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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報導】為增進大學與媒體互動之實

務經驗及培育相關業務人才，臺師大於5月26日與

三立、中央社、中視、中廣、華視和TVBS等國內

六大新聞媒體，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雙方就互

惠原則，未來將進行寒暑假工讀實習、開辦研習

課程等合作計畫，期能於產學合作領域共創「三

贏」。  

簽約儀式由臺師大校長張國恩代表簽署，中

國廣播公司董事長趙少康、中央通訊社社長陳申

青、中國電視公司總經理吳戈卿、聯意製作股份

有限公司(TVBS)總經理楊鳴、中華電視公司副總

經理胡漢新及三立電視公司總經理特別助理余朝

為等六家媒體高層蒞臨指導。現場並由校園記者

以行動劇的方式，演出簽約過程，希望讓媒體界

看到臺師大學生的活力和潛能。 

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表示，臺師大學生在校尊

師重道，在職場上也相當尊敬長官，教育、政治

和產業界都有不少優秀校友，因此「用臺師大的

學生準沒錯！」藉著本次產學合作，希望讓學生

更具競爭力，同時「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把

好人才釋放到社會，期許這次合作是一個開始，

相信未來會越來越好。 

中央社社長陳申青指出，臺師大能夠讓這麼

多媒體高層和名嘴齊聚一堂實屬創舉。老師和記

者在某種程度上是很相似的工作，都擔負「社會

教化」的責任，TVBS總經理楊鳴認為，臺師大學

生「冷靜、觀察細微、富有耐心」的特質，相當

符合媒體界的需求，期望藉著這次合作讓更多學

生在媒體界開花結果。 

中廣公司董事長趙少康也說，媒體界不乏臺

     臺師大與國內六家知名媒體簽訂合作意向書，由臺師

大張國恩校長(左三)與中央通訊社社長陳申青(左起)、

中視總經理吳戈卿、TVBS總經理楊鳴、華視副總經理胡

漢新及三立電視總經理特助余朝為等媒體高層齊聚，共

同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    

臺師大、六傳媒 共譜產學合作
師大校友，相當佩服臺師大這次主動出擊，與媒體

展開合作關係，對於臺師大人才要投入媒體界，三

立電視公司總經理特別助理余朝為也表示樂觀其

成。未來無線電視台將面臨「新媒體、新技術、新

平台」的挑戰，華視副總經理胡漢新和中視總經理

吳戈卿相當歡迎優秀的臺師大人參與數位匯流計

畫，共同為臺灣媒體環境而努力。 

臺師大公共關係室培訓校園記者已有三年多

的歷史，目標在訓練有志往媒體界發展的臺師大學

生，成為校園訊息的放送頭，透過發掘新聞，養成

主動關心學校大小事務的習慣。透過產學合作模

式，臺師大期望學生在畢業之前，就可以先到企業

中實際運用所學，提早卡位、掌握優勢，同時在畢

業後能夠優先加入媒體行列，共同創造臺師大、學

生與簽約媒體三贏的局面。

臺師大、歐特克 擴大產學交流
【公關室孟繁琳、校園記者侯順耀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全球2D及3D數位設計軟體

領導廠商歐特克公司，於5月18日擴大彼此之

產學合作，臺師大成為Autodesk授權培訓中心

(Autodesk Authorized Training Center, ATC)

暨Autodesk授權考試中心(Autodesk Authorized 

Certification Center, ACC)，期盼透過臺師

大優良的教育資源，以及歐特克豐富的產業經

驗，協助國內培育更多專業的設計師資，進而

力促台灣整體設計動能的提升。

此次臺師大與歐特克公司的產學合作計

畫，除了正式於臺師大成立Autodesk授權培訓中

心，提供完整的教育訓練課程和專題研討會等

活動外，該校亦為Autodesk授權考試中心，讓參

與培訓的學生可於原班考證，讓學校培訓之人

才能更加符合業界在專業技術和能力的要求。

雙方將共同舉辦「Autodesk高中職數位設計專題

競賽」、以及定期的研習營等講座，持續推動

工業機械設計教育向下扎根。    

臺師大鄭副校長志富表示，「我們相信

此次與歐特克的產學合作，將有助於透過長期

的教育機制，以提供校內學生更多元且實務的

訓練課程、縮短理論教學和業界實務的差距，

並期盼他們未來執掌教鞭時，能將所學充分傳

承，以培育出更多優秀的數位設計人才，為臺

灣設計產業注入新的活力與創意。」 

   臺師大校園記者團隊以自創西瓜新聞台國語、英文及

台語三主播方式，活潑生動呈現另類播報新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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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公關室莊雅婷、校園記者侯順耀報

導】回饋母校公費栽培，臺師大英語系69級畢

業校友，香港僑生梁偉勝，14日返回臺師大慷

慨捐贈400萬元，由張國恩校長代表接受，除了

100萬元作為清寒獎助學金幫助弱勢僑生，其他

則當作英語系、歐文所與歷史系發展經費。 

穿著樸素，表現謙虛的英語69級校友梁偉

勝，是香港地區僑生，現任職科技公司。14日

梁偉勝回到母校臺師大，由張國恩校長、林磐

聳副校長、歐文所賴守正所長與歷史系陳豐祥

主任共同接待，張國恩校長並以大家長身份，

從梁偉勝手中接下支票，並回贈限量「福虎生

風」的畫作，代表感謝。

梁偉勝表示，他常和自己的太太與女兒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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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學歷程經濟狀況不

優渥的梁偉勝，曾經窮到沒飯吃，當初因為有

臺師大公費制度的支持，讓他順利完成大學學

業，也因為「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業」的金

字招牌，讓他順利進入職場，走到今天的社會

地位。梁偉勝在96年曾返回臺師大捐贈300萬

元，這次再捐贈400萬元，用實際金錢回饋校內

系所。

【校園記者侯順耀報導】臺師大5月18日首

次舉辦校園情歌創作演唱會，由前校園民歌手，

表演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夏學理，邀集音樂學院的

「師大之星」學生群，共同譜寫17首抒情動人的

臺師大校園情歌，春末夏初的夜晚，氣候宜人，

浪漫的情歌傳唱，讓校本部維也納森林廣場擠滿

觀賞人潮。

為創作專屬臺師大校園情歌，師大之星除

了寫下自己的愛情心事，更把臺師大的校園風景

與特有的愛情符碼「西瓜節」寫入歌詞。「回首

相遇課堂上，真愛深情暖心房，妳曾收下那紅西

瓜，問妳何時做我新娘？」、「書香校園有妳相

伴，此生相守共天涯，阿勃勒樹下許諾他，畢業

後一定嫁給他！」

去年師大之星本國組男女冠軍溫智皓、王

綺也帶來自創曲，在表藝所有「王子」封號的溫

智皓果然魅力十足，台下粉絲團早早佔據前排座

位，並自備各式打氣道具為王子助陣。而原住民

美女王綺外型亮眼，歌聲充滿爆發力，吸引不少

男學生專程為她來聽演唱會。

歷經一個多小時17首歌的精彩演唱，廣場觀

眾簡直著了迷，大呼安可，應觀眾要求，音樂系

李阡綸與王綺再度上台演唱「習慣陌生」，在涼

夜星空相伴下，節目最後由全體歌手合唱「我們

只有一個地球」，讓愛情昇華，把愛送給地球。

【校園記者地理100唐家霈報導】隨著時代變

遷，「創意」是傳承文化與提升生活品質最好的

催化劑。5月16日來自海峽兩岸六個大學與許多文

創領域舉足輕重的產業人士，在臺師大教育大樓

202會議廳以「全球華人文化創意高峰論壇」為媒

介，相互交流業界與學界的經驗，增加產學互動

與合作接軌的機會。 

臺師大副校長林磐聳指出，「兩岸文創產

業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對於文創的研究以及論

述」，因此希望透過論壇的方式，在學術界邀請

兩岸學術代表分享人才培育與訓練心得；在產業

界，邀集知名文創產業人士分享發展經驗以及產

業現況，以產學並重，厚植華人文創產業實力。    

安益集團茵康國際會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王騰崇表示，「西方對於華人文化從過去

的格格不入，到現在經過互相觀察與媒合後，體

驗到獨特的東方之美」，華人文化在全球引起風

潮，因此文創產業備受重視。而臺灣最大的優

勢，即高度的文化包容與多元民族性下產生的

「極佳融合力」，不斷的文化融合，才能產生更

多創意與火花。 

來自兩岸的優秀藝術人才與產業代表，在臺

師大主辦的「全球華人文化創意高峰論壇」透過

六場專題講座，包括「藝術文化與文創發展之國

際思維」、「法藍瓷品牌經驗」等，希望找出屬

於華人的、無可取代的特質及內涵，並以密切的

產學合作經營出更豐碩的成果。

   臺師大首次舉辦校園情歌創作演唱會，由夏學理老師

邀集音樂學院的「師大之星」學生群演出，17首歌曲

悠揚傳唱，期望讓愛情升華，把愛送給我們的地球。 

華人文創高峰會 兩岸產學接軌

浪漫情歌傳唱 師大之星獻愛

校友梁偉勝捐400萬 回饋臺師大

    臺師大英語系69級畢業校友香港僑生梁偉勝(左三)，捐贈400萬元給臺師大，由張國恩校長(右四)

代表接受，張校長回贈限量「福虎生風」的畫作，感謝梁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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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國文系王嬿婷報導】2010社團嘉

年華動態表演會「甜心派對」5月18日晚間，在校

本部禮堂濃情上映，總共15個社團拿出一年來的

成果精華輪番上陣，說學逗唱，勁歌熱舞，在同

學們的驚呼聲中，展現臺師大學生創意活潑的一

面，晚會高潮迭起，最後公布社團評鑑單項獎入

圍名單，名次在5月25日師駝晚會揭曉。

一年一度的社團嘉年華動態表演晚會又來

了，今年邀請到表藝所曾慧誠老師與校外包麗、

彭彥芳、林麗華來擔任動態競賽評審，包含熱舞

社、台北基隆同鄉校友會等15個社團都帶來精彩

演出，晚會最後由社團嘉年華工人扮演紅心王后

與黑桃武士，公佈社團評鑑單項獎入圍名單。

社團嘉年華動態競賽「甜心派對」表演多元

而創意十足，舞蹈方面有熱舞社、國際標準舞社

帶動狂野氣氛，博新世舞社則捎來民俗氣息。布

袋戲、歌仔戲社融入男女戀情於戲劇之中，生動

的口白與配樂讓大家感受到傳統中技藝中的新氣

息。體育性社團則有中國武術、跆拳道、合氣道

展現力量的美感，刀扇棍劍配合拳腳技法，贏得

全場歡呼。

社團評鑑單項競賽包含最佳宣傳、例會、財

務、週系列、刊物及營隊獎項，今年入圍最多的

布袋戲研究社歡聲雷動，與其他入圍社團共同期

待5月25日晚上的師駝晚會，同時頒發社評單項獎

與動態競賽名次。

【校園記者應華101陳品倩報導】欣賞

崑曲不是老年人的專利。5月28日小禮堂舉

行「臺師大崑曲研究社第二學期公演─似水

流華」，搬演崑曲著名曲目＜玉簪記‧琴桃

＞、＜長生殿‧小宴＞、＜虞姬魂＞，以及

牡丹亭中＜遊園＞、＜驚夢＞、＜尋夢＞等

經典片段，柔美的身段、純熟的唱腔，讓台

下的觀眾聽得如癡如醉，臺師大崑曲社年度

公演大獲好評。 

臺師大崑曲社的校園唱戲，使師生對傳

統崑曲又多了一份喜愛與理解，28日的年度

公演，吸引許多社區長輩及學生到場欣賞。

崑曲社員表演的楊貴妃嬌媚、項羽霸氣、虞

姬柔情、春香俏麗、杜麗娘多情，無不令人

印象深刻。散場後，觀眾紛紛搶著與演員合

照，久久不能散去。

崑曲社社長竇敏惠表示，很感謝大家對

師大崑曲社的支持。今年＜長生殿‧小宴＞

中，轉場時楊貴妃由不同的兩人飾演，細心

的觀眾不仿猜猜看，哪個是男扮女裝呢。

飾演杜麗娘的李念潔的爸爸第一次到場

看女兒表演，李爸爸表示相當的感動，很高

興女兒那麼有天份，很替她開心。應華系吳

怡慧同學表示，這次演出相當精彩，深刻動

人。應華系沈玉如同學表示，＜玉簪記‧琴

桃＞和牡丹亭的＜尋夢＞最令他印象深刻。

唐伯母點秋香 笑爆師駝晚會

社團嘉年華派對 15團體秀創意

【校園記者國文系王嬿婷報導】2010師駝晚

會璀璨鑽石閃耀登場，5月25日傍晚所有入圍社

團踏著星光大道迎接一年來歷經甘苦得到的豐碩

果實，禮堂現場眾星雲集，有詼諧的鑽石人生劇

場與課外活動組老師們賣力搬演的「唐伯母點秋

香」穿插頒獎，場面熱鬧又感人，交織獲獎社團

的驚喜與感動。 

2010社團博覽會高潮迭起，25日晚間由師駝

晚會畫下完美句點，一共頒發單項獎、社團嘉年

華競賽與總評共15個獎項，讓優秀社團一年來的

歡笑與淚水得到甜美的收穫。今年的師駝晚會在

一片熱鬧中隆重登場，禮堂外鋪有象徵榮譽的紅

地毯，各社團帶著期待的心情走星光大道進場，

華麗的鑽石之夜驚喜連連，不僅可以看到課外活

動組老師們粉墨登場，還有活潑表演穿插頒獎，

得獎社團開心尖叫，呼喊口號表現團結力量大。

今年師駝晚會由鑽石國STAR電視台帶來「璀

璨鑽石夜」國慶特別節目，華麗開場舞吸睛度百

分百，充滿歡笑的短劇與觀眾現場互動博得滿堂

彩，令人熱血沸騰的頒獎氣氛絕無冷場。而卡司

年年堅強，最令人引頸期待的，依舊是由課外活

動組老師們帶來的短劇，今年老師們穿上古裝，

粉墨登場演出「唐伯母點秋香」，驚笑全場。

師駝晚會完美落幕，最後由山地服務隊奪得

特優獎，而歌仔戲社和特教學會得到初試啼聲獎

的殊榮。臺師大社團蓬勃發展，一年一度的師駝

晚會各獎項鼓勵各社團藉由動靜態成果靜態達到

彼此激勵，傳承技藝的效果，不管有無獲獎，藉

由師駝晚會檢視一年來的溫馨歡樂，是許多臺師

大人難忘的回憶。

   2010社團嘉年華表演晚會，臺師大歌仔戲社將男女戀

情融入戲劇表演中，生動口白與配樂，讓大家感受到傳

統技藝中的新氣息。

崑曲社公演 好評如潮

   2010師駝晚會璀璨鑽石閃耀登場，看到入圍社團使出渾身解數表演，課外活動組的老師也不甘示弱，賣力演

出「唐伯母點秋香」串場頒獎晚會，引來滿場的笑聲及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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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胡世澤、校園記者侯順耀報導】

臺師大視覺設計系副教授林俊良，從全球約兩萬

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勇奪第89屆紐約藝術指

導協會年度獎（ADC）海報設計類銀獎（金獎從

缺），該獎是全球專業設計界的榮譽象徵，這也

是臺灣首次在專業設計大賽奪獎，為國爭光。

創立於1920年的紐約ADC，是全球最早成立

之設計組織與獎項。經歷89屆，紐約ADC獎已是世

界公認最具代表性的專業設計獎項，內容涵蓋廣

告、平面設計與互動設計等，其獲選難度與英國

D&AD（英國設計與藝術指導協會大獎）一樣，已

是全球專業設計的榮譽象徵，每年金、銀獎更是

常常從缺，也就是作品未能達到十多位國際知名

專業評審認可，獎項從缺是常有之事，因其高難

度及嚴苛審核標準，紐約ADC與英國D&AD全球設計

獎素有「設計人的夢」之稱。

林俊良作品「Global Warming」獲得該大獎

海報設計類銀獎（金獎從缺），是臺灣首次在這

項競賽中奪得最佳成績（10多年前臺灣曾有兩件

作品入圍），臺灣在全球頂尖的設計殿堂級的獎

項長期缺席，林俊良的獲獎不僅平了華人得獎紀

錄 （香港、中國大陸也曾奪下銀獎），更標幟著

臺灣設計在全球頂尖設計的新里程碑，林俊良並

於5月19日前往美國紐約SVA劇院受獎，5月23日帶

著獎座返國。

林俊良表示，全球暖化是現今攸關環境、生

態與人類存續的重要議題，地球已發出警訊，因

全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許多島國將面臨滅國

的危機。其作品即在反映此一環境議題，藉以呼

籲大眾關注環境、愛地球。

高齡者志工人力研討座談

【校園記者教育100馬杰堯報導】華中

師範大學副校長楊宗凱帶領參訪團一行11

人，5月13日下午至臺師大進行參訪活動。

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親自出席此次活動，雙方

針對資訊教育和師資培育的議題進行諸多討

論。會後，國際事務處處長莊坤良負責導覽

校內文化景觀，讓參訪團更加認識臺師大的

校園環境。

華中師範大學參訪團此行最重要的目

的是資訊教育和師資培育方式的交流。華中

師範大學楊宗凱副校長更針對這些議題提出

「網路教學如何保證品質？」和「師資培育

品質保證的標準為何？」等問題。意見的交

流，不僅更加瞭解雙方的學校文化，彼此經

驗的學習，也為未來發展提供新方向。

華中師範大學尚未與臺師大簽訂姐妹校

合作契約，此次的交流活動也奠定兩校未來

合作的基礎。華中師範大學副校長楊宗凱表

示：「天下師範本一家，希望透過此次的交

流，讓雙方未來有更好的互動。」

   臺灣師大體育表演會5月27日在校本部體育館登場，今年活動主題「動˙師大 Don’t stop」，傳達運動員對運

動的熱情與活力，恆久不滅、永不停歇。

林俊良老師 勇奪紐約ADC大獎 

華中師範大學參訪本校

【校園記者王靜茹採訪報導】面對高齡

化社會的來臨，高齡者該如何因應？由國立

新竹生活美學館主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社

區教育學會、臺師大社教系承辦，5月21、22

日兩天在臺師大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的「高

齡者志工人力與社區學習學術研討會」，以

高齡者志工人力與社區學習為主軸，邀請各

方專業學者到場共襄盛舉，透過專題演講、

論文發表及高峰論壇，共同為臺灣高齡社會

問題的解決努力。

臺灣已邁進高齡化社會，以現階段來

說，若65歲以上的高齡者占總人口7%以上，

即被稱為高齡化社會，臺灣現今的高齡者人

口比例已達10.4％，預計民國114年老年人口

將達總人口20％。面臨這樣的高齡化現象來

臨，研討會以志工人力以及社區學習兩方面

做為主題，期望透過各方專業學者的意見，

對臺灣高齡社會問題解決帶來幫助。

此研討會邀請到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教

育文化組召集人李建興、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洪慶峰副主委、教育部社教司謝明昭科

長等人到場。李建興表示，高齡者在面對社

會問題時，該保持「樂齡、樂活、樂學」。

另外在大方向的解決策略，可用志工人力的

方向來發展，像是高齡人力銀行、紅十字會

行政志工團隊的建立，都值得我們投入更多

資源發展。而在社區學習方面，李建興也提

到，要形成一個學習的社區，必須透過完善

的終身學習制度來使社區學習化，像是社區

大學與當地大學合作創造專業聯結課程，或

是當地自主社團的培養，創造自主永續的學

習型社區。 

Don t stop 體表會躍動永恆熱情’
【校園記者美術100陳韻雯報導】一年一度萬

眾矚目的臺灣師大體育表演會，在5月27至29日在

臺師大體育館登場！今年表演主題為「動˙師大 

Don’t stop」，藉此傳達運動員對運動的熱情與

持之以恆的精神。    

臺師大體育表演會已有60多年歷史，享譽各

界，每年吸引上百名高中生以及校內外的民眾擠

爆體育館。99級體表「動˙師大 Don’t stop」，

主題發想來自地球因引力作用而轉動，人類因跳

動的心而活動，所以運動是人類的信仰，恆久不

滅、熱情永不停歇。 

今年體育表演的節目有：體操、原住民舞

蹈、足球、羽球、跆拳、跳繩、武術、合球、扯

鈴、太鼓和舞蹈。其中，氣勢不凡且受邀在99全

大運授旗典禮與社團嘉年華開幕表演的太鼓，是

今年首度獨立成一個表演節目，每位鼓手都是從

體育系一到四年級中精挑細選，脫穎而出的。體

表總幹事體育99林書範表示，我們每個表演節目

都練習了七個多月！    

大專盃剛落幕，體育表演即將登場，讓體

育系、競技系的同學們為了競賽的榮譽和體表的

責任，向身體的極限挑戰。林書範說：「很多人

為此練到凌晨1點多才回宿舍，非常辛苦！還有

人在練習時受傷，無法參與最後演出，很可惜。

雖然身體與精神的壓力很大，但更增進大家的情

感！」

   臺師大視覺設計系副教授林俊良(左)，勇奪紐約藝

術指導協會年度獎（ADC）海報設計獎，張國恩校長

特地獻花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