮及

社教系系友大會，並於會中捐贈新台幣 10 萬元供

系友會辦理活動之基金。

// 校園記者李蘋芬/趙慶翔報導 //

	 為紀念臺師大教授林尹生前致力研究文學、

詩詞與文字學，國文學系於 2012 年 5 月 26 日在

綜合大樓舉辦「紀念林尹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

與會來賓包含台灣、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學者，會

中發表多篇學術論文，追思林尹教授卓越的成就。

黃金雨下記憶 

師大人悠遊認同卡正式發行

百年樹人最佳見證　

劉真老校長紀念音樂會

社教系系友大會溫馨相聚

紀念林尹教授　

各地學者齊聚研討會

// 校園記者趙慶翔/路行報導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和玉山銀行於 2012 年 4

月 20 日共同發行了一張結合校友證、信用卡、悠

遊卡及回饋功能的「師大人悠遊認同卡」。藉由

認同卡加強校友和母校之間的聯繫，不僅將校內

資源以優惠價格與校友共享，而且每一筆消費更

回饋千分之 2給母校，共創雙贏。

// 校園記者何慧軒報導 //

	 「臺灣師範教育之父」劉真於 2012 年 3 月

28 日辭世，為感念老校長對國家及教育的付出與

貢獻，臺師大特於5月11日舉辦感恩追思音樂會，

老校友、資深教授及劉老校長的家人們共聚一堂，

表達對老校長的無限追思。張國恩校長表示，未

來將爭取劉老校長故居、重整劉真紀念基金會，

讓過去、現在甚至未來的學生都能夠了解劉老校

長的努力與奉獻。

網路信用卡捐款開通 

捐款臺師大更容易！

臺師大網路信用卡捐款開通了，校友可

以至 http://love.ntnu.edu.tw 上，填寫

線上捐款同意書，選擇信用卡線上刷

卡，即可辦理。

↑教育系名譽教授伍振鷟追思劉真校長。

社教系系友大會上，來自各地的校友茶敘，氣氛溫馨。

↑臺師大和玉山銀行共同「師大人悠遊認同卡」，臺師大

副校長鄭志富（左五）期盼這張卡讓師大人能夠有一種共

同的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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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園地	
05	ALUMNUS

// 公關室莊雅婷報導 //

	 「百年捐百畫‧建設新師大」募集畫作終於

達到百幅！張國恩校長、藝術學院李振明院長、

美術系楊永源主任於2012年 5月11日前往高雄，

由藝術系校友麗尊集團李登木總裁做東，與當地

美術系校友餐敘，並鼓勵校友捐畫，共同為籌募

新大樓興建經費盡一份心力。

// 公關室莊雅婷報導 //

	 為增進美國西北區校友間的交往、互助合作、

砥礪修身、聯絡感情，經過校友們籌劃多時，已

於 2012 年 6 月 5 日 ( 校慶日 )，正式成立美國西

北區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並已選出周步岳擔任

首屆校友會會長。

臺灣美耐皿黃清章董事長 

捐助 100 萬元建設基金

吃果子拜樹頭 

校友梁偉勝捐贈 300 萬元助校發展

高屏美術系校友 

響應募畫支持母校

美國西北區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

正式成立

// 校園記者趙慶翔/路行報導 //

	 臺師大英語系 55 級校友，臺灣美耐皿黃清

章董事長於 2012 年 4 月 30 日邀請張國恩校長

至國賓飯店與士林扶輪社幹部用餐，期望藉由此

次會面增加母校與扶輪社的各種合作可能，包含

英語話劇比賽、贊助青年踏尋孔子行腳活動等計

畫，最後黃董事並捐助本校建設基金 100 萬元，

由張國恩校長受領。

// 校園記者林爭意報導 //

	 英語系 69 級香港地區僑生校友梁偉勝，雖已

在社會上闖出一番成就，但仍不忘本。梁偉勝先

生曾於 96 年、99 年返回臺師大，分別捐贈 300

萬及 400 萬元，而今年再致贈 300 萬的支票，報

答母校公費培育之恩。梁偉勝表示：「如果當初

沒有臺師大栽培的話，今天也沒有辦法過這種生

活。」透過實質金錢力挺校務發展，盼望學弟妹

求學之路能走得平順。

鍏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梁偉勝（左）捐贈300萬元，

由張國恩（右）校長代表接受。

來自高雄、屏東的美術系校友響應母校募畫，餐敘後合影。

臺灣美耐皿公司董事長（左）黃清章捐助100萬元建設基金。

美國西北區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成立，周步岳校友（左三）

擔任首屆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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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 捐款人  金額 身分 捐款人  金額 

校友（藝術系） 張洸照 100 萬元 物理系退休教授 鄭秀鳳 20,000 元

校友（英語系） 黃清章 100 萬元 校友（數學系） 師大人 14,755 元

校友（數學系） 洪俊德 10萬元 校友（教育系） 簡茂發 10,000 元

校友（地理系） 許美雲 207,405 元 校友（國文系） 梁小屏 10,000 元

校友（音樂系） 吳漪曼 50,000 元 校友（工教系） 林約吟 10,000 元

校友（教育系） 洪冬桂 20,000 元 校友（史地系） 陳國彥 10,000 元

校友（教育系） 吳清基 20,000 元 校友（體衛系） 桑慶容 10,000 元

校友（教育系） 高強華 20,000 元 校友（物理系） 何金龍 10,000 元

校友（美術系） 陳銀輝 30,000 元 校友（歷史系） 彭小甫 10,000 元

物理系退休教授 鄭秀鳳 20,000 元 校友（國文系） 黃慶萱 10,000 元

校友（生物系） 林元龍 10,000 元 工教系教授 戴建耘 10,000 元

校友（國文系） 王關仕 10,000 元 校友（教育系） 林亨泰 10,000 元

校友（社教系） 石安樂 10,000 元 校友（公訓系） 吳菜霞 10,000 元

退休教官 林精武 10,000 元 退休職員 石繼之 10,000 元

校友（國文系） 吳友蘭 10,000 元 校友（社教系） 蔡文欽 10,000 元

校友（國文系） 陳靜瑩 10,000 元 校友（數學系） 蘇啟寅 10,000 元

校友（物理系） 張秋男 10,000 元 校友（國文系） 陳頂源 10,000 元

校友（體育系） 鍾芝憶 10,000 元 校友（英語系） 張麗華 10,000 元

家長 曾俊卿 10,000 元 校友（國文系） 方鉅川 10,000 元

校友（衛教系） 黃書堂 10,000 元 校友（工教系） 楊萬和 10,000 元

政研所教授 蕭行易 10,000 元 校友（英語系） 林家瑜 10,000 元

校友（體育系） 盧心雨 10,000 元 地理系兼任教授 張瑞津 10,000 元

校友（社教系） 程武雄 10,000 元 校友（教育系） 蔡金庸 10,000 元

校友（工教系） 連錦杰 10,000 元 校友（教育系） 黃炳煌 10,000 元

校友（美術系） 江明賢 10,000 元 校友（社教系） 李振南 10,000 元

校友（社教系） 黃芳珍 10,000 元 校友（教育系） 王希平 10,000 元

國文系兼任教授 張春榮 10,000 元 　 何碧燕 10,000 元

英語系講師 顏藹珠 10,000 元 校友（國文系） 劉建軍 10,000 元

校友（家政教育系） 宋欽銘 10,000 元 校友（國文系） 蔡廷吉 10,000 元

校友（英語系） 林寶貴 10,000 元 校友（英語系） 周見賢 10,000 元

校友 譚家化 10,000 元 校友（英語系） 吳靜華 2,000 元

校友 翁金珠 10,000 元 　 蕭美雲 2,000 元

校友（工教系） 林義夫 5,000 元 校友（社教系） 葉碧華 2,000 元

校友（公訓系） 陳玉鳳 5,000 元 家長 沈阿鄉 2,000 元

　 曲博宇 5,000 元 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左乙萱 2,000 元

校友（工教系） 謝佩璇 3,000 元 校友（教育系） 王進焱 2,000 元

教職員 盧梅芳 2,000 元 　 趙慧貞 1,800 元

校友（工教系） 賴新泉 2,000 元 校友（生物系） 馮桂秋 1,200 元

校友（機電系） 張朝欽 2,000 元 校友（心輔系） 簡華妏 1,000 元

校友（社教系） 郭薇薇 2,000 元 校友（英語系） 李維恭 1,000 元

校友（化學系） 馮瑞基 1,000 元 校友（國文系） 吳英華 500 元

校友 彭作民 1,000 元 校友（教育系） 林宜青 500 元

校友（歷史系） 廖隆盛 1,000 元 社會人士 蔡旻芳 150 元

校務 / 建設基金

捐款芳名錄 
  2012 年 3 月 29 日至 6 月 30 日

身分 捐款人  金額 捐款用途

校友（英語系） 梁偉勝 300 萬元 歐文所、英語系、歷史系

物理系教授 張玉英 30萬元
49 級理化系系友會獎學金

化學系教授 陳素貞 24萬元

校友（地理系） 許美雲 207,405 元 地理系清寒學生獎學金

家長 傅秀珠 16萬元 （特教系）沈奕廷紀念獎學金

教職員 張素貞 2,000 元

體育系系務發展基金

　 體育系香港校友會 280,880 元

校友 陳景兒 50000 元

校友（體育系） 吳萬福 10,000 元

社會人士 鄭新永 10,000 元

校友（體育系） 王順正 10,000 元

校友（體育系） 林清文 10,000 元

其他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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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 捐款人  金額 捐款用途

　 高雄市校友會 10,000 元

體育系系務發展基金

副校長 鄭志富 10,000 元

運休學院院長 張少熙 10,000 元

體育系主任 程紹同 10,000 元

社會人士 王禹鑫 5,000 元

校友（體育系） 吳健煌 5,000 元

校友（體育系） 詹德基 5,000 元

校友（體育系） 卓俊伶 5,000 元

校友（體育系） 蕭淑芬 5,000 元

校友（體育系） 邱俊杰 5,000 元

體育系教授 方進隆 5,000 元

運休所所長 程瑞福 5,000 元

運科所所長 謝伸裕 5,000 元

體研中心主任 李建興 5,000 元

競技系主任 林德隆 5,000 元

體育室主任 溫良財 5,000 元

教職員 鄭元龍 5000 元

校友（體育系） 廖貴地 3,000 元

校友（體育系） 李昭慶 3,000 元

校友（體育系） 錢紀朋 3,000 元

校友（體育系） 黃貴樹 3,000 元

體育系講師 潘光敏 3,000 元

校友（體育系 ) 鐘敏華 2,500 元

教職員 林玫君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李霞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游福全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師大人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吳國銑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張家興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黃榮宗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蕭嘉惠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黃國恩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陳逸政 2,000 元

體育系助理教授 李恆儒 2,000 元

體育系助理教授 湯添進 2,000 元

體育系助理教授 何仁育 2,000 元

體育系講師 詹俊成 2,000 元

體育系講師 張琪 2,000 元

體育系講師 林慶宏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林貴福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田文政 2,000 元

體育系教授 黃長福 2,000 元

體育系教授 洪聰敏 2,000 元

體育系教授 蔡虔祿 2,000 元

體育系副教授 邱秀霞 2,000 元

體育系副教授 林靜萍 2,000 元

體育系副教授 王鶴森 2,000 元

體育系副教授 施登堯 2,000 元

體育系副教授 徐文慶 2,000 元

體育系助理教授 掌慶維 2,000 元

校友（體育系） 黃榮松 1,000 元

校友（體育系） 林聯喜 1,000 元

校友（體育系） 康正男 1,000 元

校友（體育系） 許樹淵 1,000 元

校友（運動競技系） 陳瑞辰 1,000 元

校友（體育系） 林政得 1,000 元

社會人士 彭宜雄 10萬元 彭宜雄先生優秀獎助學金

校友 陳超明 10萬元 英語系學生蔡宜庭獎助金

社會人士 師大人 60,000 元 社會教育學系「奉獻愛心、關懷社會」獎學金發放

校友 陳景兒 40000 元 體育系吳文忠教授勤奮獎學金

教職員 許樹淵 30000 元 冠軍獎學金

校友（社教系 ) 詹秀員 70,000 元 社會教育學系獎學金發放

企業機構 中興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20,000 元 設計研究所學生畢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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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 捐款人  金額 捐款用途

教職員 邱秀霞 20000 元 邱林媽女士獎學金

教職員 錢紀明 20000 元 錢鴻仁先生獎學金、錢林月娥女士獎學金

教職員 林正常 18000 元 吳文中教授勤奮獎學金、林泉殿先生勤奮獎學金

教職員 鄭志富 18000 元 永蓮獎學金

教職員 張少熙 16000 元 張炳隆先生獎學金

校友 楊禮朱 15,000 元 臺師大美國聖地牙哥校友會獎學金

教職員 施致平 15000 元 施錦源先生獎學金、楊紹宗先生獎學金

教職員 方進隆 14000 元 方石柱先生獎學金

教職員 溫良財 12000 元 溫思溪先生勤奮獎學金、段邦鐵先生勤奮獎學金

校友（數學系） 衛高榮、謝慶興、黃雅雲 11,000 元 數學系獎學金

公司企業 尊王活海鮮熱炒 10,000 元 贊助 101 級體育表演費

校友 黃英燦 10,000 元 圖書館書籍採購

校友 張鈴 8000 元 林雪娥女士獎學金

校友 林佑聰 2000 元

學生社團機電系學會運動會

校友 蘇哲玄 2000 元

校友 傅從順 2000 元

校友 徐偉傑 2000 元

校友 林均翰 2000 元

校友 陳俊宇 2000 元

校友 黃聖陽 2012 元

校友 杜致緯 1000 元

校友 徐振文 1000 元

校友 黃玟菁 1000 元

校友 廖鴻昀 1000 元

校友 鄭百恩 100 元

校友 張朝瑀 100 元

出納組組長 巫由惠 1,000 元
還願助學金

教職員 范良峰 500 元

學生 師大人 102 元 急難救助金

捐贈日期 畫作名稱 身分 捐贈者

1 101.4.12 觀自在	Hedge	Bamboo	 紐西蘭畫家 湯瑛玲

2 101.4.12 羊駝馴善 Friendly	Alpacas	2009 紐西蘭畫家 湯瑛玲

3 101.4.12 夜曲 Hocturne	2008 紐西蘭畫家 湯瑛玲

4 101.4.12 黃君璧 - 萬里直奔 1966 黃君璧之女 黃湘詅

5 101.4.12 黃君璧 - 雨過碧山 1985 黃君璧之女 黃湘詅

6 101.5.11 夜雨 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兼任教授 洪根深

7 101.5.11 港都千禧意象系列之一 高師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所長 盧明德

8 101.5.11 豐饒覺醒 樹德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教授 郭挹芬

9 101.5.16 團團圓圓陶盤 玄奘大學資訊傳播學院院長 羅慧明

10 101.5.21 懷古 屏東教育大學副校長 黃冬富

11 101.5.25 台東池上風光 翠光畫會會長、國際現代水彩畫聯盟總裁 何文杞

12 101.5.25 美濃放牛童 翠光畫會會長、國際現代水彩畫聯盟總裁 何文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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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畫芳名錄







一、學校介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立於1946年，前身為臺北高校，在臺耕耘

教育迄今90載，共有校本部、公館及林口三個校區。多年來，

本校在教育學術、政策與實務貢獻卓越，本校自我定位為「以師

範精神為典範，並以人文藝術、科學整合發展為特色之綜合型大

學」。

∣學術排名蒸蒸日上

本校於2011年榮獲「教育部頂尖大學」殊榮，科教與華語文國

際論文質量發表世界第一，教育研究全臺第一。

∣高度國際化之學府

本校招收國際學位生，國語中心每年逾6,000人次國際學生前

來，並設有僑生先修部，輔導僑生於臺灣升學，本校締結姊妹

校遍及5大洲34國。

∣運動代表隊豐富多元

本校運動代表隊共計38隊、入選國家代表隊選手，皆居全國之

冠。網球名將盧彥勳、羽球女將鄭韶婕、跆拳道選手莊佳佳等

多位體壇巨星都是本校學生。

∣禮聘名師提升教學品質

本校延聘名師，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中央研究院院

士林榮耀與鄭錦全、國家講座楊深坑等；並禮聘李政道為本校

名譽講座教授。

∣落實社會責任

本校除了致力於優質辦學外，亦善盡社會責任，推動服務學習

課程、積極參與各類社會服務活動、訂定特種獎助學金與工讀

金，使學生安心就學。

二、企業合作
本校設置產學合作專區，提供各領域專業研究人才，工教、化

學、物理、光電、圖傳、機電等系所皆有研發專利，並常於國際

發明展獲得佳績。

此外，本校並與上海復旦大學聯手打造兩岸總裁班，為企業家提

供人文底蘊和國際視野與前瞻務實的經驗，通曉兩岸，成功佈局

大中華市場。

本校豐富教學與進修推廣資源，是企業人才培訓合作的最佳選

擇。

三、校園改造與建設
本校位於臺北市中心，空間使用急需擴充，加上教育補助逐年減

少，每年近70％的經費需由學校自籌。

臺師大研擬出中長程校園改造規劃，於臺師大校本部、圖書館校

區及公館校區共規劃七棟新大樓，將先執行「文化生活館」與

「美術館與學生活動中心」之建設，總金費達2億9730萬。

∣「美術館與學生活動中心」

結合教學研究與美術館等多功能的大樓，除

了是研究學習場所，也讓臺師大珍藏的美術

作品能有適當展覽空間，發揮臺師大的藝術

人文特色。

【圖書館校區】

∣「文化生活館」

提供校內師生舉辦活動與休憩之用，地

下1樓規劃為機車停車場，解決學生停

車問題外也還給都市優質人行空間，地

上1樓為學生生活空間，2樓建造戶外露

臺區，打造師生新生活。

四、捐贈回饋
（1）捐款新臺幣壹佰萬元，指定興建校舍者，將鐫刻其姓名於建

築物之感謝牌上。

（2）捐贈達新臺幣伍佰萬元，得指定本校建築物之教室或研究室

一間，由捐贈者命名。

（3）捐贈達壹仟萬元以上者，其獎勵方式與捐贈者洽談另訂。

五、捐助方式
誠懇的請您一同幫助臺師大，您可以選擇：（1）單筆捐款、

（2）分期認捐、（3）建材設備實物捐贈的方式一起幫助我們。

捐贈節稅：個人或營利事業捐款於本校，視為對政府之捐贈，收據可

於列舉扣除額100％抵稅，不受金額限制。

捐款方式：

請填寫本校捐款同意書或上網 http://love.ntnu.edu.tw



基

本

資

料

 姓名 / 機構名稱  連絡電話

 通訊地址  □□□ – □□

 身分  □校友，民國 ______ 年 ___________________ 系 / 所  □臺師大教職員  □其他

 電子信箱  服務單位 / 職稱

 捐款用途  □大樓興建（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校務發展基金

 □其他 (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據寄送  □同捐款人，指定 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通訊地址，其他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金額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捐款同意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捐

款

方

式

 □現金  請至本校行政大樓 1F，公關室捐款。

 □支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01 專戶」( 美金支票「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402U account」)

 □郵政劃撥  戶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發展捐款專戶」，帳號「19937210」

 □銀行匯款 

    /ATM 轉賬  

 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01 專戶」， 帳號：「185350001030」。

 □信用卡捐款  填妥本單，傳真或郵寄至下方號碼或地址即完成捐款手續。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網站與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是 □否

捐款專線：02-77341041 莊雅婷小姐  // 傳真：02-23684393 

地址：10610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公共關係室

 持卡人姓名 	卡別  □ VISA □ MasterCard □ CJB

 卡號 	＿ ＿ ＿ ＿ – ＿ ＿ ＿ ＿ – ＿ ＿ ＿ ＿ – ＿ ＿ ＿ ＿  發卡銀行

 有效期限  西元 20___ 年 ___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方式如下： 

 1. 於民國 ____ 年 ____ 月，單筆捐款新台幣 ____________ 元。 

 2. 自民國 ____ 年 ____ 月，至民國 ____ 年 ____ 月，

     固定□每月 □每年捐款新台幣 ____________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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