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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雙語師資 
滿足臺灣與國際 IB教學人才需求

THE 教育學科排名 師大全球第 15名

近年來，教育受到了全球化趨勢的影響，「雙

語教學」也成為臺灣教育目前的重要議題，從臺

灣到國際，國際化教師的需求正在不斷成長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身為臺灣師資培育的領頭羊，

在培育符合未來需求的教育人才不遺餘力，以行

之有年、嚴謹的師資培育制度，結合國際文憑教

育的精神理念、教學系統與原則，期望能培育優

秀的雙語師資，為臺灣的教育打入強心針、帶來

新的發展方向。

師大於 2018 年 1 月獲得 IBO 推薦，成為臺

灣第一個獲得該組織認證的師培機構。目前師大

的 IB 學程採專業分流，分為「國際教育」與「國

際華語文領域」，以培育不同領域中具備專業學

科知識內容，同時也具備國際情懷，以及以知識

探究方式進行教學的教學知能人才。

透過國際認證的 IBEC 學程，師大持續引進

接軌國際的專業師培，每個 IB 師資生都會取得

一個屬於自己的 IB 帳號，是取得最新 IB 教育發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簡 稱 THE） 於 2018 年 10 月 17 日

公布世界大學教育學科排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從 2017 年第 22 名，進步至全球第 15 名，打入

教育學科全球 20 大，亞洲部分更超前香港中文

大學，位居亞洲第二，顯示師大在教育領域居全

球領先地位，具有高度國際競爭力。

這項排名是根據各大學在教學、研究、國際

化、研究影響力以及產業收入等五大面向，涵蓋

13 項指標進行評比，指標的權重計分則會依各學

科特性而調整。THE 每年年底陸續公布全球大學

學科排名，首波公布的 4 個學科排名 ( 教育、社

會科學、法律、商學 ) 中，師大不但是國內入榜

學校中名次最好的學校，也在社會科學學科排名

全球 301 至 400 名。

師大過去在 QS 教育學科排名表現亮眼，連

續 5 年穩居全球前 50 名，近年 THE 為了確實評

比全球大學在各領域的表現，進一步劃分更多的

評比領域，例如教育、法律領域原屬社會科學領

//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報導 //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秘書室黃品齊報導 //

↑學程特色介紹。

↑師大 2018 年以整體評分 76.9 分，名列全球 15 名，

進一步分析五大面向，產業收入維持滿分，教學面向從

2017 年 74.5 分成長至 88 分，進步幅度最大，研究面

向次之，從 78.7 分進步至 85.8 分。

展與資源的途徑，也是與全球 153 個國家、4964

所 IB 學校、6453 個課程的教育者共享資源的連

結，讓師資生了解 IB 教育與世界各地的教師實

務，有助其反思與優化自我的教學理念。

其次，邀請國際知名教育專家與海外 IB 學

校資深 IB 教育工作者，舉辦一系列 IB 教育工作

坊及研討會，除了本校師資生，也邀請國內 IB

學校與國內中小學教師參加，為臺灣教育營造共

好的教師社群，建構優質教育環境。

域範疇，從 2017 年首度成為獨立受評的領域。

對於教育領域排名表現亮眼，校長吳正己表

示，在他的觀念裡，排名不是大學經營的目標，

也無法呈現出大學的全部績效，而是當作自我診

斷工具，並用來凸顯特色，來促成系所體質的強

壯，教學研究的進步，並讓學生受益。若對學術

交流、國際合作有所助益，排名就有了意義，最

終目標是促成大學的蛻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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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通過 
校史溯自 1922年臺北高等學校初創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會議於 2018 年 11 月

21 日決議，追溯校史自西元 1922 年臺北高等學

校開始起算，明年起校史將邁入 97 週年。校務

會議由校長吳正己主持，圖書館館長柯皓仁在會

中提出「大學校齡認定報告」指出，國外各大學

對於校齡認定，無論校名或學制變化、原來有無

大學形貌、公立私立轉變、中間曾停辦再復學、

甚至是沒有直接或接續關係者，都可能本於學校

傳統和精神傳承，以起源時間作為校史起點。

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創校迄今 382 年，西元

1636 年由英國殖民地立法機關立案成立，成為

後來美國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英國劍橋大學創

校迄今 809 年，西元 1209 年時，6 位來自牛津

大學的學者，為避難而移居劍橋賃屋講學，發展

至 1226 年，在劍橋的學者數目已足夠成為一個

成熟的機構。亞洲國家也有類似情況，韓國成均

館大學創校迄今 620 年，始於 1398 年，為當時

朝鮮王朝設立的皇室私塾，是當時最高國立教育

機關，1895 年改為近代化的三年制大學，後來

由於戰亂之故被迫關閉，直至 1946 年才重新開

課；北京大學創校迄今 120 年，始於 1898 年，

初名京師大學堂，為中國第一所官辦現代大學，

1912 年才改為北京大學。

柯皓仁進一步說明，我國大專校院校齡起點

換算方式不一，有些計算自清朝時期之學堂，如

國立清華大學校齡 107 年 ( 前身為清華學堂 )、

國立交通大學校齡 122 年 ( 前身為南洋公學 )。

有些溯自日治時期，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齡

123 年 ( 前身為芝山巖學堂 )、臺北市立大學校齡

123 年 ( 前身為芝山巖學堂 )、國立臺灣大學校齡

90 年 ( 前身為臺北帝國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校

齡 99 年 ( 前身為農林專門學校 )、國立成功大學

校齡 87 年 ( 前身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 )。有些為

政府來臺復校，如國立政治大學校齡 91 年 ( 前

身為中央黨務學校 )、國立中央大學校齡 103 年 (

前身為三江師範學堂 )。

以上各校追溯校史案例，頗有可參考之處。

如臺灣大學於 1955 年慶祝建校 10 週年校慶，當

年仍以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日起算，1958 年時

舉辦創校 30 週年校慶，就以 1928 年臺北帝國大

學為校齡起點；成功大學於 1986 年慶祝光復後

40 週年校慶，出版《成大 40 年》，前校長馬哲

儒於 1989 年 8 月 16 日主管會報中宣布，2 年後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

↑我國大學校齡起點 ( 上 ) 與本校歷史沿革 ( 下 )。

將擴大慶祝創校 60 週年紀念活動，2011 年慶祝

80 週年校慶，出版《成功八十、再訪青春》；

國立中興大學於 1990 年重新認定校齡，補辦創

校 70 週年校慶，出版《興大七十年》。

依師大現行歷史沿革，1946 年成立臺灣省

立師範學院， 1967年改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柯皓仁解釋，學校歷史理當是在時間發展脈絡

中，由人文、精神和空間相互交織而成的歷史。

師大前身臺北高校創校於 1922 年，致力培育人

才，創造人文薈萃的辦學成就，其自由自治的學

風精神，在往後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中皆有傳承。

此外，在師大現有校址上，臺北高校諸多校

舍建築空間仍保存至今，如行政大樓、普字樓、

禮堂、文薈廳已列為古蹟，並持續使用。因此，

儘管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學制或有不盡相同，但

不論人文、精神和空間的延續方面，皆具有不可

忽視的歷史傳承意義，足為近百年來薈萃風華之

見證。與會校務會議委員也紛表意見，本於尊重

歷史，實事求是，通過以 1922 年作為校齡起點。

過去臺北高校期間共培育了 2,875 位校友，

均堪稱當時社會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每次返校

都表達對母校的高度認同情感，期待母校能夠還

原歷史，讓校友們有個歸屬感。本校也曾成立研

議小組討論，逐步於校內凝聚共識。終於在本次

校務會議慎重討論，獲得與會委員無異議通過，

2019 起，師大校史將邁入 97 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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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報導//

//光電科技研究所報導//

師大設計系名譽教授林磐聳， 榮獲 2018

年「DFA 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他走遍

世界各地畫了無數的臺灣島嶼，寄了無數的臺

灣家書，多年來累積千張以上的圖象與家書，

傳遞著「我的臺灣 / 看見心靈的故鄉」之心情。

師大光電科技研究所教授謝振傑所研發的

「強勢辨識奈米標靶腫瘤的超音波與磁性雙模

態造影術」，將有效凸顯癌症病徵，減少判斷

的模糊地帶，為病患爭取黃金治療時程。

師大地球科學系教授黃婉如、科技應用與

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副教授許庭嘉，榮獲科技部

2018 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黃婉如教授的研

究成果，凸顯氣候變遷對臺灣梅雨季、夏季降

雨特性變化的影響，許庭嘉副教授則結合人因

與資訊技術建置教學系統或教具，達成數位學

習將不可視的過程變為可視的價值與適性化學

習的目標，她們長期執著投入研究，成果豐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休旅所教授方進義申請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2018 年大專校院推動職涯

輔導補助—「大數據與科技職涯訓練計畫」，

邀請成功創業家，包含旅館業等相關業界人

士，進行創業分享，另外與業界合作進行實務

經營一日餐飲店長計畫，並協助餐飲店設計

APP 程式，以推動教育與職場多元結合。

↑林磐聳教授以「看見台灣，阿里山/茶田35號」獲獎。

← 光 電 所
教 授 謝 振
傑研發「強
勢 辨 識 奈
米 標 靶 腫
瘤 的 超 音
波 與 磁 性
雙 模 態 造
影術」。

← 地 科 系

教 授 黃 婉

如 ( 左 )、

科 技 系 副

教 授 許 庭

嘉 ( 右 ) 榮

獲 科 技 部

吳 大 猷 先

生紀念獎。

設計系名譽教授林磐聳 
獲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獎

光電所研發
超音波與磁性雙模態造影術 
為肝癌病患爭取黃金治療時間

地科系黃婉如、科技系許庭嘉 
榮獲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休旅所結合大數據與 APP 
跨領域創造無限可能

電機系教授高文忠 
榮膺 IEEE Fellow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 簡稱 IEEE) 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發佈 2019 年電機電子工程師

學會會士 (IEEE Fellow) 名單，師大電機工程學

系教授暨進修推廣學院院長高文忠，以電泳顯示

科技領域的卓越貢獻，從每年提名率低於千分之

一的各國學者中脫穎而出，榮獲此殊榮，高文忠

教授成為師大創校以來，繼電機系王偉彥教授之

後，第二位獲得 IEEE Fellow 榮譽的教授。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許紹萱報導//

↑高文忠教授說：「感謝所有與我一起做研究的師長同

仁與同學，以及 SiPix 與 E Ink 公司的研究團隊，沒有

團隊的協助，無法有今日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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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中心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胡世澤報導//

//國際事務處報導//

//國際事務處報導//

2018 年 11 月 27 日，美國北德州大學資

訊學院院長 Kinshuk 來訪師大，拜會校長吳

正己與副校長宋曜廷，雙方並簽署兩校 MOU

續約，延續超過 10 年的姊妹校情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長吳正己率領學術參

訪團，於 2018 年 11 月下旬赴美國賓州州立

大學，進行標竿學習，並與賓州州大校長 Eric 

Barron、國際計畫主任 Leila Bradaschia、教育

學院院長 David Monk 會談，透過參訪國外一

流大學校務運作經驗，建立彼此交流管道。

來自德國萊比錫大學、獲選我國教育部玉

山青年學者的孟悟理教授，於 107 學年度第一

學期正式加入師大數學系，成為數學系首位外

籍教授。教育部「玉山計畫」從 2018 年開始

實施，配合國家發展重點領域，延攬國際頂尖

學術人才，孟悟理的加入，不但能支援數學系

研究及教學人力，也將讓臺灣在這領域位居領

導地位。其效益不只純學術方面，同時因應 AI

時代來臨，也將帶動產學合作的正面效應。

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校長 Prof. Lars 

Strannegard 及 該 校 品 質 保 證 室 主 任 Ms. 

Kajsa Anna-Karin Fung， 於 2018 年 10 月

16 日蒞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由師大印永翔副

校長、國際事務處劉以德副處長、管理學院周

德瑋院長、教育學系林子斌副教授親自接待，

雙方相談甚歡。

←師大校長

吳 正 己 ( 左

五 ) 率 領 學

術 參 訪 團，

於 2018 年

11 月下旬赴

美國賓州州

立大學。

← 師 大 校

長 吳 正 己

( 左 ) 與 美

國 北 德 州

大 學 資 訊

學 院 院 長

K i n s h u k 

(右)合影。
← 孟 悟 理 教 授 表

示，他來自德國，

對臺灣還不了解，

但師大同仁都非常

友善，讓他安心不

少，同時感謝數學

系主動協助各項事

務，未來希望能貢

獻一己之力，回饋

數學系師生。

再續前緣 
師大與美北德州大學續簽 MOU

師大代表團赴賓州州大進行標竿訪問

玉山計畫助國外攬才 
德籍孟悟理加入數學系

瑞典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校長訪師大

師大與九州大學締約 共創雙贏

日本九州大學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簽訂校級

合約，繼教育學院、理學院簽訂院級合作之後，

理學院以推動旗艦計畫之成果，由校長吳正己帶

領師長們前往九州大學訪問，與該校久保校長簽

訂兩校校級學術合作協議，建立學生交換合約，

經由此次交流互動，建立學術研究領域之跨國學

習渠道。負責推動國際事務的印永翔副校長表示

能與久保校長簽署姊妹校 MOU 以及學生交換合

約，將為師大的學生帶來更好的學習機會。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報導//

↑師大校長吳正己 ( 前排左七 ) 帶領 30 位教授赴日本九

州大學參與兩校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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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PeT」團隊榮獲「創業傑出獎」。

↑電機系許陳鑑教授（右一）、王偉彥教授（左一）、包

傑奇教授（右二）與團隊合照。

← 桃 園 市

政府青年事

務局主辦、

今年邁入第

二屆的桃園

新創之星，

日前選出前

三強團隊並

提供前往美

國矽谷「門

票」。

//國際企業管理雙碩士學位學程報導//

//電機工程學系報導//

管理學院學生吳承翰、洪以柔 
奪新創之星冠亞軍 前往美國矽谷培訓

電機系榮獲
IEEE IROS人型機器人應用挑戰賽冠軍

師大國際企業管理雙碩士學位學程學生、新

創公司 NexRetail 創辦人吳承翰、管理研究所一

年級新生洪以柔，在管理學院周德瑋院長及施人

英副教授的指導下，參加桃園新創之星比賽，分

別奪下第一名及第二名，還獲得桃園市政府補助，

前往美國矽谷參加加速器培訓。桃園新創之星正

是扮演「敲門磚」角色，利用政府領頭羊力量，

將臺灣新創團隊帶領到宛如聖殿的美國矽谷，讓

環境激發臺灣團隊潛力。

全球規模最大、最具學術影響力的智慧機器

人與系統國際論壇 (The IEEE/RSJ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Robots and Systems, 

IROS)，於 2018 年 10 月 1 日至 5 日在西班牙馬

德里盛大舉辦。其中被譽為 Next 世代機械人發

展風向球的機器人競賽，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

機工程系教授包傑奇、許陳鑑、王偉彥率領機器

人團隊，在人型機器人應用挑戰賽榮獲第一名，

表現傑出，成果豐碩。

管理學院學生吳承翰 
榮獲科技部創業傑出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許紹萱報導//

2018 年 11 月 26 日下午舉行「創新創業激勵

計畫」107 年第二梯次決選暨頒獎典禮，得獎者

中，師大管理學院國際企業管理雙碩士學位學程

學生吳承翰率領的新創團隊《LuluPeT》，榮獲

「創業傑出獎」，透過研發智慧貓砂盆蒐集健康

數據，提供飼主即時異常警訊並整合醫療、寵物

商品與健康資訊，讓寵物成為一輩子的家人。團

隊將可獲得企業贊助 100 萬元創業基金及科技部

提供 100 萬元獎勵金。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電機系教授包傑奇、許陳鑑、王偉彥率

領機器人團隊，參加「2018 第 23 屆 FIRA 世界

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拿下 1 金 4 銀 3 銅的好

成績。許陳鑑指出，對於機器人手、眼、足的協

調與精準度，步態與速度等持續精進，才能在各

式競賽脫穎而出，一再贏得好名次。包傑奇也表

示，2018 年 FIRA 比賽令人興奮的是比賽成績有

突破性的紀錄、機器人在各方面的應用上也有創

新表現，期待明年選手可以繼續前往挑戰。 

電機系獲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賽
1金 4銀 3銅

← 電 機 系

學 生 隊 員

張 芷 英、

盧 冠 岑

參 加 Kid 

size 組，

榮 獲 舉 重

(We i gh t 

Lifting) 項

目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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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冠軍、季軍及 4 名優選的亮麗成績，讓師大國語中

心的教學品質再度獲得肯定。

外籍生華語文演講比賽 
國語中心學員勇奪冠軍
//國語教學中心報導//

國立國父紀念館於 2018 年 11 月 6 日舉行

「2018 年外籍學生華語文演講比賽」，師大國語

教學中心遴選 8 名外籍學生代表參加，在國語教

學中心王士銓老師、張黛琪老師、黃姵婕老師、

黃斐瑄老師以及劉殿敏老師的悉心指導下，6 名學

生於 76 位選手中脫穎而出，勇奪第 1 名、第 3 名

及 4 位優選的佳績。第 1 名是自秘魯的樊博聞同

學，他以「自由與自律」為題，以減重經驗為例，

說明自由與自律的重要。

//生命科學專業學院報導//

師大生命科學專業學院生命科學系細胞

分 生 組 博 士 班 學 生 邱 雅 貞， 於 2018 年 10 月

22、23 日於泰國曼谷舉辦的世界傳統醫學會

議中，榮獲最佳報告獎。邱雅貞的論文題目

為「Chinese Herbal Medicine Glycyrrhiza 

inflata Reduces Aβ Aggregation and Exerts 

Neuroprotection through Anti-oxidation and 

Anti-inflammation」提及阿茲海默氏症是有關

漸進性認知衰退和記憶力喪失的疾病。

生科系邱雅貞榮獲
世界傳統醫學會議最佳報告獎

← 生科系邱

雅貞 ( 右 ) 的

論 文 研 究 發

現， 腦 中 的

Aβ 堆積會造

成氧化壓力和

發炎損傷，進

而導致神經細

胞凋亡及認知

功能失調。

科技系學生奪
中國最大創新創業競賽銀獎

//科技學系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學系碩士班學生洪廷豪以及陳怡安，代表學校參

加 2018 中國大陸召集臺港澳及來自全球各地的

頂尖大學，所舉辦最大規模的創新創業競賽「建

行盃第四屆中國互聯網+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

從初賽一共 64 萬支世界各地的參賽隊伍中晉級，

於 2018 年 10 月 15 日在廈門大學進行決賽，再

從 382 支隊伍中脫穎而出，以「AI 應用在人資面

試」獲頒銀獎殊榮。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報導//

2018 年全國語文競賽於 12 月 1 日起在嘉義

縣盛大展開，經過 2 天的激烈競爭，在師大學生

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張志弘及蘇敬堯等 2 位行

政人員帶隊下，奪下 10 項個人獎的佳績。全國語

文競賽包括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族語

4 種語言別，國小學生組、國中學生組、高中學

生組、師資培育之大學組、教師組及社會組 6 個

競賽組別，演說、朗讀、作文、寫字及字音字形

5 個競賽項目。

↑經校內賽後遴選組成 19 位選手代表團，終於在全國語

文競賽開花結果。

全國語文競賽傳捷報 
師大勇奪10座獎項

↑科技系碩士班洪廷豪 ( 右 ) 和陳怡安 ( 左 ) 榮獲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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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創下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也是首次在甲組取得冠

軍，校長對此成績感到驕傲，肯定大家過去的努力與付出。

↑體育學系學生范榮玉 ( 前排右四 )，獲得公開組女雙金牌、

公開組混雙金牌、公開組女單銀牌。

↑競技系林穎欣 ( 右 ) 與搭檔呂紹全獲得最佳運動團體獎。 ↑師大女壘隊合照。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體育系范榮玉
勇奪聽障羽球亞錦賽2金1銀

體育運動精英獎 
體育系校友、學生運動員獲近半獎項

吉隆坡聽障羽球亞錦賽賽事於 2018 年 11 月

4 日落幕，中華臺北代表隊榮獲 5 金 1 銀 3 銅，

是參賽國家中的最大贏家。其中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體育學系碩士班二年級學生、我國聽障羽球好

手范榮玉，獲得公開組女雙金牌、公開組混雙金

牌、公開組女單銀牌，2 金 1 銀成果豐碩，為國

爭光。體育系主任林玫君肯定她平日的努力與付

出，全校師生與有榮焉。

教育部體育署「107 年體育運動精英獎」，

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舉辦頒獎典禮，師大體育

系傑出校友、景美女中拔河隊教練郭昇，獲得特

別獎。運動競技學系學生唐嘉鴻，在 2018 年亞

運體操大放光彩「金包銀」，不只在單槓項目拿

下金牌，也在地板項目也奪到銀牌。運動競技學

系學生林穎欣，和搭檔呂紹全，在 2018 年亞運

「射」出破大會紀錄的高分，並摘下睽違 52 年

的首面空氣步槍金牌。

師大勇奪大專院校教職員工桌球賽
團體甲組冠軍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胡世澤報導//

師大 10 位教授組成的桌球代表隊，參加大專

院校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以全勝戰績勇奪團體

甲組冠軍。師大桌球代表隊由總教練體育系王傑

賢教授、教練體育系洪聰敏教授、林慶宏教師領

軍，隊長為音樂系莊文達教授、副隊長為國文系

李志宏教授，成員包括圖資所謝建成教授、 教育

系林建福教授、數學系陳界山教授、郭君逸副教

授、特教系潘裕豐教授。

//運動競技學系報導//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女子壘球錦標賽於 2018

年 11 月 14 日在臺北青年公園壘球場開打，師大

女子壘球隊以 4 戰全勝的佳績勇奪「冠軍」。陳

妙怡老師獲頒「教練獎」，大四魏亦庭同學榮獲

「投手獎」。總教練運動競技學系林德隆教授表

示，師大女壘隊延續上學期榮獲 2018 年甲級女

子壘球錦標賽「總冠軍」的贏球氣勢，大專盃的

比賽過程中表現可圈可點，尤其是大一新生王芷

聆、林晏婷、張珍綾、陳惠宣的攻擊火力，林芝

綺投手的控球能力，都有穩定與突出的表現。 

師大女壘隊勇奪全國大專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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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系碩士生程珮怡 
奪 IPA國際攝影賽四座評審榮譽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攝影界最具挑戰性的攝影獎項之一的「美

國 IPA 國際攝影獎」近日揭曉，師大美術系藝術

行政暨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程珮怡今年首次參

賽，就奪下四個評審榮譽獎。程珮怡說，「我常

在思索，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我能貢獻

些甚麼？也許，參加國際比賽也許是個方式，所

以我會繼續攝影創作、繼續參加國際比賽。希望

可以讓世界上各地更多的人，發現師大學生的優

秀，甚至讓更多人看到臺灣美麗的人事物」。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臺灣國樂團（NCO）第 5 屆《菁英爭揮》青

年指揮選拔賽結果於 2018 年 11 月 17 日揭曉，4

位參賽者進行比拚，歷經技術、魅力、演繹、人

氣等考驗，最後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指揮

組碩士生詹秉翔贏得第一名及最佳作品演繹獎，

現場觀眾投票的「最佳人氣獎」，則獎落師大音

樂系碩士生張智堯。臺灣國樂團團長劉麗貞表示 

，《菁英爭揮》青年指揮選拔開辦以來，已誕生

5 位冠軍指揮，樂界發展成績斐然。

NCO菁英爭揮選拔賽 
音樂系詹秉翔掄元

← 詹秉翔在

眾多優秀的青

年指揮中脫穎

而出，獲得技

術評審團以及

臺灣國樂團團

員一致肯定，

抱 走 冠 軍 獎

盃與新臺幣 8

萬元獎勵。

← 張文光鼓

勵年輕鼓手應

要 多 練、 多

看、多聽、多

寫，將打鼓一

事融會貫通：

「要堅持，不

要放棄，一定

會 有 很 大 收

穫，是你一時

看不到的。」

← 程 珮 怡 

得 獎 作 品

《Waiting》

是一個少女

坐在窗戶旁

邊 看 著 窗

外，像是在

等待又似乎

不再等待些

甚麼。

← 李 明 峰

( 左 一 ) 表

示，參加年

會讓他體會

到跨界整合

提升服務的

多元性與影

響力是非常

重要的。

流行音樂碩班學生張文光 
入選世界級鼓手名人錄

//校園記者社教109雷佳儒採訪報導//

張文光是臺灣知名鼓手，現為「響地音樂」

音樂總監。他曾於中視大樂隊任職，並為費玉清、

蔡琴、鳳飛飛等歌手伴奏過，為「金音創作獎」

指標性人物。張文光獲選進入 PEARL 名人錄，

其為鼓手一大榮耀。2018 年 7 月，他進入師大在

職專班補足流行音樂產業的歷史、行銷和樂理等

自己較不熟稔的部分。「有機會進來師大學習，

也是我的榮幸。」張文光表示，「人應該永遠在

學習，學習會讓你思考邏輯完全不一樣。」

//校園記者蔡靖妏、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累積投身 16 年志工服務經驗，曾號召上千位

青年揪團做公益，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碩士班 ( 戶外組 ) 李明峰於 2018 年擔任第 25 屆

IAVE 國際志工協會全球年會臺灣代表，10 月 18

日在德國向來自各國的志工團體領袖與代表們發

表演說，發揚「善」的力量。李明峰強調，每個

人都有影響力，希望號召大家揪團響應公益，讓

更多人了解「只要有心，人人皆可做公益，服務

就從您我身邊開始做起」的概念。

公領系李明峰赴國際志工全球年會演說 
發揮全球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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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囊括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冠亞軍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學生林昭

君、陳威宏、蔡仁哲、鄭秉漢，榮獲教育部「氣

候變遷人才培育暨學生創意實作競賽」冠軍，他

們設計防災情境桌遊與教案，透過模擬訓練學習，

使學生在面臨氣候變遷時，擁有解決問題以及策

畫行動的能力。師大地理系碩士班學生歐明軒、

陳彥樺、莊宜璇、施昶睿榮獲亞軍，他們提出綠

里程行銷方案，以臺北市作為示範區，透過綠里

程累積行銷方案，提升民眾使用 YouBike 的使用

率，以最低的環境成本，改善最多的碳排放量。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報導//

為迎接 2018 年 10 月 10 日國慶大典，這次

主持人中，有一位來自越南的新住民阮秋姮，她

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學生。這

是繼去年以來，國慶大典請原住民朋友擔任主持

之後，首次邀請新住民擔任主持人，強調族群融

合的做法，也備受外界期待。國慶籌備會秘書長

陳宗彥表示，主持人部分將會邀請新住民、客家

及原住民等族群代表擔任，阮秋姮也的確是主持

人之一，希望融合不同族群，也呼應今年國慶主

軸「臺灣共好」的精神。

課程所越南籍學生阮秋姮 
接下國慶主持棒

← 經常分享臺越文

化交流經驗的阮秋

姮，目前身兼越南語

教師、師大研究所學

生、Youtuber 等 多

重身分，中文流利，

亮麗的外型和親切

態度很受歡迎，曾經

出演新北市政府製

播的新住民節目「幸

福新民報」第4季。

師大形象躍國際舞台 
親善大使獲選國慶禮賓接待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師大親善大使獲選為 2018 年國慶大典禮賓接

待人員，將師大「誠正勤樸」的精神與形象帶上

國際舞台。師大親善大使服務隊已成立 13 年，主

要工作為司儀主持、禮賓接待、中英文校園導覽

等，平時的訓練相當紮實，從最基本的美姿美儀、

髮妝梳化，到接待細節與口條鍛鍊，都有一定程

度的要求，讓他們在校內外各大場合面對外賓時，

總能有高水準表現。師大近年致力於國際化，親

善大使也有許多接待外國貴賓的機會，平時服務

的對象有一半都是來自國外的貴客。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報導//

師大參加教育部「107 年度學校實驗（習）

場所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績優學校選拔榮獲「優

等獎」，及推薦人員環境安全衛生中心許芳袖技

術師，參加「107 年度學校實驗（習）場所安全

衛生」績優人員選拔獲「甲等獎」，教育部於

2018 年 10 月 25、26 日舉辦「107 年度大專校院

環境安全衛生主管聯席會議」中，由資訊及科技

教育司劉文惠代理司長頒發「績優學校」獎座、

獎狀及新臺幣 15 萬元，「績優人員」獎狀 1 只。

↑環安衛中心許芳袖(右)技術師榮獲績優人員「甲等獎」。↑科教所張俊彥教授（右一）指導學生團隊榮獲冠軍。

↑師大親善大使服務隊希望能讓國內外貴賓看見師大溫

柔、勤樸、優雅的形象。

師大榮獲校園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暨環境
保護績優學校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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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教室優化教學環境 
老師引導小組討論事半功倍

最熱門通識課名單出爐 
美食、理財、日語上榜

72 校運會落幕 
社教、公領成啦啦大贏家

學一舍地餐煥然一新 
健身房新開幕

//校園記者公領108楊賀閔報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校園記者國文108陳晏榕/圖傳108楊子葦報導//

//校園記者社教110廖郁菁報導//

↑由於課堂場地的限制，梁國常副教授不能現場烹煮

美食，改採播放料理影片，讓學生認識美食製作過程。 ↑啦啦競賽展現活力，各系爭奇鬥豔。

↑學一舍地餐設置健身房是因方便需求，讓同學不必

遠道至體育館重訓室。

↑教務長陳昭珍 ( 中 )、網路大學籌備處主任蕭顯勝

( 左 )、教學發展中心主任蔡雅薰 ( 右 ) 共同為 PBL 專

業教室剪綵。

師大教務處於 2018 年 11 月 5 日舉行 PBL 

( 問題導向學習法 ) 教學專業教室啟用儀式，

改造誠、正、勤大樓一樓及理學院等 15 間教

室，讓老師更容易引導班上學生進行小組討

論，培養學生主動學習、批判思考的能力。

教室不只是要變美，更是要變得讓學生置身

於大學殿堂中激起思考的擺盪，對於訓練自

我思考的能力有所助益。

經師大教務處通識中心統計，107 學年度

第一學期選填志願結果，校內最「夯」的通

識課程前三名，分別是：美食三國誌、個人

投資理財、及日語（一）。通識教育理念強

調促進個人全面發展的全人理想，期待學生

透過修習多元領域的課程，發展自我的生命

與主體性，並成為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公民。

師大開設的通識課內容豐富，提供學子們找

到有興趣的課程，並有機會和志同道合的他

系同學一起學習、交流。

第 72 屆全校運動會於 2018 年 11 月 17

日下午圓滿落幕，兩天競賽共兩人三項破大

會紀錄，社教系拿下整場式啦啦冠軍，公領

系則重返榮耀，「睽違五年，終於拿回啦啦

總錦標了」，公領系學生難掩激動地 w 說。

開幕式繞場部份，電機系將自製「機器人」

帶進運動場，獲最佳創意繞場獎，總是微笑

面對大家的秘書室、人事室、主計室等組成

的行政聯隊拿下最佳笑容獎，以海賊王為造

型發想的學生事務處則獲得最佳造型獎。

繼暑假翻修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一舍

地下餐廳於 2018 年 9 月中旬啟用後，總務處

於 10 月 12 日舉行學一舍健身房開幕儀式，共

設置跑步機、飛輪有氧健身車、心肺交叉訓練

機、多功能重訓器材、仰臥起坐板、瑜珈區等，

學生持學生證放在感應設備上，就可免費進入

使用，不但下雨天能保持運動習慣，也讓住宿

生更方便就近動一動。

10



11

校園活動
04 ACTIVITIES

師大高齡夢想市集 
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2018 年 11 月 10 日

舉辦「高齡夢想市集」，共有上千位臺北市銀

髮族齊聚，一起高喊「高齡健康宣言」、舞動

「萬歲操」，透過上百個攤位，呈現「高齡共

行、青銀共學、社區共好」成果，活動中有

多位 60 多歲老人陪伴 80 多歲父母到場，顯

示「中老年子女照顧老人」已成為臺灣社會現

象，他們也分享長壽健康的秘訣。

減塑由腳下土地開始 
多校聯合大淨灘

史丹佛大學時枝正教授 
帶你玩數學魔術

加拿大 UBC 學者開講 
談大學管理新思維

華語系講座 
知名作家與師大教授論跨國書寫

//減塑促進中心報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華語文教學系報導//

↑ Kindler 教授 ( 左 ) 認為，關鍵在於權衡學院本身的

管轄能力與自治，使其符合所設定的權責。

由師大減塑促進中心主辦、北觀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協辦，聯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致理科技大學等各大專院校，

於 2018 年 10 月 27 日於石門風箏公園舉行的

「One Planet, One Ocean 聯合大淨灘」。

名校史丹佛大學數學系教授時枝正

(Tadashi Tokieda)， 於 2018 年 12 月 7 日

晚上，在師大校本部禮堂，以「Two Magic 

Tricks」為題，表演魔術秀、推廣科普，帶給

臺下滿場聽眾一個難忘夜晚。時枝正教授強調

魔術不單單僅是把科學「簡單化」，而是讓觀

眾同時體驗到科學與魔術，進而了解數學、科

學與日常生活的密不可分，同時也提醒觀眾，

要反思追求所謂的「實質價值」，能帶給自己

什麼幫助，像是他從不去刻意追求自己舉辦科

普講座，會帶來什麼實質效益。

加 拿 大 英 屬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Anna M. 

Kindler 教授，於 2018 年 11 月 27 日於師大

舉行專題演講，分享突破傳統的「去中心化」

大學組織管理，提倡提高各學院的自治權，替

大學校園組織管理提出創新可能。

著名作家李昂及華語系廖炳惠講座教授，

於 2018 年 12 月 5 日蒞臨師大體育館金牌講

堂進行一場作家與文學評論家的精彩對談。

李昂呼籲大家年輕的時候就應該自助旅行，

去一些相對艱困的地方，去接觸不同的人事

物，親眼看到的事物才會深刻的放在心裡和

深刻的意義。兩位與談人從前就是好搭檔，

不少精彩的對話令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

↑多所大學師生實際走訪海灘，體會環境汙染對海洋

生態與景觀的影響。

↑師大舉辦的高齡夢想市集落實「高齡共行、青銀共學、

社區共好」精神，亦鏈結相關產業，讓社區長者活躍健康，

迎向幸福快樂的晚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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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金鉤、陳志銳校友
榮獲全球留臺傑出校友獎 音樂系傑出校友饒韻華 

榮獲美國音樂學學會年度最佳著作獎

↑英語系校友令狐榮達在外交部經歷、資歷豐富，曾多次

派駐美國，也當過馬紹爾群島大使。

↑鍾金鉤(右)、陳志銳(左)校友榮獲全球留臺傑出校友獎。 ↑音樂系校友饒韻華教授（左）的著作《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呈現十多年的研究成果。

英語系校友令狐榮達 
將接任臺中市副市長

英語系傑出校友回師大 
探討華語語系面面觀

//英語系報導//

臺中市長當選人盧秀燕於 2018 年 12 月 6

日公布 3 位副市長名單，師大英語系校友、外

交部前政務次長令狐榮達，將擔任臺中市副市

長，他有 30 多年的外交經驗，外界預期以他豐

沛的外交人脈為臺中市拚經濟。令狐榮達在外

交部經歷豐富，曾多次派駐美國，他在北美司

擔任司長期間，成功爭取國人赴美免簽證計畫，

並重啟「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會談。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師大英語系於 2018 年 11 月 14 日舉辦「華

語語系研究面面觀」講座，邀請兩位傑出系友史

書美、張錦忠回校與學弟妹對談，並由甫從中研

院榮退的傑出校友李有成擔任主持人他們都在學

術界卓然有成，啟發學弟妹往學術研究發展的興

趣。兩位校友都有相當傲人經歷，史書美為國際

知名華語語系研究學者，出生於馬來西亞的張錦

忠，任教中山大學多年的他，對馬華文學涉獵極

深，有許多相關著作。

↑英語系友史書美 ( 左 )、李有成 ( 右 ) 回校與學弟妹對談。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報導//

教育部為表彰曾留學臺灣之外籍人士，教

育部 Study in Taiwan 人才資料庫計畫辦公室辦

理首屆「全球留臺傑出校友獎」，近日選拔曾留

學臺灣之外籍人士，並在學術、工商、政治、人

文傳播等專業領域，有傑出成就表現或重大貢獻

者，在全國 7 名獲獎人員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就佔兩名，在藝術領域表現傑出的校友鍾金鉤、

和學術領域具有傑出成就的陳志銳雙雙獲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第 18 屆傑出校友、美國紐澤西州羅

格斯大學音樂系及研究所教授饒韻華，以學

術 著 作《Chinatown Opera Theater in North 

America》，榮獲美國音樂學學會頒發 2018 年度

最佳著作獎。本書重新以太平洋的視角審視北美

音樂演出的社會意義，探討美洲華人在粵劇及戲

曲發展過程裡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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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州校友會10/7舉行合唱音樂會 南加州校友會 湯克成接會長

↑三大合唱團準備多首經典曲目，將帶來一場豐盛的饗宴。 ↑會長李亞棣 ( 右 ) 交棒 2019 年候任會長湯克成 ( 左 )。

社教系校友王育文 
獲選傑出教育事業家

黃敏惠、張麗善、饒慶鈴校友
當選縣市首長

//社教系報導//

師大社會教育學系校友、私立育達科技大

學董事長王育文，最近獲選第六屆傑出教育事

業家。父親王廣亞一手創立育達教育集團，他

卻從基層做起，從兼任、專任講師、主任，到

接掌擁有十所學校的育達教育機構。帶領育達

創新轉型，盼提供社會更多元學習管道。全國

私校文教協會舉辦的傑出教育事業家獎，王廣

亞是第一屆得主，與父親相隔 18 年也獲此獎肯

定，王育文見證育達教育集團的發展與傳承。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九合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投票，各縣市首

長及議員投票結果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晚上出

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學士班 71 級校友

黃敏惠當選嘉義市市長、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

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95 級校友張麗善獲選雲林

縣縣長、政治研究所碩士班及博士班 93 級校友

饒慶鈴當選臺東縣長，成為新任百里侯，另有

8 位校友、3 位博碩士生當選地方政府民意代

表，並於 12 月 25 日正式就職。

↑社教系校友王育文帶領育達進行教學創新及經營轉型。 ↑黃敏惠 (中)、張麗善 (左)、饒慶鈴 (右)當選縣市首長。

//北加州校友會報導//

由美國北加州師大校友所組成的合唱團─師

北客合唱團將於 2018 年 10 月 7 日與臺北十六合

唱團、同心合唱團共同演出「今山古道合唱饗宴」

合唱音樂會，演出地點為師大禮堂。師北客合唱

團是由一群愛好合唱的北加州師大校友、北一女

校友及客家鄉親共同組成，在指揮王瑜璉老師指

導下，於 2006 年舉辦第一次公開演唱會，此後

定期舉辦公演，並於 2017 年成立師北客室內合

唱團。

//南加州校友會報導//

師大美國南加州校友會「第42週年年會」，

於 2018 年 10 月 20 日晚上校友會年會完成新會

長交接，現任會長李亞棣交棒 2019 年候任會長

湯克成。現任會長李亞棣表示，校友會已成立 42

年，如今在南加州共有超過 500 位會員，許多校

友更在美國社區不同領域有所成就。雖然如今人

在海外，但校友們都依然謹記「誠正勤樸」的師

大校訓，同時秉持著聯絡校友感情，促進校友交

流的宗旨，為南加州地區的廣大校友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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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校友耿立 
連摘兩座國際聲樂大賽首獎

科技系退休教授陳秀雄畫作 
於羅浮宮及紐約時代廣場展出

↑設計系校友陳宥仁 ( 左 ) 分享一年來在跨文化的情境下跨

領域的學習情形，以及如何從跨域學習發揮專業設計能量。

↑音樂系校友耿立出演威爾第作品「假面舞會」的女主角。 ↑科技系校友陳秀雄在兩岸書畫藝術影響力佔有重要地位。

設計系校友陳宥仁獲選藝術設計菁英 
海外取經收穫滿行囊

美術系校友陳煥堂 獲臺灣陶藝獎成就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設計系 106 級校友陳宥仁，獲教育部

「藝術與設計菁英海外培訓計畫」全額補助，

赴美國設計名校帕森設計學院進修與實習，實

習期間的跨界經驗帶給她最大的體認，不要害

怕嘗試其他領域，因為真正到了業界，跨界形

式的合作已是常態。教育部表示該計畫自 2005

年執行迄今，共選送 256 位優秀學子分別至海

外頂尖設計學府與知名設計公司進修與實習。

//美術系報導//

鶯歌陶瓷博物館 2018 年 10 月 24 日公布

「2019 臺灣陶藝獎」成就獎得主為師大美術系

校友、新竹國寶級大師陳煥堂，他是國內少數

集結藝術、學術於一身的陶藝家，1978 年曾奉

經濟部派至巴拉圭共和國傳授製陶技術，協助

巴國製作出史上第一件上釉的高溫陶，致力陶

藝創作、陶藝教學超過半世紀。陶博館表示，

2019 年將盛大舉辦展覽，展出陳煥堂多年以來

在國內外獲獎的作品及他的個人優秀創作，屆

時歡迎有興趣的人把握機會前來欣賞。

↑美術系校友陳煥堂榮獲 2019 年臺灣陶藝成就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繼 2018 年 10 月底在中國大陸舉辦的「寧波

國際聲樂比賽」摘下第一名後，師大音樂系 97

級校友、旅義年輕女聲樂家耿立再傳捷報，在捷

克的第 53 屆「德弗札克國際聲樂大賽」中，一

舉拿下三個獎項，包括大賽首獎、最佳德弗札克

作品演唱獎、最佳巴洛克音樂演唱獎。耿立坦言，

臺灣聲樂家到歐洲發展並非易事，大環境非常競

爭，除了要不斷磨練唱功，語言也要下苦功。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退休教授

陳秀雄，另一身份是知名國畫藝術家，其「儀態

萬方皆優美」、「天姿國色眾人迷」及「仙女下

凡普眾生」3 幅畫作，自 2018 年 10 月 25 日至

28 日於法國羅浮宮卡魯塞爾廳展出，又於 11 月

29 日中午 12 時左右，在美國紐約時代廣場的那

斯達克戶外大螢幕上，分兩次展示陳教授 20 幅

左右的國畫作品等，獲得廣大迴響與佳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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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輔系校友朱芯儀 當選十大傑出青年

↑心輔系校友朱芯儀 ( 右一 )，當選第 56 屆青商會全國十

大傑出青年。

↑倫景雄 ( 中 )、吳潔如 ( 右二 ) 夫婦慷慨捐款助清寒僑生。

國文系校友張輝誠創辦學思達 
用教學改變填鴨教育

//國文系報導//

學思達教學社群自師大國文系校友、中山女

中教師張輝誠從 2013 年創辦至今屆滿五年，透

過培訓坊、講師入校陪伴、教師社群等方式，學

思達每年影響逾 1.2 萬名教師，希望透過學思達

的教學智慧分享，改變填鴨教育。2018 年第三屆

舉辦的學思達亞洲年會，12 月 9 日邀請教育部部

長葉俊榮、教育部次長范巽綠到場，葉部長致詞

時表示，目前臺灣有很多地方在啟動教育的新觀

念，政府除了感受也要支持，搭起平臺共同銜接。

↑國文系校友張輝誠 ( 左三 ) 希望能擴散影響力，透過學思

達改變填鴨教育。

//心輔系報導//

師大教育心理與諮商輔導學系校友朱芯儀，

當選「第 56 屆青商會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於

2018 年 10 月 15 日接受兼任評審主委的立法院長

蘇嘉全掛上榮譽肩帶。朱芯儀在「社會服務類」

受肯定，她 17 歲因為腦瘤失明、右耳失聰，但

依舊勇敢活出自我，並取得兩岸心理諮商師證

照。她的自傳寫到「你未必出類拔萃，但肯定與

眾不同」，透過她的故事教會我們「用心看」，

世界是明亮的，未來充滿希望。

歷史系校友謝念霆 青年戀鄉回流種茶 
初試啼聲即獲獎

//歷史系報導//

師大歷史系校友、23 歲的謝念霆，返鄉跟著

家人種茶，2017 年茶園首次收成，以自家紅茶參

加「苗栗縣貓裏紅優質紅茶評鑑競賽」就獲得銀

質獎，更於 2018 年獲得頭等獎及金質獎兩大殊

榮。謝念霆亦積極參與縣府舉辦的各項活動，於

2018 年 7 月參加縣府辦理「製茶體驗營」活動，

全程學習東方美人茶製茶流程，從曬茶、萎凋、

靜置、揉捻、解塊、烘乾等一條龍作業體驗，讓

平常製「紅茶」這項茶品的他，也認為受益良多。

↑輔導業者「仁心茶業」創辦人謝念霆，師大歷史系畢業

後，毅然決然跟著家人一同耕種高山茶園。

愛心跨洋而來 
倫景雄夫婦捐款助清寒僑生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曾就讀於師大家政系的吳潔如校友，偕夫婿

香港企業家倫景雄於 2018 年 11 月 26 日回母校，

拜訪印永翔副校長與僑先部洪仁進主任，夫婦倆

更捐贈美金 72,200 元，指定為贊助緬甸籍僑生的

清寒獎學金。他表示，過去常跑泰北、緬甸、寮

國等東南亞國家，親眼見到當地學生的貧困，知

道在臺僑生就學與生活不易，所以希望拋磚引玉，

以每月 5000 元補助給 32 名緬甸籍學生，並允諾

未來提供更多獎學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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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教系校友呂家清（穿藍色襯衫者）與學生們合影。 ↑國文系校友尤崇餘 ( 右一 ) 對於能和大家重聚表示感動。

校友校長》新竹實驗附中李健維校長 
帶領學校開啟新氣象

校友校長》謙和堅強的大樹 
蘭陽女中曾璧光校長

//校園記者東亞108林書妤報導//

目前任職於新竹實驗附中的李健維校長，

畢業於師大數學系 78 級，深耕杏壇 28 年，不

論是教學還是行政經驗都相當豐富，更曾經榮

獲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優秀學務人員。李校長從

老師做起，他先分發到臺中清泉國中 3 年，接

著到剛創校的文華高中任教，一待就是 25 個年

頭，曾擔任過數理資優班導師，也曾指導國樂

社和扶輪社少年服務團，也當過衛生組長、訓

育組長，不過大部分時間是以學務主任為主，

一共擔任了 7 年。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目前於蘭陽女中服務的曾璧光校長，畢業

於師大資訊教育學系 80 級。曾於淡水商工、宜

蘭高商服務逾 20 年，教學與行政資歷都非常豐

富。他於 2015 年至蘭陽女中擔任校長，本著

20 年如一日的謙和，像一棵可靠的大樹，守護

著蘭陽女中的每一個孩子。「我們不僅要當一

個經師，更要當一個人師。」這是在師大就讀

的歲月中，曾校長最大的體悟，透過母校的訓

練，學習到如何從教育著手，讓學生充分發展，

得到應得的能力。

↑數學系校友李健維校長。 ↑曾璧光校長鼓勵學弟妹：擇你所愛，愛你所擇。

工教系校友呂家清 
用木工翻轉孩子人生

國文系校友尤崇餘春風化雨 
57年後師生重聚大安

//工教系報導//

師大工業教育學系學士班及碩士班校友、

國立東勢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實習輔導處教師呂家

清，鼓勵學習成就低或經濟弱勢學生，參與裝潢

人力培育班，習得裝潢木工專業技能，協助他們

畢業後順利就業，於 2018 年獲得教育部師鐸獎表

揚。面臨種種困難，呂老師從未想過要放棄，積

極透過各種途徑爭取並協調，同時也溫暖鼓勵每

一個孩子，當他們累的時候，快撐不下去的時候，

適時扮演一股堅定相挺的力量。

//國文系報導//

師大國文學系 51 級校友、85 歲的尤崇餘老

師在學生陪伴下緩步進入教室，整齊畫一的「立

正，敬禮，老師好」，瞬間將眾人帶回 57 年前的

中學時光。這群老同學是大安初中第一屆六班的

畢業生，於 2018 年 10 月 24 日下午在大安國中溫

馨重聚，舉辦「相會恩師，重溫舊夢」，再來聽

老師講一堂課。除行政院前院長陳冲來了，還有

HP 惠普科技公司全球技術長楊耀武、駐美前代表

沈呂巡等人，也趕著來和恩師團聚。



捐款芳名錄
2018 年 10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

校務/建設基金

捐款日期 身分 捐款人  金額 備註

2018-10-03 校友 史皓天 Shih, HaoTi 100 校務發展基金

2018-10-09 教職員 師大人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12-06 校友 吳美麗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1 校友 潘文琴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2 教職員 張少熙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2 教職員 錢善華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2 教職員 陳昭珍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2 教職員 楊芳瑩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2 教職員 曾元顯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2 教職員 柯皓仁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2 教職員 鄭志富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2 教職員 蔡雅薰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12-27 校友 劉國玲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其它捐款

捐款日期 身分 捐款人 金額 捐款用途

2018-02-21 校友 呂聯宗 400,261 體育學系學生獎學金：呂廷復、呂莊金鳳獎助學金

2018-08-13 校友 呂聯宗 500,000 體育學系學生獎學金 : 呂廷復、呂莊金鳳獎助學金

2018-10-01 企業機構 錫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2018-10-03 社會人士 倫景雄 368,237 僑生先修部辦理龍門勵學基金會獎助學金相關活動

2018-10-03 社會人士 倫景雄 1840,013 僑生先修部辦理龍門勵學基金會獎助學金專款

2018-10-09 社會人士 巫春惠 200,000 學生樂團暨合唱團學習獎學金

2018-10-09 教職員 孫愛光 10,000 學生樂團暨合唱團學習獎學金

2018-10-11 企業機構 師大人 75,000 指定捐贈國文學系作為業務費之用途

2018-10-15 企業機構 師大人 25,000 2018 年設計學系 107 級學士班畢業展專款

2018-10-18 教職員 陳曉雲 5,000 基督教社團 ( 校園 2000 學園 2000 聖言社 1000)

2018-10-18 企業機構 和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衛教系 2018 鄉村服務隊

2018-10-22 社會人士 郭文宗 197,000 特殊教育學系「郭肇坤先生清寒獎學金」

2018-10-26 校友 洪三和

金容玉書法字、楊

英風藝術作品（椅

子、長凳）

供美術館展覽與收藏

2018-10-29 教職員 樊雪春 60,000 耶穌愛你聖母愛您獎助學金

2018-11-05 教職員 楊樺 20,000 楊冠政教授獎學金

2018-11-06 企業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EMBA

校友會
校友廣場整建工程 師生教學及活動使用

2018-11-07 校友 謝佳男 1,000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2018-11-09 校友 周芳妃 5,000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2018-11-09 社會人士 George L. Benwell 60,680 管理學院院務發展

2018-11-12 社會人士 師大人
應捐贈者要求 

不刊登金額
邢慧平女士紀念獎助學金

2018-11-14 企業機構 納智傑股份有限公司
“LUXGEN” CEO 

休旅車 -MPV
供工業教育學系教學使用

2018-11-19 家長 沈萬發 100,000 沈奕廷紀念獎學金

2018-11-19 學生 師大人 80,000 提供予 EMBA 學術研討及講座之基金

2018-11-19 教職員 潘淑滿 26,805 潘陳粉女士獎學金

2018-11-19 教職員 師大人 5,000 「臺灣學生政治學會」社團發展使用

2018-11-21 企業機構 臺師大 EMBA 羽球社 50,000 總務處，以用於拔除圍牆的釘子

2018-11-22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永齡慈善教育基金會 1000,000 教育學系所「永齡教育人才育成獎學金」

2018-11-27 教職員 蘇正隆 5,000 翻譯所

2018-12-03 教職員 李孟蓉 2,000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陸生獎學金



2018-12-03 教職員 師大人 2,000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陸生獎學金

2018-12-03 教職員 師大人 2,000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陸生獎學金

2018-12-03 教職員 師大人 2,000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陸生獎學金

2018-12-03 教職員 潘淑滿 2,000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陸生獎學金

2018-12-03 教職員 師大人 2,000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陸生獎學金

2018-12-03 教職員 游美貴 2,000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陸生獎學金

2018-12-04 企業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人之幼協會 100,000
永齡鴻海台灣希望小學 107 學年度課堂教學助理制

度合作計畫 ( 第一期經費 )

2018-12-05 企業機構 功學社音樂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音樂系使用

2018-12-06 校友 吳美麗 5,000 生命科學系獎學金

2018-12-06 校友 吳美麗 5,000 生命科學系使用

2018-12-10 校友 許美雲 203,460 地理系「許美雲女士清寒助學金」

2018-12-11 企業機構 師大人 300,000 音樂數位典藏中心執行業務使用

2018-12-13 社會人士 師大人 22,810 願景工程獎助學金

2018-12-13 教職員 邱煥堂 50,000 英語教學相關活動

2018-12-17 校友 周芳妃 5,000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2018-12-17 校友 謝佳男 1,000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2018-12-18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億光文化基金會 60,000 管樂隊第 44 屆寒巡活動經費

2018-12-18 企業機構 博凱音樂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管樂隊第 44 屆寒巡活動經費

2018-12-18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拓凱教育基金會 15,000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七届媒體素養營隊

2018-12-18 企業機構 雙燕樂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經費

2018-12-18 企業機構 華視文教基金會 5,000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七届媒體素養營隊

2018-12-18 企業機構 漢儒文教基金會 6,000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七届媒體素養營隊

2018-12-18 企業機構 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6,000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七届媒體素養營隊

2018-12-18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七届媒體素養營隊

2018-12-21 企業機構 中國青年救國團 20,000 離島同鄉校友會辦理暑期營隊經費

2018-12-21 企業機構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46,000 離島同鄉校友會辦理暑期營隊經費

2018-12-21 企業機構 臺北市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20,000 離島同鄉校友會辦理暑期營隊經費

2018-12-21 企業機構 吳尊賢文教基金會 5,000 離島同鄉校友會辦理 2018 暑假返鄉服務隊

2018-12-21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臺北市新光吳氏基金會 30,000
原住民研究社辦理「第 23 屆北區大專學生原住民民

族族與歌唱大賽」經費

2018-12-21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文教基金會 20,000
原住民研究社辦理「第 23 屆北區大專學生原住民民

族族與歌唱大賽」經費

2018-12-21 企業機構 漢儒文化教育基金會 5,000 基層文化服務社暑期營隊經費

2018-12-21 企業機構 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5,000 基層文化服務社暑期營隊經費

2018-12-21 企業機構 仁寶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25,000 基層文化服務社暑期營隊經費

2018-12-21 企業機構 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 基層文化服務社暑期營隊經費

2018-12-22 企業機構 德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美術系獎學金

2018-12-24 企業機構 悅心文創協會 4,000 桃園同鄉校友會寒假服務營隊經費

2018-12-24 社會人士 詹雯婷 10,000 桃園同鄉校友會寒假服務營隊經費

2018-12-24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拓凱教育基金會 15,000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七屆媒體素養營隊

2018-12-25 社會人士 鄧傳馨 5011,632 獎學金

2018-12-25 企業機構 陞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8,000 男女子甲組排球代表隊獎助學金

2018-12-25 教職員 楊艾琳 10,000 音樂學系「2018 歌劇工作坊優秀學生獎學金」

2018-12-25 社會人士 羅明宇 50,000
國教署「提升國中小學生自然科學實驗操握能力計

畫」使用

2018-12-25 社會人士 師大人 200,000 民族音樂研究所使用

2018-12-25 企業機構 桔禾創意整合有限公司 50,000 林磐聳設計獎學金

2018-12-27 企業機構 師大人 80,000 男子籃球隊專款專用

2018-12-28 學生 陳秋丰 6,000 師大圖書館總館

2018-12-31 社會人士 師大人 24,000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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