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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師大今年1月邀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重點大學共同舉辦「燭光100─青年踏尋孔子行

腳」活動，招募兩岸四地100位大學生從事偏鄉課輔，服務範圍遍及兩岸四地─臺灣、北京、重慶、香港及澳

門，引起極大回響。

【公關室胡世澤報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

力發展「全人教育、博雅人生」，鼓勵學生服務

學習，並建置學習檔案系統，大學四年學習生涯

全紀錄，學生求職求學更得心應手。臺師大校長

張國恩表示，臺師大畢業生不受少子化衝擊，教

師甄試錄取率全國最高，近五年平均就業率高達

95％，臺師大辦學已成為國內典範。

臺師大是國內中等教育師資培育的搖籃，目

前全國5成以上的國高中校長及十分之一的大學

校長是校友，雖然在社會趨勢及少子化影響下，

師培生已不再有分發的保障，但臺師大畢業生，

似乎不受少子化太大衝擊，教師甄試錄取率仍是

全國最高。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說，臺師大培養菁

英中的菁英師資，讓喜歡教育的人能從事教育，

獲得教育部連續三年肯定，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

畫，三年所獲補助經費，是全國大專校院之冠。

最新統計，1014位完成教育實習的臺師大畢

業校友，報考99年度高中以下及幼稚園教師資格

檢定，863人取得教師證，總通過率高達8成5，遠

高於全國平均6成4，其中818人考取中等教育教師

證。

另外，607位已有教師證的臺師大畢業生，參

加98年度各縣市教師甄試，共有442人考取教職，

錄取率高達7成3，也是全國大專校院之冠。

不懼少子化 畢業生就業率達九成五

【公關室邱鴻炎報導】最新世界大學網路排

行榜(Webometrics)結果出爐，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在亞洲區排名第27，在全台灣的大學院校排名則

高居第三，僅次於台灣大學及交通大學，清大、

成大及政大則分居4至6名。

世界大學網路排行榜最新一期資料顯示，台

灣大學院校共15所進亞洲百大，分別是(括號內為

世界排行名次、亞洲排行名次)：台灣大學(世界

排行第139名、亞洲排行第6名)、交通大學(309、

22)、臺灣師範大學(354、27)、清華大學(361、

30)、成功大學(413、35)、政治大學(430、36)、

中山大學(437、37)、中央大學(523、49)、義守

大學(555、54)、淡江大學(567、55)、中興大學

(635、67)、中正大學(658、70)、輔仁大學(732、

73)、靜宜大學(734、74)與南台科大(788、83)。

世界大學網路排行榜是由西班牙網路計量

研究中心所發表，主要評比指標包括網頁數量、

連結數量、檔案數量(包括pdf，ps，doc，及ppt

等）以及使用Google Scholar 的查詢數量等四

項，綜合評量得出全世界各大學網路排名。

臺灣師範大學在世界網路大學排名已連續多

年進榜亞洲百大，且排名都在師範體系學校居龍

頭地位。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臺師大全國第三名

全人教育e化 職涯規劃搶機先 

在網路時代，想要脫穎而出，就要有與眾不

同的表現。臺師大校長張國恩表示，去年9月臺師

大改良過去紙本的全人教育護照，開發「全人教

育學習檔案系統」，協助學生有系統收集在校四

年個人學習歷程，如成績、社團、學術活動、比

賽、證照等，不僅幫助在校生檢視學習狀況，朝

向「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提醒應補強不

足處，更可提早規劃未來職涯出路，今年9月將推

廣至全部大二及大一生。

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後，教師要表現統整的能

力，如教國語時，設計某項可以融入數學、自然

與社會的主題，也要會設計課程、編選教材，為

加強競爭力，臺師大整合了各科系，設計了十大

基本能力檢定，做為學生的學習參考。

透過這套系統，每名學生能隨時上網更新個

人履歷，作為自我成長的學習檔案，還要通過十

大基本能力檢定，畢業時不用申請一大堆表格，

輕鬆按列印鍵，完整呈現大學四年各項事蹟，幫

助學生踏出校園求職、留學深造時，能比別人有

更充實詳細佐證資料，增加就學、就業競爭力，

讓雇主或教授更容易認識你，競爭時能贏在起跑

點上。 

卓越師資補助 連3年稱冠全國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整合9個系所資源，

提出「中教師培制度精進」、「領域課程教學創

新」兩大子計畫，向教育部爭取「發展卓越師資

計畫」，96年、97年、98年皆獲補助，都是全國大

專校院之冠。臺師大今年首度獲教育部補助，試

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共有35個學生名額，每

人每月可獲8千元獎學金，未來計畫全面提升中學

教師素，基本學歷提升為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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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師大運動競技系碩士班二年級學生、我國網球好

手盧彥勳，於本屆英國溫布頓網球賽男單16強賽事，

擊敗美國重砲手羅迪克，晉級男單8強，讓盧彥勳的

世界排名躍升為亞洲第一名。

【校園記者教育100馬杰堯報導】6

月3日下午教學發展中心舉辦教學卓越教

師榮譽榜揭牌儀式。邀請張國恩校長(見

右圖右四)到場主持揭牌活動，並與今年

度的教學卓越教師以及傑出教學助理合

照。

為表揚校內教學卓越教師以及傑出

教學助理，教發中心特地於樸103室前走

廊設置「超級杏光大道」和「TA Super 

Idol」榮譽榜，公開表揚今年度得獎的

教師以及教學助理。榮譽榜的設置不僅

是對教師的肯定，也讓校內師生對他們

的表現有更多認識。

獲獎教師英語系柯珍宜講師表示，

很感謝教發中心頒發這座獎項，這是對

於自己過去在教學上的肯定。同時也表

示，很高興臺師大有教發中心這個單

位，其培育具有教學能力和教育熱忱教

師的設立願景，深深影響著學校教師們

的教學表現。

傑出教學助理代表鄭宇珊也表示，

很開心可以擁有這個交流平台，也感謝

學校的支持和鼓勵。她表示，教發中心

的設立就像是教學生涯中的補給品一

般，指引教師們教學的方向。

歡迎全校師生至勤103室前觀看

榮譽榜。教學卓越教師與傑出教學

助理名單，可上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http://140.122.48.234/

亞洲新一哥 盧彥勳溫網男單八強 
【6/29公關室胡世澤報導】臺師大運動競

技系碩士班二年級學生、我國網球好手盧彥勳，

在溫布頓男單16強中，以總盤數3比2，擊敗了美

國名將羅迪克，成為臺灣史上首位四大公開賽男

單前八強的選手，奮戰精神感動許多人。盧彥勳

的單打世界排名，也一躍成為亞洲一哥，寫下歷

史。好消息傳回學校，所上師生都為他高興。

運動競技系主任林德隆表示，系上網球教練

劉錦璋透過盧彥勳哥哥盧威儒聯絡上盧彥勳，轉

達學校師長同感光榮，並為他繼續加油，希望他

再接再厲，為台灣男網創下新紀錄，盧彥勳表達

感謝學校師長，讓他在課業上無後顧之憂。

林德隆表示，盧彥勳兩年前參加奧運前，

就以推甄第一名的成績進入競技系碩士班，並征

戰各大國際網球賽事，表現亮眼，更為國爭光，

但回到國內時會專心課業，系上老師都會為他補

課，讓他能趕上課業進度。這次他為了準備比

賽，每天加緊腳步訓練，已一個多月沒上課，所

以系上師生會聯繫他，準備辦一場歡迎會。

盧彥勳這次進行了一場馬拉松似的十六強賽

事，對上了美國重砲手羅迪克。羅迪克目前世界

排名第七，名列本次溫布頓的第五種子，曾三次

打進溫布頓的決賽。盧彥勳職業生涯曾和羅迪克

交手過三次皆落敗。

但這一次的盧彥勳抱著拚戰到最後一分的心

情，和羅迪克拚戰五盤，最終以4:6，7:6(3)，

7:6(4)，6:7(5)，9:7，3:2獲勝。

第一盤由羅迪克先發球，雙方戰到5:4時，盧

彥勳的發球局被羅迪克穿越球給破發成功，以4:6

讓出第一盤。第二盤，雙方互保發球局，到6:6進

入搶7局，盧彥勳以7:3拿下第二盤。第3盤，雙方

還是進入發球保衛戰，來到6:6二度進入搶7局，

羅迪克在4:2領先下，連輸5球，盧彥勳在搶7中以

7:4拿下第3盤，取得2比1的領先。第4盤，盧彥勳

和羅迪克還是發球局保衛戰，雙方都未能破發，

但盧彥勳曾在這一盤中，取得一次破發機會，但

仍被羅迪克的發球化解，3度進入搶七局，來到

五比五時，盧彥勳攻擊球掛網，讓羅迪克以7:5拿

下第四盤，雙方戰至二比二，進入第五盤，盧彥

勳終於在8:7時，30:30時，向裁判挑戰羅迪克的

ACEs球成功，破發成功，以9:7拿下決勝盤，歷時

4小時36分鐘。

盧彥勳賽後非常激動，打電話回家時，高

興地哭泣告訴媽媽他打敗羅迪克了，媽媽也高興

地哭著跟彥勳說：「我們都看到了，爸爸也看

到」。這對盧彥勳是非常重要的一場勝利。

盧彥勳賽後表示，自己抱著就算輸，也要

拚到最後一分一秒的心情來應戰。坦承自己在第

四盤搶七局失利後，心情有些沮喪。但第五盤仍

不想放棄，不斷鼓勵自己，好好將自己的發球局

保護住，才有機會。而在第五盤中，自己也逐漸

感覺到羅迪克的發球球質已漸漸沒那麼重了，總

算在第八個發球局找到機會破發，真的很感謝上

帝，為自己的表現感到驕傲。

榮譽榜揭牌 表揚教學卓越教師 

台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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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胡世澤、校園記者侯順耀報導】全

球「華文熱」，不只吹進了兩岸設計界，更跨越

了文字繁簡差異的那一道海峽，兩岸大學生透過

「漢字藝術海報設計交流展」，搭起一座文字書

寫交流橋樑，以海報呈現漢字結合平面設計的極

致表現，帶領民眾感受漢字的博大精深。

大陸用簡體字，臺灣則堅持正體字（繁體

字），繁簡差異成了兩岸交流一大阻礙。總統馬

英九更主張「識正書簡」，希望影響對岸能多認

識正體字，可幫助閱讀古籍、傳承中國傳統文

化，促成兩岸文化交流，並縮短彼此差距。

這次交流展是由創立於1928年、素有「藝術

家搖籃」之稱的中國美術學院，和雄踞臺灣美術

教育界龍頭長達64年的臺灣師範大學共同主辦，

並邀請臺灣、浙江的大學設計相關科系跨校合

作，包括臺灣的臺灣藝術大學、臺中技術學院、

亞洲大學、臺南科技大學、高雄師範大學、東方

技術學院，及大陸的浙江大學、浙江工業大學、

浙江理工大學、浙江工商大學及杭州師範學院，

搭起一座兩岸大學文創交流的橋樑。

開幕式中，浙江省呂祖善省長、中國美術

學院許江院長、杭州師範學院視覺傳達設計系林

國勝主任、浙江大學藝術設計系王小松主任、浙

江工業大學視覺傳達系林曦主任、臺師大張國恩

校長、臺師大林磐聳副校長等貴賓都蒞臨現場剪

綵。臺北場展覽展出至6月20日，接著巡迴臺中、

臺南、高雄等地，今年11月將在中國美術學院美

術館展出。

這項展覽的特色以「漢字」創作主體，展

現三個表現主題，第一是「字˙遊」，透過對漢

字的重新設計，演繹漢文化的同宗共榮；第二是

「繁˙簡」，展示彼此文字的生存狀態；第三是

「觀˙自在」，賦予漢字更多「設計」意涵。

歷經一個月徵選作品，邀集兩岸學者專家評

審，各選出50件作品，充分展現大學生以漢字型

   臺師大今年暑假共有

34支社會服務隊，前進

台灣各角落奉獻一己之

力。林淑真學務長(左

三)把校旗授予服務隊

同學，提醒同學記得學

校榮譽和代表學校的責

任。

漢字海報設計展 跨越繁簡藩籬

體之美的創作。

臺南科技大學徐承毅同學創作的「和為

貴」，獲臺灣區金獎肯定，作品結合「貴」字與

反戰符號傳達減少爭端、處事圓融、皆大歡喜及

以和為貴的生活態度。獲銀獎的臺師大學生沈思

伶，利用繁、簡兩種字體表現和描繪精細度不同

的蟲鳥兩種生物，帶出不同字體同時生存在漢字

文化的生命之樹上，共存共榮。

大陸區金獎則頒給中國美術學院陳旭姣的創

作海報，海報用「繁」字的簡單剪影與複雜的彩

色線條構成畫面，「簡」字的剪影是用邊緣刻度

為基準，體現尺度生活和繁簡互生。銀獎由浙江

工商大學鄭穎奪下，巧妙融合「節」字的繁、簡

體字，把傳統節日元素運用在海報中，體現中華

文化同宗同源。

國家文藝獎設計類得主、臺師大副校長林

磐聳表示，「漢字」歷史悠久，造型優美、變化

萬千，十足表現出中國人在視覺藝術上的最佳境

界。如何賦予中文字時代感、國際化，表現兩岸

文字差異及融合，應用到現代生活中的視覺設計

上，中，都是需掌握的表現重點。

【校園記者侯順耀報導】面對長長的暑假，

你打算如何利用？今年暑假師大共有34支社會服

務隊選擇邁出校門，前進台灣角落奉獻一己之

力。學務處6月25日上午舉行授旗典禮，學務長林

淑真把校旗授予服務隊同學，也提醒所有即將出

隊的同學們，累積長期準備，終將付出實踐了。

授旗典禮上，林學務長把校旗授予服務隊同

學，提醒同學們要記得學校的榮譽和代表學校的

責任，背後更承載著師長的濃厚期許。

在34支暑期服務隊中，主要以輔導國小學童

為主的兒童青少年育樂營，以及推廣學科知識，

幫助高中生認識大學科系的學術營隊為主。不過

仍有一些隊伍選擇走進鄉村服務在地居民，像是

山地服務隊今年選擇投入南投縣仁愛鄉瑞岩部

落、馬烈霸部落，舉辦晚會、運動健康日、田野

調查、作業指導、老人愛心便當、家訪、農訪等

活動。

比較特別還有師大合唱團組織了一支文藝巡

迴服務隊，要用音樂演唱的方式在台灣四處巡迴

34支社服隊 邁出校門實踐理想
表演，當然除了服務台灣，今年還有四組國際志

工隊，將分別前往緬甸、大馬、柬埔寨服務。

去年初次實行的營隊助理制度獲得相當好

評，工教系學會、基層文化服務社、台北基隆同

鄉校友會的教學助理，今年也回頭與學弟妹分享

工作經驗與常見難題的解決妙招，並鼓勵他們

「辛苦是必然的，但只要勇往直前，不畏困難，

相信在服務的過程中，也會嘗到甜美的果實。」

接下代表榮譽與期許的校旗後，這群臺師大

暑期服務隊的成員即將出發，發揚師大同學的熱

情。行前各社團把握難得機會分享彼此經驗交流

學習，師長也祝福今年的服務隊能圓滿成功。

   「漢字藝術海報設計交流展」開幕式，由臺師大校長張國恩(右三)、中國浙江省長呂祖善(左三)等多位貴賓共

同剪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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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莊雅婷報導】今年第32屆威廉瓊

斯盃地主台灣特別組成大專明星隊參賽，臺師

大籃球教練石明宗與梁嘉音分別擔任男子組與

女子組教練團，梁嘉音老師更受命擔任女子組

總教練，將率領8名臺師大球員與北體、佛光山

選手，與各國球隊一較高低。

第32屆威廉瓊斯盃於7月13日在台北縣新莊

舉行，男子組參賽隊伍包含中華隊、大專明星

隊，和日本國家隊、菲律賓國家隊、黎巴嫩國

家隊、伊朗國家二隊與澳洲（西澳海盜）7隊，

女子組則有中華、大專明星、日本、哈薩克與

黎巴嫩5隊。

   張國恩校長(右)上任後首次的校長下午茶，會中同學提出許多寶貴建

言及意見，張校長除回覆所有問題外，也向同學說明學校發展計畫。

威廉瓊斯盃 8名臺師大球員參賽

【校園記者王靜茹採訪報導】面對即將來臨

的社會職場，大學畢業生該如何應對？中國華彬

集團副總裁祁忠瑞(見下圖左)6月10日於國際會議

廳為同學說明「第一張履歷表」講座，幫助同學

瞭解中國就業市場之外，該集團還提供名額給同

學就業機會。 

大陸十大企業之一華彬集團為大陸著名廠

商，曾贊助LPGA選手台灣高球「小天后」曾雅妮

張校長下午茶 學生暢所欲言
【校園記者應華101張芝榕報導】6月

9日在校長接待室舉辦「校長下午茶」，

讓學生有機會直接與張校長對談，同學針

對校園正在規畫的建設、學校經費籌措、

增加校內工讀機會等議題，向校長提出疑

問及建議，校長也藉由這個機會，向同學

說明學校發展計畫。 

這次的活動，是張國恩校長上任後的

首次校長下午茶。現任學生會長楊瑋珊，

帶著學生會長候選人前往拜會。二號候選

人林怡靜，藉此機會向校長提出增加社團

辦公室和林口校區校車的建議。 

張校長表示，他了解社團空間不足，

學校近年新增的系所也有這方面問題，學

校正在進行新建校舍的規劃，期望對空間

問題有所改善。 

有關新建校舍，在場同學提出學校效

率不夠好，很早就規劃好的案子卻遲遲未

動工；張校長表示，一個建設的完成不只

是靠學校，還要靠相關政府單位的配合，

請同學多加體諒。 

關於林口校區校車問題，張校長提出

「上學收費，上課不收費」的原則；「上

學收費」的意思是，學生從住處到學校的

通勤費用需自己負擔，而「上課不收費」

的意思是，若學生是因為學校排課的問

題，而必須從一個校區到另一個校區，就

不需要收費。

現場還提到工教系碩士班室設組師資

缺乏的問題，校長允諾會盡快解決。

華彬副總裁祁忠瑞 暢談履歷表

梁嘉音教練表示，這次大專體總從台灣代

表組成的中華隊外，特別成立大專明星隊，由

於部分大專主力選手已經徵召到中華隊，所以

大專明星以二、三線的新生代選手為主，也較

缺乏比賽經驗，整體實力無法和中華隊抗衡，

但這個難得的機會，是讓新選手磨練與學習的

好機會，也可以和國際隊伍較勁。

此外，梁嘉音教練說：「希望這次能把

年輕的特色—快速、積極打出來，還有堅強的

防守。」雖然大專明星是比賽經驗最不足的一

隊，但以少輸為贏的攻防，表現仍然可期。

八億新台幣和一架私人飛機，該集團也對贊助臺

師大運動選手抱以興趣。 

中國華彬集團副總裁祁忠瑞表示，履歷表可

以說是在求職過程中經歷的第一個挑戰。撰寫履

歷表是找工作一項很重要的能力，因為當老闆還

沒看到同學之前，履歷表就等於是同學的代表，

也是求職者與企業主接觸的第一個管道。在堆積

如山的應徵信函裡，老闆通常以履歷表來挑選較

適合的人，再進一步面試，所以如何在短短的履

歷表中，好好的介紹自己，吸引企業主的興趣，

進而爭取到面試機會就很重要了。祁忠瑞並期許

同學在進入職場前，除了認識產業之外，也要培

養正確的職業態度。 

講座中，網球國手盧彥勳的哥哥盧威儒也

到場，為在場同學講述現今的就業環境，並就履

歷、求職等各方面重點介紹，提供即將畢業的同

學們在面對競爭激烈的職場中仍能打造屬於自己

的舞台。

透過講座，同學與職場企業經理人有接觸的

機會，除了建立履歷第一印象，也讓同學在求職

時，有更多勇氣自我行銷，期使同學進入職場就

業前，多了解自己優缺點，凸顯人格特質，找到

適合自己的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