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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與美國賓州州大合作
成立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臺師大佔三席成績亮眼

臺師大解謎學習基因
紐時：臺灣研究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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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國 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簡稱賓州州大）由教育學院院長

David	H.	Monk率隊來訪臺師大，2013年 1月 23

日下午雙方達成共識，簽訂人員交換協議，具體

協議出學術交流交換計畫，未來將以學生和研究

人員互訪為目標，可有效促進兩校學術研究交流，

增進師生國際視野。

	 這次交換計畫主要以文學院和教育學院學生

為主，而此行雙方具體協議出大學部學生的交換

計畫，並商議以學生、研究人員互訪為目標，期

望未來能夠逐步落實到大學部以及碩士生的雙聯

學位的制度，以及雙方研究人員的合作案。教育

學院院長David	H.	Monk 表示，賓州州大和臺師

大長久保持合作關係，這次能夠簽訂人員交流的

合約，是長久以來希望的。學生交換部份，最快

在今年秋天就能開始實行。計畫由賓州州大選送

學生在今年秋天赴臺師大，而臺師大則遴選學生

在明年春天赴賓州大交換。

	 國家科學委員會於 2013 年 2 月 1 日公

布 101 年度傑出研究獎得獎名單，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共有 3人獲獎，科學教育中心主任

張俊彥、校長張國恩教授都是第 3度獲獎，

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所長吳朝榮教授則代表

師大首次在大地科學學門受肯定，今年臺師

大得獎總人數名列前茅，成績超越政大、中

興、陽明、中山等大學，表現亮眼。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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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密切

臺師大與賓州大簽交換生合約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臺師大佔三席成績亮眼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張國恩校長（左二）、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曾志朗（左一）、

國科會科學教育處陳國棟處長（右一）及美

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David Monk

（右二）共同宣布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攜手

成立「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 

↑吳朝榮、張俊彥、張國恩等 3 位教授（左起），

都從博士畢業或學成歸國後，就在師大服務，從助

理教授到教授，可說在臺師大逐漸成長茁壯。這次

三人獲獎，除了肯定老師研究成果，也象徵師大培

育本土年輕學者的成果。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 / 頂大辦公室黃珮娟報導 //

// 校園記者國文 103 趙慶翔採訪報導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張國恩校長、臺灣聯合

大學系統總校長曾志朗、國科會科學教育處陳國

棟處長及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學院院長David	

Monk，2013 年 1月 24日共同宣布，今年臺師大

獲國科會補助，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攜手成立「學

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未來密切研究交流，

會中更宣布和國眾電腦合作，結合雲端運算的支

援，打造世界第一之華語文學習品牌。

	 「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研究計畫方

向大致分為「語言科學」、「科學教育」以及「學

習科技」三大研究發展主軸，同時並重理論研發

和實務應用。該中心將華語學習和師資培育的獨

特優勢結合雲端運算的支援，開發新興的教學環

境與模式，透過雲端運算引領師大走向全球教育

市場。本校研發團隊與國眾電腦王超群董事長合

作形成夥伴關係，結合企業通路與行

銷策略，打造世界第一之華語文學習

品牌，建立以華語文學習科技為主軸

之產業核心技術，開發語言學習系統，

提升華語文產業在全球市場的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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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圖書館 2013 年 3 月 5 日公佈 100

學年度臺灣博碩士論文國內被引用數熱門排

行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被引用數 26858 次

位居第一，為最熱門學校，成功大學與臺灣

大學分別排在第二、第三。臺師大博碩士論

文過去一年全文下載數排行第二，被點閱數

排行第三，累積雄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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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碩士論文引用排名 

臺師大位居第一

50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圓滿完成
臺師大將朝系所標竿學習邁進

//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報導 //

// 公共事務中心王喆宣報導 //

	 近年來積極朝向世界一流大學

邁進的師大，國際化腳步始終不曾停

歇，張國恩校長表示，基於教育國際

化與自由化的觀點，本校持續加強國

際交流，擴大招收境外學生來臺就

讀，目前師大的外國學生就讀人數，

始終是國內大學最多的學校，而為了

提供外籍學生最好的就學環境與住宿

條件，籌建國際村一直是師大的目

標，故近兩年本校積極尋覓合適的建

地，並向政府提出無償撥用計畫，終

於在日前有了圓滿的結果。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成功爭取臺北市大安區，鄰

近科技大樓之臥龍街國有土地一筆，

為近年繼爭取林口校區 (約 5公頃 )、

劉真故居 ( 約 200 坪 ) 等土地後，再

添一筆土地資產，該筆土地占地約

2,926 平方公尺，占地近 900 坪，初

估市值超過新台幣 50 億元。張國恩

校長表示，能爭取到這筆土地，他個

人感到相當欣喜，未來將配合原申請

計畫之目的，打造一流國際村。

//研究發展處研發長 蕭顯勝 /

行政專員 顏君玲 提供//

// 校園記者公領 103 林威皓報導 //

↑國際村建設模擬圖。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101 年度推動第二

週期系所評鑑，至去年（2012）11 月底，

各系所已全數受評且圓滿完成，期間為使評

鑑業務能順利進行，學校秉持審慎的態度推

動評鑑工作，由研究發展處規劃及推動評鑑

業務相關事宜，協助各系所進行評鑑資料的

蒐集與彙整，全力達成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所

訂的評鑑標準。臺師大參與此次系所評鑑的

目的，係配合高教評鑑中心校務評鑑與系所

評鑑之精神，於 100 年度校務評鑑期間，針

對學校自我定位而發展出辦學特色。

	 臺灣綠色大學聯盟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議，2013 年 2 月 1日下午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

第一會議室召開，由臺師大校長張國恩擔任主席，會議中除了邀請美國北達科達州立大學生物系教

授Marinus	Otte 演講，也有 4所綠色大學示範學校的校長、主任分享推動經驗，會議中並決議選出

11 位籌備委員。臺灣綠色大學聯盟 2012 年 8 月由臺師大發起，共有 47 所大學與科大響應，為節能

減碳、永續發展努力，將相應作法融入大學行政管理、發展計畫、教學研究、環境維護與學生生活中，

致力於培育「全球公民」。臺師大已於 2009	年 5 月簽署塔樂禮宣言 (Talloires	Declaration)，宣示邁

向綠色大學，為全人類未來努力。

綠色大學籌備會議 示範學校分享推動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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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光」林昭亮大師 

正式受聘臺師大講座教授 

Aquiles Delle Vigne 教授大師班！

錯過不了的音樂饗宴列車

	 面對競爭和壓力的環境下，有些學

童表現比較好，可在壓力下成長茁壯，

但有些學童就是做不到，為何如此？

《紐約時報》2013 年 2 月 6 日刊出一

篇報導，引據臺灣的一項先驅研究指

出，關鍵在於人體中的 COMT 基因，

COMT（酶）負責協助規範神經系統的

活動，保持腦力運作。《紐約時報》指

出，臺灣每年五月有逾廿萬名國中生參

加基測，是攸關學生未來的重要考試。

若想研究基因在重要考試上的影響，基

測是絕佳的真實世界研究對象。研究計

畫主持人臺師大科學教育中心主任張俊

彥及其團隊，從臺灣三個考區找來 779

名基測考生，採取血液樣本，把每人的

基因型和個人成績比對。COMT 基因帶

有一種特殊酶的組合碼，這種酶負責清

除前額葉皮質區的多巴胺。前額葉皮質

區是人們做計畫、決策、預測未來後果

和解決衝突之所在。

　　還記得過去幾年，Aquiles	Delle	Vigne 教授精采

的鋼琴大師班嗎？ 2013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8 日，

Aquiles 教授再度來到臺師大，和音樂系學生進行為

期兩週的大師班課程，來自荷蘭鹿特丹音樂學院的

Aquiles	Delle	Vigne 教授，是國際知名鋼琴演奏家、音

樂教育家，也是臺師大音樂系的客席教授。這幾年，

Aquiles 教授都曾到臺師大舉行鋼琴大師班以及專題講

座，	十分受到學生愛戴，今年更是不例外，最後一日，

Aquiles 教授還會親自挑選幾位經過指導的優秀學生，

共同舉行演奏會，讓喜愛音樂的師長、學生以及聽眾，

一次大飽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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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記者音樂 103 錢苾先報導 // 	 張國恩校長於 2013 年 3

月 7 日於馬來西亞吉隆坡接

受當地華文第一大報星洲日報

的專訪。星洲日報副總編輯鄭

丁賢指出，師大對馬來西亞的

華人社會教育扮演相當重要的

角色，是一個很重要的華僑教

育培訓基地，希望師大未來可

以接納更多馬來西亞對華語教

育，或對社會文化工作有興趣

的華裔子弟赴臺灣求學。張國

恩校長此行赴馬來西亞吉隆坡

是對當地的國民型中學和獨立

中學進行招生宣傳，此外也積

極地的拜訪當地傑出校友，希

望能凝聚當地校友的力量。

 // 公共事務中心提供 //

 //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

馬來西亞吉隆坡報導 //

 // 校園記者音樂 103 錢苾先報導 //

	 臺師大學生有福了！享譽國際樂壇的小提琴大師	

林昭亮，於 2013 年 3 月 5 日接受臺師大副校長鄭志富

頒發聘書，正式成為臺師大講座教授。並在臺師大音

樂系演奏廳舉行大師班及對談講座，指導全臺灣最優

秀的音樂學子習琴，談吐幽默的林昭亮大師，句句都

讓現場觀眾爆笑如雷，氣氛十分活絡！被譽為「臺灣

之光」的林昭亮，是臺灣少數能站上國際舞臺、揚名

國際的樂壇巨星，更被形容為「小提琴界的莫札特」。

他以天籟般的琴聲在國際樂壇間大放異彩，亦是至今唯

一獲得英國「留聲機唱片獎」的華人演奏家，實屬臺

灣人的驕傲。林昭亮大師現任美國茱莉亞音樂院教授，

集天份、技巧及音樂素養於一身，曾獲多項國際大獎，

演奏足跡遍及歐、美、亞三洲。

臺師大解謎學習基因

紐時：臺灣研究領先

→對於指導全臺灣最優

秀的音樂學子習琴，林

昭亮大師說：「今天只

是開頭，希望未來還有

更多能貢獻我的能力的

機會，幫助下一代年輕

音樂家。」

← Aquiles 教授（左）
的教學特色是，他十分
重視音樂的細膩度，他
教導學生不只演奏技
巧，還有如何掌握樂句
的重要性以及和弦的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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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藝大來訪

臺日共同努力文物保存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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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移地教學邁入第三年，帶領的

學生一年比一年更加融入師範大學。」日本

大學教授陸亦群說明與臺師大文學院合作的

海外移地教學成效，學生逐漸適應經由國際

間校際交流學習不同知識。並感謝歷史系教

授吳文星幫忙促成創新的教學活動，也希望

日後雙方有更進一步的合作。由通信教育部

長福田彌夫教授、陸亦群教授 (Prof.Yugun	

Riku)、通信教育部教務課永井誠副課長，

帶領日本大學同學共 27 人，於 2013 年 2

月 19至 24日來臺師大進行海外移地教學，

課程分為靜態課堂講座和動態校外參訪。

	 動態校外參觀則是帶領學生參觀國立

臺灣博物館、二二八紀念館、國史館、中正

↑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木島隆康教授（左）

與校長張國恩（右）相談甚歡。

一個都不能少

教評中心補救教學助弱勢學童

學位論文送存績效卓著

獲國圖頒贈感謝狀

↑日本大學師生開心於淡水紅毛城合影。

	 臺師大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自 2010 年起，歷

時三年，結合 10 多位大學教授、40 多位國中老師

與校長，合力推動「偏遠地區教育機會與品質提升

計畫」，本學年度推廣至今，範圍已擴及台北與高

屏地區等 35 所國中，秉持「把每個學生帶起來」

的信念，此計畫已輔導全臺 620 多位弱勢孩童。

2013 年 1月 14 日下午，在臺師大舉辦成果分享記

者會，多位教師到場參與，分享豐富成果。

	 臺師大 100 學年度學位論文送存與學位論文

電子全文送存績效卓著，榮獲國家圖書館頒贈感謝

狀。臺師大積極鼓勵博碩士畢業生上傳及公開論文

全文，擴大學術影響力與掌握率先公開發表之優

勢，依據國家國家圖書館公佈，臺師大位居 100 學

年度臺灣博碩士論文國內被引用數熱門排行榜第一

名。未來將基於學術傳播與教育資源分享理念，持

續推動國家文獻資源永久典藏，促進學術研究。

//公共事務中心報導//

	 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美術學部木島隆康教

授、鈴鴨富士子講師於2013年 2月 4日參訪

臺師大，由校長張國恩校長、藝術學院院長黃

進龍、音樂系系主任楊艾琳、國際事務處副處

長梁一萍、音樂系李和莆教授代表接待。東京

藝術大學除在日本國內一致被公認為日本最高

的藝術家培養機構，更是世界藝術人才的培育

重鎮，一直以來就是國際藝術院校欽慕學習的

代表性學校。東京藝術大學以傑出雄厚的師資

及良好的學術風氣，培養了許多日本代表性的

藝術家。木島隆康教授、鈴鴨富士子為日本知

名之文物保存維護專家，此次拜訪臺師大，主

要目的係為與臺師大文物保存維護研究發展中

心，共同執行本校典藏品之保存維護與修復，

建立完整典藏庫房系統之學術合作計劃。

 //校園記者國文103黃信維報導//

//校園記者國文103李蘋芬報導//

//圖書館提供//

紀念堂、關渡媽祖廟、淡水紅毛城、理學堂

大書院、淡水中學、馬偕紀念館、海關稅務

司官邸、淡水老街、日月潭、九族文化村、

國立故宮博物院等，透過實地參觀和踏查更

加了解臺日歷史間的關係，以及臺灣的歷史

文化，各處的參觀均安排特別的日語導覽，

讓同學可以充分了解每個景點內涵及其特色。



5

學術成就
02 ACHIEVEMENTS

美術系典藏成果

80 件作品故事 

// 校園記者公領 102 蘇璿報導 //// 教育學系提供 //

// 校園記者大傳所 103 陳怡澄 / 陳怡寧採訪報導 //

	 運用科學化的方式修復畫作，臺師大

文物保存維護研究發展中心去 (2012）年

共修復 80 件作品，於 2013 年 3 月 29 日

在德群畫廊舉辦成果展開幕，並展出六

天，讓每件作品背後的歷史故事得以再

現。

	 文保中心張元鳳主任運用科學化方式

修復畫作，也有找化學系的師生幫忙，將

本來損毀嚴重的作品還原。今年展出的作

品是去年修復的成果，共有 80 件，其中

油畫 20 件，水墨 20 件，水彩 40 件。尤

其油畫作品非常珍貴，許多都是第二次世

界大戰時所留下來的，當時民生物資非常

缺乏，買顏料很貴，所以作品多創作於帆

布、麵粉袋，甚至是床單上，每件修復完

成的畫作，都傳達了悠久的歷史故事。

	 我國國中學生學業成就城鄉差異持續多年，教育

部也投入上百億經費到偏鄉學校，但成效有限，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許添明教授於 2013 年 3 月 28

日在國科會發表研究發現，正確的教育投資策略可以

有效改善偏鄉學生學業成就。經統計分析，發現偏鄉

家庭只要花一點心及經費在孩子學習環境品質的改

善，如替孩子準備書桌、購買辭典工具書、學習軟體、

課外書，就可以有效提升學生數學成績。

	 15 分鐘的簡單數學運算，讓你了解自己的人格

特質！臺師大工業教育學系教授洪榮昭，於 2013 年

3 月 25 日上午發表「甄才評量系統」成果，不僅可讓

受測者了解自我人格特質，更可幫助企業節省面試成

本，提高找到合適人才的效率。這套測驗軟體，是由

「內田克雷佩林心理測驗」研發而來，受測者僅需透

過 15 分鐘的簡單數學運算，便能立即得到八項基本

特質以及人格特性分析。針對數學能力是否會影響測

驗結果的疑問，洪教授說，測驗進行只需使用基本的

運算技巧，與受測者的數學能力並無太大關聯。 ↑與會嘉賓與校長張國恩（前排中）合照。

北師大劉川生主席來訪 盼兩岸教育龍頭激盪合作新契機

臺師大研究

師資家庭可縮短城鄉學習差距 

臺師大開發「甄才評量系統」

 15 分鐘找到數位化伯樂

　　北京師範大學校務主席劉川生於 2013

年 3 月 29 日率團參訪師大，臺師大校長張

國恩與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總校長吳清基一起

接待，三方共同討論兩岸教育龍頭未來合作

發展性，企盼可以共擬教育高峰會，激盪學

術新火花。北師大與臺師大分屬兩岸教育界

龍頭，開放的校風不只培育優良師資，更朝

多元化發展，企圖培養全方位人才，北師大

傑出校友─劉曉波及莫言更摘下了中國唯二

諾貝爾獎的桂冠，證明北師大在全方位傑出

 // 校園記者應華 104 林爭意報導 //

←張國恩校長（右）劉川

生校務主席（左）雙方互

贈紀念品，北師大致贈字

畫，捲軸上的孔子像流露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的教育理想，期盼未來兩

校發展能夠樹立教育新典

範。

表現與力求轉型的企圖心。劉川生主席觀賞完師大導

覽影片後，讚嘆道：「臺師大有許多藝術及應用指向

的科系，我校應多加投注重點發展。」臺師大在藝術

人文、科學論文及應用華語教學等領域執牛耳，但兩

校除了學術上的切磋外，更企盼學生能創造更多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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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緯（右）生於彰化市，從小對音樂有興趣，曾學

過雙簧管、二胡、琵琶等多種樂器，彰化高中音樂班畢

業後考上北藝大音樂系，成為錢南章的學生，去年考進

臺師大音樂研究所，接受趙菁文（左）的指導。

↑「不怕犯錯，打破傳統」，楊恩生教授因而將郵票價值提升

到藝術境界，而非僅是作經濟、通訊之用。

師生表現
03 PERFORMANCE

盧森堡作曲大賽  

音樂所李俊緯奪冠

沒有邊界的人生教室－

臺師大愛與關懷的 14 堂課

郵政史上最暢銷郵票 

楊恩生繪製臺灣溪流鳥類原圖

大四生合力完成英文臺北旅遊書

全球風光發行中

//公共事務中心提供// //校園記者公領系103級張瑞容採訪報導//

//英語102陳怡靜/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校園記者教育103洪嫚翎 / 公領103何孟璇報導//

	 「我們設法在書中找到自己的特色！」力圖突破

眾多市面旅遊書的框架，同時，不安於大學生的「本

分」，	教育系大四生王婉臻和黃郁棠介紹著五個人共

同的作品，歷時 18個月，合力完成《Taipei:Footsteps

台北印記》旅遊書，全書以英文寫成，2013 年一月份

正式在美國發行。「目前希望可以結合像是師大國語

中心，有許多外籍生，這本書可以當作是我們送給外

國朋友很好的禮物。」黃郁棠說未來希望能夠連接觀

光產業，例如航空或是飯店業，或是學校舉辦國際研

討會，提供外國學者認識臺北的文化之美。

	 我國正式發行郵票 135 年以來，1991 年曾

創下 1200 萬套最高發行量、締造新臺幣 8億元

收入的「臺灣溪流鳥類郵票」，堪稱是空前絕後

的郵票發行記錄，2013 年 1 月 13 日配合郵政博	

物館 2樓郵政藝廊啟用，展示原繪圖者楊恩生以

水彩畫繪成的大型原圖及郵票，連同歷年來創作

共 80 幅。

	 臺灣音樂家再度在國際發光發熱！年僅 22

歲、目前就讀臺師大音樂研究所的青年作曲家

李俊緯參加盧森堡小交響樂團（Luxembourg	

Sinfonietta）及香港中樂團合辦的國際作曲大

賽，擊敗來自33國的82名作曲家，贏得首獎。

李俊緯的作品《畫韻》於 2013 年 2 月 1 日在

盧森堡舉行的得獎者音樂會中公開演出。這項

已連續舉辦 12 屆的作曲大賽，難度相當高，

本屆特別規定參賽者必須根據大會提供的九張

畫發揮創意，另一項規定則是必須使用中、西

方各七種樂器演奏。原本就擅長國樂創作的李

俊緯，打破了所有樂器原本的演奏方式，在琵	

琶、古箏、三弦等樂器上又鋸又揉，同時加入

演奏者的低聲吟唱，音響充滿了實驗性。

	 臺師大學務處在 2012 年 11 月出版了《沒有邊

界的人生教室－臺師大愛與關懷的 14 堂課》一書，

內容是訪問本校 6位優秀導師和 8位學生事務處資深

行政人員的經驗與故事，希望將老師與學生互動的經

驗分享給大家。書中受訪的包括 6位導師：地理學系

教授林聖欽、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林振興、全球經

營與策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施人英、體育學系講師曾明

生、機電科技學系教授劉傳璽和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副教授魏秀珍；以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輔導員呂秋慧

和曾秀梓、課外活動組社團輔導老師李光明、李貞和

張紫庭、軍訓室教官王碧鳳、健康中心護理師吳美華

以及學生輔導中心助理研究員樊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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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們表示，願將這份榮耀與校內師生分享，對於校長和

師長的加油則為他們帶來無比的好運。

師生表現
03 PERFORMANCE

臺師大再傳捷報！

男、女排大專排球聯賽雙雙奪冠 

臺師大女籃奪冠

黃虹瑛搶下 30 分榮獲ＭＶＰ

臺師大女壘隊再創高峰

超級聯賽冠軍入袋   

克服壓力擊退義守

臺師大男籃驚濤駭浪奪下季軍

↑女籃隊員於賽後合影。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報導//

//校園記者英語102馬婉娟 / 

公領103何孟璇報導//

//校園記者國文103趙慶翔採訪報導//

//校園記者國文103黃信維報導//

	 連續兩年在四強賽落敗的臺師大男籃，2013 年

3 月 10 日出戰義守大學爭季軍，上半場雖一度大幅

領先，終場前卻被義守扳平比數，比賽進入延長賽。

臺師大在李家慶、王泰傑等人輪流跳出來穩定戰

局，不讓去年落敗劇情重演，最後以 78:68 擊敗義

守獲得101年UBA大專籃球聯賽公開男一級季軍。

	 101 學年度 UBA公開女一級決賽，2013 年

3月10日北體與臺師大爭后，臺師大「三分殺手」

黃虹瑛搶下 30 分，手感發燙飆出個人新高分，

獲選為MVP，帶領臺師大終場87：77擊敗北體，

完成二連霸，預賽到決賽累積 13 連勝！臺師大

校長張國恩承諾，如果明年三連霸成功，就幫女

籃球員一人打一只金戒指！

　　臺師大黃品蓁為上季MVP，與本季MVP黃

虹瑛皆為最後一次參加	UBA，賽後黃品蓁表示，

「她都拿 30 分了，怎麼可能不選她。」黃虹瑛

則說，最近手感極佳，在場上也很有信心，有機

會就出手，今日拿下MVP 對她意義重大，是籃

球生涯以來第一個個人獎，要把MVP 的榮耀獻

給大家。教練梁嘉音也說，黃虹瑛是個很讓人放

心的球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男子排球隊、女子排球隊再

度創下連霸紀錄！率隊親征的校長張國恩熱情為球

員加油，賽後更對球員的表現高聲喊讚，他笑著表

示，臺師大的排球隊員真的很棒，為了恭賀師大健

兒們紛紛創下男排六連霸與女排三連霸的紀錄，學

校將贈送每個人一只冠軍戒指作為獎勵。

	 本校男排與女排紛紛傳出捷報，3 月 13 日於

新莊體育館的比賽，女排率先於大專排球聯賽以

25 比 17、25 比 17、25 比 19 擊敗中山大學，除了

拿下女排冠軍，更將跨季連勝場次推進到 31 場。

	 第四屆全國女子壘球超級聯賽於 2013 年 3 月

18 日到 22 日在臺中開打，冠亞軍大戰由「臺灣師

大」對上「埔工有田」，兩隊幾乎都有超過半數的

國手，實力不分軒輊，比賽一路糾纏，最終臺師大

以 6:4 擊敗埔工有田奪冠。過程緊張刺激，讓現場

觀戰民眾大呼過癮。

	 事實上，去年臺師大女壘隊在海峽盃中慘遭滑

鐵盧，但經過許多的調整和訓練，去年年底就一掃

陰霾的拿下大專盃冠軍。在今年年初又再次拿下超

級聯賽的冠軍，再創球隊高峰，師大女壘隊將於七

月份代表臺灣參加 2013 年海峽盃錦標賽。

緊接著男排亦展現無比韌性，終場直落三以 27 比

25、25 比 17、25 比 17，擊敗臺體大封王，這也是

男排自 85學年度起，再度拿下冠軍，取得六連霸，

也推進跨季連勝場次到 34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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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費四年 社科院揭牌 空間活化添新例

TEDxNTNU師大人分享  熱情！相信！改變！

	 由臺師大表演藝術所策劃，臺北眾多扶輪社

及企業單位聯合贊助的音樂劇 ---《踢踏星球 - 林

克的冒險》，2013 年 3 月 18 日於臺師大知音劇

場舉行彩排記者會。現場由音樂劇演員上演校園

霸凌事件的現場，將長久以來存在校園的問題，

再一次提出討論。《踢踏星球 - 林克的冒險》演

出時間為 102 年 4 月 5-7 日於臺北中山堂演出五

場，4月 27-28 日於新竹縣演藝廳演出兩場。這

一次的演出門票收入，將捐贈「財團法人罕見疾

病基金會」與「臺灣癌症臨床研究發展基金會」。

校園活動
04 ACTIVITIES

師大音樂劇《踢踏星球 林克的冒險》

用愛與音樂散播希望與勇氣

	 社會科學學院會議室與光廊裝修完工，2013

年 1 月 9 日正式揭牌，為校園空間活化再添新筆。

打通正樸大樓 5樓，社科院新辦公室落成，原本四

散校園各角社科院系所，包括政治所、大傳所、社

工所等，一併搬新家，重新聚首正樸樓，盼整合文

學院資源互交流。

	 會議室桌椅為移動式，座椅可收納至桌下，

更加活用；光廊大面積採光設計，布幔遮陽避雨，

跨距水平與垂直線條延伸，簡約現代與古典日式交

融，營造沉穩恬靜，融入校園古蹟。校長張國恩表

示，社會科學是臺師大重要學術單位，因前幾年空

間不足，委身綜合大樓；如今搬入新辦公室，希望

能與文學院共享資源，互相交流，未來計畫改造文

學院空間。同時張校長提到，綜合大樓並不適合教

學，不少系所苦無利用空間，只能暫時安置，另外

許多系所提出空間需求，如國際僑教學院等，希望

有更多經費增加校園空間。社科院 2009 年 8 月 1

日成立，整合原隸屬教育學院三個研究所，包括政

治學研究所、大眾傳播研究所、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媒體素養研究中心等一併

納入。

	 改變從現在開始！臺師大青年在 2013 年 3 月 20 日晚上

6:30 舉辦第一次「TEDxNTNU」策展活動「Do	a	bit,	change	

a	 lot.」，師長、校友、大學生和高中生都到現場，文薈廳聚

集近百人，大家受到講者故事的感動與啟發，開始準備讓改

變發生。TEDxNTNU大部分由模擬聯合國社與英語系學生組

成，與臺師大圖書館共同主辦，活動策展人兼主持人是化學

系101級黎學謙，三位講者包括：生科系101級林藝主講「用

行動傳遞熱情」、公領系 101 級高瑋呈主講「為何相信很重

要？」和英語系 98 級陳柏維主講「從小開始，做就對了」。

	 林藝在教學時發現，如果教學沒有配合身體力行，一切

都是空，因此與同學一起組成「寶島淨鄉團」，透過網路宣

傳淨灘活動，第一次就吸引 60 位人一起淨灘，第四次參與人

數竟高達 200 位，臺南市政府還主動前來幫忙。高瑋呈從前

找不到自己在系上的定位，因為相信的力量，讓他有機會到

柬埔寨創業，高瑋呈現在已經是「傑克魔豆青年社會創業」

//校園記者社教102高嘉鎂採訪報導//

//臺師大表藝所提供//

//校園記者公領系103級張瑞容採訪報導//

↑這一次的原創音樂劇《踢踏星球 - 林克的冒險》從一

位弱小的學生在學校飽受欺負開始說起，為了找回失蹤

的弟弟，因而來到踢踏星球，展開一趟神奇的音樂冒險

之旅。

↑公領系 101 級高瑋呈、生科系 101 級林藝和

英語系 98 級陳柏維。（左起）

的創辦人兼執行長，他的目標是公司能

夠自給自足，教更多學生如何創業，如

何讓改變發生，更重要的是「相信」自

己做得到。陳柏維 (Jasper) 曾代表臺師

大模聯社參加全國模聯會議，因為不是

法商學院的他，而被別人懷疑專業，到

最後獲得最佳代表獎，證明了師大人什

麼都可能。陳柏維現在是「臺灣童心創

意行動協會 (DFC)」的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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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
04 ACTIVITIES

↑金曲歌后潘越雲（右二）小姐提到，長期在民歌演

唱之中，主要都是與節奏流行樂合作，鮮少與古典樂

搭檔表演，此次古典室內樂的表演帶給她更多不同音

樂美感的體驗。

↑本次脫穎而出的 12 位女學生中，企管學程就拿下 5 個名額，

其餘分別來自教育、科技、運休、國僑及文學院等，共 6 個

學院、8 個系所，背景相當多元。

誠正勤樸明鏡 師大走廊活的公共藝術 

臺師大與一〇四簽約　

12 女學生前進職場實習 

善用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

教學更便利更多元

//校園記者公領系103級張瑞容採訪報導//

//校園記者國文104葉霈萱報導//

//校園記者國文103陳品潔報導//

	 在臺師大校本部，是否看到行政大樓穿堂有了一

個新的玻璃公共藝術？這件作品名稱為「誠正勤樸明

鏡」，是由臺師大設計系主任許和捷所設計，不僅融

入臺師大校訓精神，更讓學生能夠從鏡中反省自己是

否達到。許和捷主任表示：「中國傳統建築習慣曲折，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概念，從大門水池公共藝術通到行

政大樓穿堂，這面明鏡的位置是學校很重要的場域，

讓學生上下課時，可以透過這面明鏡檢視自己的言行

舉止。」

臺師大 228 臺灣花系列感恩音樂會

「花」現音樂瑰寶心感動

//校園記者教政101許美鈞 /

社教104許紹萱採訪報導//

	 在	228 紀念日 66 周年的前夕，臺師大音

樂系及公共事務中心舉辦「228 台灣花系列歌

謠感恩音樂會」，以多首動人心弦的花系列歌

曲，《孤戀花》、《菅芒花》、《雨夜花》等，

由臺師大音樂系李和莆教授重新譜曲，邀請到

民歌金曲歌后潘越雲小姐與臺師大音樂系陳沁

紅教授、名鋼琴家蔣茉莉小姐及李宥穎同學共

同演出，以「花系列」的經典歌謠，紀念對於

過去歷史記憶的感恩感動。

	 臺師大教學發展中心於 2013 年 3 月 22 日

下午，邀請獲得「100 學年度Moodle 數位學習

平台典範課程」肯定的公領系李琪明教授，分

享 Moodle 平臺的使用經驗與心得，吸引許多

教師及教學助理參與講座。臺師大的多門課程

都已經開通 Moodle 來輔助教學，但李琪明教

授認為教師們在平臺的使用上可以精益求精。

「數位學習平臺不該只是工具，老師們要去愛

戀Moodle ！以『心』取代技術，創造擁有課程

風格的平臺。」李教授指出，這樣學生在使用

Moodle 時，也會感受到教師的用心，進而更常

利用平臺學習。

	 臺師大 2013 年 3 月 29 日午間與一〇四資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104 麥向成功專案」，正式

將 12 名女學生送進職場實習，參與國際餐飲連鎖業

年度招募計畫，師培與就輔處處長林陳涌期許實習生

「演習視同作戰」，認真看待實習機會。

	 一〇四副總經理吳麗雪表示，臺師大師生都展

現非常積極的高度行動力，因此在提供職場體驗機會

外，也特別爭取經費，將祭出高額獎學金，回饋表現

優秀的菁英實習生。

	 臺師大共有 12 名實習生通過層層關卡，即將前

進一〇四公司參與國際餐飲連鎖業年度招募計畫。

「104 麥向成功專案」成功對外推銷學生，是臺師大

近年轉型後的重要里程碑，培養學生全方位競爭力，

建立職場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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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師大設計學系經由設計研究所與美術系設

計組、師大視覺設計學系，到今年的設計學系，

不斷在演變、進化，容納更多的學習資源，嘗試

更豐富的設計表現。本次系展呈現了這一學年來

學生在視覺設計領域（海報、插畫、攝影、視覺

識別系統…）、產品設計領域（商品設計開發、

包裝設計應用）、多媒體影像創作領域（動畫、

廣告、影片創作），內容涵蓋針對本次系展主題

展的創作、日常成果、以及對於設計的概念的實

驗作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E世代科普傳播人才

培訓班」於 2013 年 3 月 22 日晚間教育大樓

二樓演講廳舉辦第二場次科普傳播大師專題演

講，邀請臺灣知名作家、電影製作人李遠（小

野），他強調具備跨領域知識的重要性，幽默

且富智慧的觀點，提醒同學保持觀察眼、學習

心。臺師大生物系畢業，曾任臺視董事、華視

總經理並出版多部暢銷書集的小野，向在座同

學親切分享求學時代接觸生物學，日後卻轉換

跑道踏入傳播領域的人生經驗，幽默言談不時

引來席間大笑和掌聲。

//設計學系提供////校園記者大傳所103林郁珊/湯苡萱採訪報導//

//校園記者國文104葉霈萱//

Between，之間

2013 年設計學系系展

→ 設 計 系 同 學 從 創

作、策劃到佈展一手

包辦，展現年輕學子

負責任的一面。

校園活動
04 ACTIVITIES

↑對於這段指揮處女秀，張國恩校長自

信滿滿：「我比許瀞心指揮厲害，因為

我全部不用看譜！」令全場笑成一團。

通識課開放學生互選 

師大與臺大首度合作

音樂節開鑼  校長指揮秀初登場

史惟亮德國檔案

珍貴民族音樂臺師大再現

科普傳播人才培訓　

小野現身幽默開講

// 教務處提供 //

// 校園記者社教 104 許紹萱報導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臺灣大學合作，從這

學期起開放兩校學生選習與認抵雙方開設通識課

程，由 4 位名師提供 30 個選課名額。為提供兩

校學生更多元的通識課程學習機會，本校教務處

與臺大共同教育中心於 102 年 1 月 16 日共同簽

訂校際選課合作協議書，以利兩校學生選習與認

抵雙方開設之通識課程，並自 101 學年度第 2學

期開始實施。

	 臺師大民族音樂研究所 ( 簡稱民音所

)2013 年 3 月 21 日下午在文薈廳舉行「落葉歸

根 - 史惟亮德國檔案返鄉感恩茶會」，紀念史

惟亮教授於四十多年前進行的民歌採集運動，

並感謝多年來妥善珍藏採集音樂錄音帶的歐樂

思神父，讓臺灣得以保存這些珍貴的音樂資

產。「能親耳聽到這些珍貴的民族音樂採集資

料，真的是一件很令人感動的事！」音樂學院

錢善華院長在致辭時表示，自己曾是史惟亮教

授的學生，因此看到這批資料能重新回到臺師

大，意義非凡。

	 「安可！安可！」臺下尖叫不斷，臺上俐落的身影帶領樂團演

出「船長進行曲」(Sousa	El	Capitan	March)，熱鬧的音符盡情奔放，

仔細一瞧，這位領軍音樂學院的指揮，不正是臺師大「船長」張國

恩嗎？師大音樂節在 2012 年 3 月 21 日正式敲鑼，開幕典禮在校本

部禮堂隆重登場，精心安排小驚喜，密集特訓校長指揮音樂系交響

樂團。雖然只有不到 30 秒演奏，臺下觀眾熱情回饋，給予最響亮的

鼓勵，甚至有同學大喊：「校長，不要緊張！」除此之外，開幕活

動包括音樂系、民音所、表演所等多組團體輪番上陣，帶來精彩的

好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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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鴻鵠營 臺師大教學品質再提升 臺師大與東元集團「青春創藝季」

打造新藝術生活空間

校本部導師會議 人才培訓專題演講

課堂表決器  

IRS 即時互動反饋系統

教學活潑化

	 嶄新目標在新學期開始運行，101 學年度

第 2學期校本部導師會議，2013 年 2 月 20 日

於禮堂舉辦。張國恩校長、林淑真學務長、吳

正己教務長針對學生事務提出對導師的期許，

更邀請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董事長進行專題

演講—從王道談人才培育。施振榮董事長說：

「人才培育的挑戰並非沒有人才，而是有人才

但是沒有舞台。」如何培育人才是領導者重要

的思考方向。

// 校園記者公領系 103 級張瑞容採訪報導 //

// 校園記者國文 103 趙慶翔採訪報導 //

// 校園記者國文 103 趙慶翔採訪報導 //

// 校園記者國文 103 歐世安報導 //

↑張國恩校長（左二）對於導師的責任再三勉勵，並提到：「大

學並非就業製造所，如何培育學生德行？除了專業技能外，更

重要的是學生的人格特質。」導師需加強與學生連結性，多加

輔導學生，並時時關心學生安全。

↑東元集團會長黃茂雄（左二）表示此空間像是一個聚

落，未來打造成一個有藝術氣息的小廣場、小市集，各

行各業的人都可以來這裡。雖然此處地價貴，但能夠發

掘人才、回饋社會也就值得了。

	 臺師大教學發展中心於 2013 年 3 月 6 日中午

在誠 104( 微型教學教室 ) 舉辦課堂表決器「IRS 即

時互動反饋系統」教育訓練，受訓老師與教學助理

一起學習新科技，並且表示迫不急待得想在課堂上

使用了。為了營造有趣、即時的學習氣氛，而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臺師大 101 年度購買了 7 套網奕

資訊出版的「即時反饋系統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並在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場教學

品質的活動舉辦教育訓練，不僅增加師生互動、課

堂多元教學，也可以克服多人上課時，意見回饋的

有效性，學生不用再害怕要舉手表決了。

	 新年新氣象！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臺師大教

學發展中心與人事室在 2013 年 2 月 23、24 日於林

口校區舉辦「2013 鴻鵠營」（新進教師研習營），

一連兩天的活動，讓新進教師們能夠熟悉校園環境

之外，更能深入了解教學研究相關業務。這次活動

主要針對學校業務及教學研究等主題說明，讓新進

教師能夠更快融入臺師大大家庭。另外，也請到廉

政署王文德檢察官，針對教師的研究經費相關問

題，在研究自由與法令限制之間做出詳細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東元集團聯手打造

「青春創藝季」，讓藝術充滿生活電器間，

2013 年 3 月 28 日雙方於安悅電器忠孝店舉行

簽約記者會，透過產學合作，讓學生能在東元

集團東區精華地段場所展出，藉此也提供附近

居民一個人文、美學交織的藝文空間。

	 記者會現場也安排臺師大音樂系及英語系

學生進行音樂演奏及小短劇表演，牆上也可以

看到美術系及設計系學生的畫作，參展同學表

示，感謝臺師大與東元集團合作，讓學生有一

個這麼好的展演空間可以展出。日後民眾即可

在安悅電器忠孝店欣賞臺師大專業級畫展藝術

演出，就此展開國內大學進駐企業展場先例。

校園活動
04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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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園地	
05 ALUMNUS

澎湖校友會 寒冬送溫情

華府臺灣師大校友會

毛筆書迎新

美術系臺南地區校友
響應百年捐百畫  促母校興建美術館 

校友樓暨國際會館興建募款計畫正式啟動 
香港校友會發起首波募款

金額達新臺幣兩百餘萬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報導//

	 香港校友會為了響應母校校友樓暨國際會館

建設計畫，在馬秀嫻理事長的號召下，於香港九

龍舉辦一場感恩募款餐會，共計超過 30 餘位香港

校友熱烈響應，捐助金額高達新臺幣200餘萬元；

校長張國恩表示，這些款項將全數投入校友樓暨

國際會館之興建，未來該幢大樓將致力資產活化，

盈餘將作為本校恢復公費制度之基金。

//公共事務中心蘇怡和報導//

	 「百年捐百畫‧建設新師大」陸續獲得藝術

界校友響應，張國恩校長、藝術學院李振明院長、

美術系楊永源主任與林安邦主任秘書 2013年 1月

25日共赴臺南與校友餐敘，當天出席校友共計 24

位，並致贈母校 12幅作品，其中還有 9位校友表

示願意大力支持母校百年百畫之計畫，將捐贈母校

作品或特地為此計畫重新創作畫作，以具體行動支

持母校建設。

//大華府地區校友會提供//

	 大華府地區臺灣師大校友會於 2013 年 1 月

27 日假馬州蓋城福順樓餐廳舉辦迎新聚餐，改選

理事，並邀請知名書法家毛戎先生漫談中國書法

及示範演出。每位參與校友對這認識中國書法文

化的寶貴機會表現熱烈。聚餐除了美食另有多項

獎品，校友們尤其歡愉的藉機談心敘舊。感謝前

任會長李皎皎及理事們兩年來辛苦服務。

//澎湖校友會提供//

	 2012 年 12 月 14 日澎湖晴空萬里藍天碧雲，

在寒冷的冬天中令人感到特別的喜悅與舒暢，澎湖

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於這天舉行第二屆第二

次會員大會，來自澎湖縣各地包含離島地區的臺師

大校友，以及退休的師長，涵蓋老、中、青的三代

校友師長齊聚在阿東餐廳舉行會員大會，這是校友

會的年度盛事，校友會見面格外的歡心，彼此問候、

分享在教學的心得與生活近況。

↑這場難得的盛會，在伍建新副理事長的帶動唱下顯得相當

熱鬧，一曲校歌開唱更喚回許多校友對母校的回憶與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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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 捐款人  金額 

教職員 高麗珍 2,000

校友 陳葳莉 200

校友 李義發 5,000,000

校友 伍鼎新 20,000

校友 陳仲海 港幣 10,000

校友 伍建新 100,000

校友 何謂熾 500,000

社會人士 蔡旻芳 200

教職員 ,	校友 饒達欽 650,762

校友 廖羽凡 1,000

校友 何玉達、盧惠珍 177,305

校友 蔡惠芬 177,305

校友 香港校友三十人等 343,617

校友 許明文 10,000

校友 高欣簇 4,000

社會人士 王諄瑾 3,000

教職員 吳萬福 3,000

教職員 林明慧 50,000

教職員 高麗珍 2,000

校友 陳葳莉 200

社會人士 范秉綱 1,000

社會人士 王慎齋 6,600

社會人士 無名氏 7,000

社會人士 吳君瑩 3,000

校友 張晉賓 3,000

校友 許美雲 453,840

校友 李珀玲 3,000

校友 宋欽銘 10,000

社會人士 陳葳莉 200

社會人士 王淑暖 1,200

社會人士 蔡旻芳 115

社會人士 林幸誼 1,000

校友 李三財 100,000

教職員 饒達欽 652,004

教職員 高麗珍 2,000

校友 郭日東 7,385

社會人士 蔡旻芳 115

社會人士 姚榮華 1,000

校友 陳正宜 2,000

捐款芳名錄 
2013 年 01 月 01 日至 03 月 31 日

校務 / 建設基金



其他捐款

身分 捐款人  金額 捐款用途

校友 周芳妃 5,000 獎助學金 ,	院系所

校友 蔡幸媚 1,000 院系所

校友 謝佳男 1,000 獎助學金 ,	院系所

企業機構 億德興業有限公司 10,000 活動或專案

社會人士 陳月宴 200,000 院系所

社會人士 蘇正隆 20,000 院系所

社會人士 李金濤 100,000 活動或專案 ,	院系所

社會人士 廖文衡 10,000 活動或專案 ,	院系所

社會人士 裴添福 2,000 活動或專案 ,	院系所

社會人士 熊昭琦 400,000 活動或專案 ,	院系所

企業機構 臺灣公共衛生學會 3,800 院系所

校友 涂鐵雄 611,994 院系所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蕭滋教授音樂文化基金會 20,000 院系所

教職員 ,	校友 樊雪春 300,000 獎助學金

企業機構 浩鑫股份有限公司
8 吋平板電腦 30台、EDUPAL
互動學習管理系統一套

院系所

校友 陳春仁 / 張華美 樂器 - 手鐘一組 院系所

企業機構 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活動或專案 ,	院系所

社會人士 陸曉臨 300,000 獎助學金 ,	院系所

企業機構 台北汐止扶輪社 30,000 活動或專案 ,	院系所

企業機構 萬象翻譯 100,000 院系所

社會人士 趙淑珠 200,000 獎助學金

社會人士 何明輝 5,000 活動或專案 ,	院系所

校友 謝佳男 1,000 獎助學金 ,	院系所

教職員 范良峰 1,000 獎助學金

社會人士 芝山扶輪社 2,000 院系所

社會人士 南德扶輪社 2,000 院系所

社會人士 陳茂仁 30,000 院系所

校友 周芳妃 5,000 獎助學金 ,	院系所

校友 蔡幸媚 1,000 院系所

校友 謝佳男 1,000 獎助學金 ,	院系所

社會人士 謝國燕、謝國煦 100,000 獎助學金 ,	院系所

企業機構  樺瑩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院系所

校友 何嘉仁 100,000 獎助學金

企業機構 蔥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 洪能仕先生 ) 1,000 院系所

社會人士 孫武 4,963 獎助學金

校友 謝佳男 1,000 獎助學金

校友 蔡幸媚 1,000 院系所

社會人士 周芳妃 5,000 獎助學金

企業機構 台北市瑞光扶輪社 30,000 院系所

企業機構 台北博愛扶輪社 30,000 院系所

企業機構 達永建設機構 50,000 院系所

社會人士 張淑美 5,000 院系所

教職員 席慕德 100,000 獎助學金

社會人士 熊昭琦 1,200,000 院系所

校友 簡菲莉 3,200 獎助學金

企業機構 AGC 集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000 院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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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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