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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恩校長(右)接見臺師大新形象大使盧彥勳，對於

盧彥勳於世界網壇的成就表示讚賞及肯定。張校長表示

為了讓盧彥勳可以全神投入網球比賽，征戰全球網壇，

已對盧彥勳進行課程彈性調整。

【公關室黃兆璽、校園記者馬杰堯報導】

網球好手盧彥勳今年六月在溫布頓男單十六強比

賽，成功扳倒去年溫網亞軍的美國好手羅迪克，

一戰成名的他不僅躍居全台第一位打進溫網八強

的選手，也贏得亞洲新球王美譽的盧彥勳首次返

校拜會校長，張國恩校長對他除了再次賀喜外，

也主動提及將為他進行課業與網球課程規劃，並

主動幫助盧彥勳取得更多的社會資源。

成功挺進溫布頓男單八強，被溫布頓官網

盛讚為最新英雄〈newest hero〉的盧彥勳，目

前仍是臺師大運動競技學系的研究生，校長張國

恩在他打進前八強的第一時間於校內發布恭賀，

今日接見盧彥勳的張國恩校長對盧彥勳說，對於

身為傑出校友的他，擁有如此的成就感到開心與

喝采，臺師大對這樣優秀的選手將持續給予高度

的肯定與關注。學校為了讓盧彥勳可以無後顧之

憂，長期征戰國際，已對盧彥勳進行課程彈性調

整，也主動向盧彥勳提及，待盧彥勳下次返台

時，將邀請他共同拜訪立法院長王金平，尋求更

多的社會資源協助。

臺師大校長張國恩對盧彥勳說：「看到你

奮戰不懈的精神，不僅讓學校增光，讓人感到佩

服，這樣的精神要傳承下去，讓每一位學弟妹都

能學習你的精神。」張國恩校長說：「學校很關

【公關室黃兆璽報導】英國高等教育調查

機構QS公布2010年世界大學前五百大排名，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首次進榜，而臺師大不僅是臺灣師

範教育體系中唯一入榜的大學，也是唯一一所未

獲教育部五年五百億補助的大學，卻能躍進全球

五百大的大學，臺師大發言人林安邦表示，這份

排名是對學校成長的肯定，臺師大近年積極打破

保守、師培學校的刻板印象，努力朝綜合型大學

發展，現在可說獲得肯定。

根據QS公司最新公布的2010世界大學排行

榜，今年台灣大學於國際的整體排名創下歷年最

佳成績，共有9所大學進入前五百大，根據調查報

告，依序排名分別為：台灣大學94名、清華大學

196名，成功大學283，陽明大學290名，交通大學

327名，台灣科技大學370名，中央大學398名；臺

灣師範大學和中山大學首次進榜，進入400到500

排名之間。

臺灣9所進入五百大的大學，八所大學都獲

得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的補助，而過去始終被定位

為師資培育的臺灣師範大學，則是唯一一所非五

年五百億補助之大學，這次能突破重圍進入排

名，臺師大全體師生都感到興奮，因為在臺師大

99~103年校務發展計畫的定位，正朝「以師範精

神為典範，並以人文、藝術、科學整合發展為特

色之綜合大學」邁進，所以臺師大也希望外界了

解，該校已是一個重視全人教育的綜合型大學邁

進。    

臺師大主任秘書林安邦說，這份排名主要受

到學術聲譽、教師研究報告被引用次數及外籍教

師數量等指數影響，臺師大自97學年度取得511件

國科會計畫，98年則增加到604件，總金額高達6

億9千萬元，總體數量名列全國第六名；國際學

生數量也從96學年度的565人成長到98年度的714

人，成長幅度高達128%，種種數據都顯示臺師大

的努力，這次躋身全球五百大排名，可說是對臺

師大的肯定與鼓勵。

心盧彥勳職業生涯發展，除了針對盧彥勳提供個

案的專業培訓規劃外，也要為他考量更長遠的生

涯規劃，幫助選手們在競技場上超越巔峰之後，

能擁有更理想的職涯發展。」

即將參加廣州亞運的盧彥勳，對於臺師大

的學弟妹也多加鼓勵，他說：「打進溫布頓前八

強，我覺得這是我自己人生一個階段的目標，我

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人生設定的目標或想法，如

果你們覺得這東西是重要的、值得的，那其實有

時候不需要想這麼多，那就是很簡單的想法去執

行、完成它，當然有時候很努力，仍沒有辦法獲

得最終的成果，但我覺得最重要得是努力的過

程，當你享受這個過程，等以後回想這個過程，

你會覺得這是很真實很甜美，希望每個同學都能

堅持到底不放棄，也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世界大學排行 臺師大躋身500大

盧彥勳勉學弟妹：堅持到底不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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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師大為歡迎大一新鮮人入學，9月16日於校本部禮堂舉辦「校歌新唱，星光閃閃」演唱會，邀請多位臺師大畢業的校友回到母校表演，領略臺師大「大師」們的多樣才華！

晚會最後由張國恩校長(右6)率同全體與會者高唱校歌後熱鬧結束。

【校園記者林惠娟報導】由台北南天扶

輪社贊助，為期三年的「南天攜手輔育計畫」

於9月17日舉辦98學年度「南天人生」成果發

表會，也於餐會中簽約下一年度的合作計畫，

持續培育臺灣師範大學心理與輔導學系的同學

到育幼院實際參與心理輔導與陪伴工作。台北

市南天扶輪社社長羅能楨深深一鞠躬表示感謝

外，也說道：「這已經達成三贏的局面」，與

會來賓也都表示肯定。

今年度28小時的輔導員訓練課程、為期兩

天的營隊活動及每學期十次的個別認輔會談，

六至八次的說故事團體，臺師大心輔系的學生

透過此計畫培養專業，也讓愛心育幼院、榮光

育幼院及伯大尼兒少家園的院童得到照顧與輔

導。

臺師大教育學院院長周愚文說：「近年來

台灣各大學開始推廣服務教育，但南天已經默

默實行了三年，熱心公益真的很不容易，站在

學校的立場，當然非常感謝與支持。」南天扶

輪社創社社長涂鄂良也表示：「大家都以為物

質的協助就足夠，然而從心的內部發出的愛心

才真的是非常雋永，雖然這樣的活動不能算多

龐大。」

接案近三年的學生張雅筑想起種種回憶，

尤其是收到結案時孩子們送的卡片，忍不住哭

了，她說：「五學期五十次晤談，通車時間甚

至超過一百小時，我認識了不同觀看世界的態

度，也更了解怎樣去傾聽一個人。」另一位學

【校園記者社教102高嘉鎂報導】校歌也可以

搖滾又抒情！9月16日晚間校歌迎新演唱會，用創

新校歌唱出不同的臺師大風格。公關室協辦「校

歌新唱，星光閃閃」演唱會，在校本部禮堂熱情

開唱，現場邀請7位知名歌手與樂團，以魅力四

射的音樂歡迎本校大一新鮮人，一同體會臺師大

「大師」們的多樣才華！

為歡迎大一新生加入臺師大這溫暖的大家

庭，「校歌新唱，星光閃閃」演唱會邀請到金曲

獎最佳新人徐佳瑩一同高歌。徐佳瑩對臺師大的

第一印象就是「守本分中做自己」，並和現場觀

眾分享3首新作品。除徐佳瑩外，演唱會中最特別

的是，邀請到臺師大明星校友陳冠宇、溫智皓、

洪子涵、林綾、林逸欣、左耳哼樂團，輪番高歌

唱出不同版本的校歌，從藍調、拉丁、鄉村到搖

滾風的創新版校歌，讓台下新生對校歌有不一樣

的認識。 

開場由洪子涵率先帶來流行節奏版校歌，

炒熱現場氣氛！而由四個大男孩組成的左耳哼樂

團，將校歌改編為現代流行音樂，演唱爵士風校

歌，不時用電子琴及貝斯輪奏，校歌頓時充滿搖

滾的靈魂！高人氣且才華洋溢的溫智皓將藍調靈

魂注入校歌，讓校歌立刻換了風貌，現場還表演

自彈自唱自己創作的心情故事，溫智皓溫暖的聲

音感染了現場所有的聽眾。溫智皓表示，自己雖

非大學部畢業學生，但能夠受邀演唱校歌，感到

非常的榮幸，也為此認真的練習！ 

風格多姿的校歌演唱中，創作才女林逸欣的

搖滾小提琴，以另類古典融合流行，演奏出鄉村

校歌曲風，以美妙的音樂和觀眾一起High翻天！

而鋼琴王子陳冠宇以熱情琴聲結合蕭邦夜曲，流

利順暢的彈奏，詮釋抒情浪漫的校歌，並為同學

帶來安可的波蘭舞曲，感動全場！  

最後則是臺師大大家長張國恩校長與大明星

們，帶領全場觀眾合唱校歌，溫馨場面讓現場同

學感到驚喜。國文103級洪偉倫表示，能夠聽到不

同版本的校歌，覺得非常新鮮；衛教103級洪宣

萱、程櫪君也覺得改編的校歌很有創意，最喜歡

溫智皓的藍調版校歌，聽完演唱會後直呼「記住

校歌了！」化學101級的呂易諺認為校歌改編後

令人印象深刻，而他非常喜歡林逸欣的小提琴版

本。 

演唱會憑票還可參加抽獎活動，獎品為時下

流行的LOMO相機和3C產品等。而校長張國恩、公

關室主任林安邦也到場共襄盛舉。星光閃閃中，

校歌新唱歡喜落幕，為臺師大新鮮人展開學期的

新開始！

創意校歌新唱 歡迎臺師大新鮮人

南天輔育3年愛心散播孤幼
生則說：「一個人的力量很有限，但因為有夥

伴，所以即使遇到孩子們的冷漠，最後終能將

理論與實務結合，打開孩子們的心房。」

根據98年度個別認輔的回饋分析，院生

認為在人際關係與認識自己方面都進步許多，

對心輔哥哥姊姊們的輔導不僅非常滿意還充滿

信任。除了有小朋友說：「我能夠把心裡的話

都說出來」「認識你真好！讓我可以更認識自

己」，更有人直接的表達出：「我好想你」

「我愛姊姊」。

愛心育幼院方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

看到大攜手對孩子的關心並不亞於我們，很深

很深。」榮光育幼院院長陳麗珍則表示：「只

要用心傾聽，孩子會分享，曾經就有孩子足足

說了一個小時，真的很謝謝南天扶輪社和大攜

手們，之後一起努力，加油加油！」今年度才

納入輔導計畫的伯大尼兒少家園認為：「大攜

手本身的陪伴對小朋友來說就已經充滿意義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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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師大社團迎新

嘉年華9月6日舉

行，各社團為了

招收新血，無不

使出渾身解數，

以精采的動態演

出、cosplay角色

扮演，吸引新生

的目光，掀起社

團招生大戰。 

   「2010水昌創意生活設計大賞」邀請全台12所設計校系

的學生參與競賽，臺師大副校長林磐聳(右)代表學校與

施華洛世奇簽署合作協議書。

【校園記者社教102高嘉鎂報導】臺灣師

範大學教學發展中心及人事室於8月31日，舉

辦為期二天的新進教師鴻鵠研習營，鼓勵25名

新進教師積極參與教學成長工作。此次新進教

師中，包含17位助理教授、5位副教授與3位教

授，為臺師大教學團隊增添新血。 

校長張國恩也到場勉勵新進教師，強調臺

師大教學與研究並重，教學上除了專業領域，

更要培育學生為師為範的精神，研究上提供拔

尖教師協助，加重對學生及教師的照顧。張校

長表示，臺師大是綜合型大學，培育諸多音

樂、美術及體育大師，學生表現優異且資源豐

富，因此希望新進教師除了利用學校資源，更

要將資源回饋學校，期許共同提升臺師大教學

與學術品質。 

透過舉辦2010年鴻鵠營，除促進新進教

師對學校的瞭解，同時讓新進教師學習成為良

師，達成教學、研究與服務的精神與目標。

【校園記者人發101吳傳慧報導】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99學年度新生入學始業典禮，9月

6日上午於臺師大體育館四樓舉行，臺師大校

長張國恩在講話中談到，如何以多元的教學資

源，兼顧研究與教學，讓「師大」培養「大

師」。 

張國恩表示，「選擇臺師大不會讓各位後

悔。」，強調地理位置之優勢及師資與藏書之

豐；臺師大更於世界網路大學排名中獲得全國

第三名的佳績；張校長也勉勵學子多元能力如

社團、畫展、音樂會等多方面的涵養，培養職

場為「師」、處世為「範」的「師範」精神。  

在四年求學生涯中，「誠正勤樸」不僅是

臺師大的校訓，「誠、正」也是身為師大人應

努力達到的目標；在未來以創意為重的時代，

期勉自己不僅在專業領域能有所增長，也能提

升美的素養。張校長與全體師生互勉也為臺師

大99學年度揭開嶄新的一頁。

鴻鵠營開訓 25老師加入臺師大

新生始業 張校長鼓勵多元發展

【校園記者英語102馬婉娟報導】臺師大社

團迎新嘉年華，「羣俠併起 豪氣干雲 2010 NTNU 

freshman party」，9月6日中午在日光大道熱鬧

舉行。為了招收社團新血，各社團無不使出渾身

解數，以精采的動態演出、cosplay角色扮演，吸

引新生的目光，掀起社團招生大戰。 

臺師大共分學術性、藝文性、康樂性、體

能性、服務性、聯誼性、綜合性七大類社團，透

過社團迎新嘉年華活動，能讓新生認識本校社團

種類與活動內容，使新生感受師大的溫暖與熱情

外，更能快速熟悉及適應校園，建立認同感，進

而參與各項社團活動，豐富大學生活。 

社團迎新嘉年華除了現場近90個社團攤位

的靜態展示外，還有充滿活力熱情的動態表演，

各個社團的演唱、戲劇表演、樂器演奏及舞蹈演

出精采絕倫，讓新生們感受到大學生活的豐富魅

力。 

在誠正中庭，還有社團迎新聯合資訊看板的

展示，各性質社團聯合設置社團迎新資訊看板，

提供社團宣傳品，宣傳社團迎新活動，並且提供

新生各項諮詢服務。

僑先部新生輔導 校長勉師範精神

【校園記者教育100馬杰堯報導】以bring 

sparkle in your life為主題，臺灣師範大學與施

華洛世奇台灣分公司9月20日聯合主辦「2010水晶

創意生活設計大賞」，邀請全台12所設計校系的

學生參與競賽，在展現學生的創意之餘，同時落

實生活美學的觀念。

雙方在臺師大文化創意產學中心舉行合作記

者會。臺師大、銘傳大學和雲科大等12所學校代

表一同出席，和施華洛世奇台灣分公司交換合作

協議書。校長張國恩表示，學校近年來相當重視

文化創意的發展，希望透過這類型的比賽，激發

校內設計人才的潛力。副校長林磐聳也鼓勵學生

多參與國際型競賽，無論得名與否，都將是求學

階段重要的體驗。

透過這次的合作案，臺師大與施華洛世奇希

望能扎根設計教育，鼓勵創作者將水晶材質多元

性地融入在生活當中。參賽者不僅有機會認識高

達30萬種的水晶素材，在比賽作品總價不得超過

水晶創意設計大賞 產學合作尋新意

羣俠併起 豪氣干雲  2010社團迎新嘉年華

新台幣兩千元的限制之下，也能激發他們的創造

力，思考如何突破不同材質的限制。比賽得獎名

單將公佈於施華洛世奇網頁上，獲獎者有機會參

與國際巡迴展出及洽談合作案，首獎還可免費參

訪施華洛世奇總部。

這是施華洛世奇台灣分公司首度針對大專院

校中設計相關背景學生增設邀請賽，臺師大視覺

設計系將代表參與紙藝包裝類競賽，初賽結果將

於10月15日公佈，視設系學生的設計能力令人期

待。

【校園記者英語102梁寶儀報導】臺師大

僑生先修部於9月13、14日舉辦為期兩天的99

學年度秋季班新僑生入學輔導講習。張國恩校

長向在場約1400位來自世界30多個不同國家的

新生說明僑先部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幫助僑

生們正式進入大學前，可以更容易地適應台灣

的教育模式與生活習慣。

張校長表示，臺師大對學生的教育與塑

造，最主要以師範教育精神為主軸。「臺師大

接手經營僑先部，臺師大精神也必須貫徹在僑

先部的教育理念，而臺師大精神的精髓，體現

在品德教育、全能發展與服務精神三者並重的

培訓。」張校長希望，未來在僑先部畢業的臺

師大人，日後不管進入哪一個行業，都要以職

場為「師」，處事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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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69級校友梁偉勝，現

任鍏盛科技總經理，因為感念母校公費的栽培，

在2007年亦曾捐款予母校；因其夫人陳惠江女士

亦是本校67級歷史系畢業，其夫人亦希望趁此機

會亦能對歷史系回饋，故此次將捐款提升為400

萬，2007年及2010年兩次捐款，共捐贈700萬元，

一部分作為弱勢僑生的獎助學金，另一部分則當

作英語系、歐文所與歷史系發展經費。

梁偉勝是香港的僑生，求學過程中，經濟狀

況不佳，曾經窮到三餐無著，靠著臺師大公費制

度的支持，才讓他順利完成大學學業。

感念母校栽培 捐款獎掖後進

畢業後，梁偉勝並沒有去學校任教，而是憑

著專業的英語能力，順利進入職場。雖然剛開始

工作的薪水，比其他大學畢業的同事還要低。然

   楊義堅(前排右)與太太共育有

個6子女，個個在社會上都有傑

出表現，讓楊校友感覺欣慰不

已。

●臺師大教育系38級校友楊義堅，創辦私立

及人高中並兼任校長三十年，在教育方面成就卓

越，深獲社會各界之讚譽。

楊義堅出身窮鄉僻壤貧農之家，深知窮人

的困苦，因此稍有儲蓄，就不會忘記要「回饋社

會、樂善好施」，到處去幫助窮苦的人，送金

錢、米糧，甚至送棺材，在大陸家鄉為高中母校

建教學大樓，為地方修葺古蹟，造橋鋪路，更在

母校臺師大設置獎學金近三十載，並捐助臺師大

學術發展基金會等達新台幣數百萬元。

簞食瓢飲成長 貧困情 感受深

就讀高一那年，父親在年頭、母親在年尾相

繼去世，他依靠兄嫂生活，有一次兄嫂為了他的

升學問題爭吵，他在隔壁房裡聽到，心裡十分難

過，為了不造成兄嫂的困擾，便向姐姐借了兩錢

黃金做船費，只帶了一個破藤箱，兩套舊衣服，

趁著兄嫂不在家，留了字條向哥哥告別，就一個

人搭小帆船從福建渡海來臺。 

來台後不久就找到工作，雖然是機關裡的小

職員，但他省吃儉用，短短兩個月後就已經存了

兩錢黃金，後來就憑此兩錢黃金，在民國三十八

年秋天進入臺師大就讀教育系。 

當時的師範生可享受公費：由公家供給吃

楊義堅：興學濟貧 做好事心寬慰
【企業達人】

和住，每年發給一套卡其布校服，每個月還發

十五元零用費。楊義堅第二學期起就靠投稿報紙

所領稿費維持生活開銷，可是稿費很微薄，又不

定時，學校膳食三餐除供應一碗白飯外，下飯的

僅是一塊豬肉或牛肉，因為母親的迷信，小時候

不讓楊義堅吃牛肉，遇到吃牛肉時，只好吃白飯

充饑。還記得有一次，班裡全體同學去陽明山旅

行，把一天的伙食費全部領出，於中午一餐吃

掉，害楊義堅晚餐沒有著落。

大四那年，楊義堅考進報社兼差，生活開始

獲得改善。回憶起大一大二時，曾參加學校許多

的社團活動，當時全國各地學運如火如荼，楊義

堅為爭公道與正義，任何一次運動，總是不落人

後，還被列為保安司令部黑名單第一名，每天都

生活在恐懼之中，沒辦法認真讀書，卻也從中學

習和領悟很多做人做事的方法和經驗。 

  

設獎學金 鼓勵學子不遺餘力

從臺師大畢業後，楊義堅擔任過臺師大校

友樓管理委員會委員、臺師大校友文化基金會董

事、中華民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常務理事

達三十餘年，十分熱心於回饋母校、服務校友的

工作，而且每年不間斷的提供獎學金，鼓勵學弟

妹認真學習。楊義堅說，錢是身外之物，他不相

信做好事來生會有好報，不過做了好事，心情覺

得安慰罷了！

楊義堅回想創辦私立及人高中的十數年間，

每日總是自清晨七時開始工作，直到深夜十一

時，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休息，夙興夜寐，不

敢絲毫懈怠，而且事必躬親，一直記住「一分耕

耘，一分收穫」，深信鐵杵也可磨成繡花針。

【校園記者黃德欽報導】

梁偉勝：外語、資訊能力 求職法寶
【企業達人】

而梁偉勝並不在意，繼續努力工作，用實際的工

作能力來證明自己，終於受到老闆的肯定。

梁偉勝認為，臺師大的環境與條件很好，從

臺師大畢業的學生，有著堅毅穩定的特質，能夠

面對社會職場各式各樣的挑戰。像他自己從英語

系畢業，卻可以進入科技產業發展，能夠如此成

功轉換跑道，源於在師大在學期間受到良好的語

言訓練，加上其他廣泛的知識，就能夠有能力及

信心面對整個產業市場，甚或國際化的競爭。 

加強外語能力 求職多份機會

所以梁總經理也特別提醒學弟妹們，一定

要好好加強自己的外語和資訊能力，多一份技能

就會多一份機會！如今梁總經理事業有成，十分

感念臺師大這四年的培育，決定盡自己棉薄之力

回饋母校，也希望藉由這樣拋磚引玉的行動，能

促使更多校友一起回饋母校，讓母校更順利的發

展。

【校園記者黃德欽報導】

楊家全家福

    梁偉勝(右)與太太陳惠江都是臺師

大校友，兩人感情濃厚，經常趁空閒

時期到世界各地遊山玩水。
鶼鰈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