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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刺國際化與跨領域 

QS 學科排名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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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開量子臨界相對論電漿現象之謎

電機系產學合作發表最小 AI 晶片 

縮短現代人與 AI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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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後提供 3千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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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獲2019企業最愛大學第 6名

衝刺國際化與跨領域 QS 學科排名表現亮眼

1111 人力銀行 1 月 28 日發布「2019 年企業

最愛大學」調查結果，師大位居公立一般大學第

6 名。師大自 2016 年在該項調查中，登上「雇主

最滿意」公立大學第 10 名後，名次逐年穩定進

步，2017 年獲第 7 名，2018 年與 2019 年的表現，

均獲得第 6 名，顯示師大近年發展為綜合型大學

的成效，得到企業界肯定。

1111 人力銀行認為，當今企業不再只注重新

鮮人的專業能力，具備數位職能、統整應變及問

題解決等能力，也是徵才條件之一，因此上述能

力成了一些大專院校規劃課程、培育學生的目標。

1111 職涯發展中心總經理李大華表示，科技

國際高等教育調查機構（簡稱 QS）2 月 27

日公布 2019 全球大學學科排名，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有 3 門學科登上全球前 50 強，分別是圖書

館與資訊管理學科獲評為全球第 30 名、教育學

科、語言學科均名列 43 名，顯示臺師大近年來

積極衝刺「國際化」與「跨領域」，傳統學科強

項導入尖端新科技，「強強相加」，也讓師大豐

沛學術能量被全球看見。

這次師大在學科排名中，再次展現卓越成

績，師大副校長宋曜廷分析，師大多年著重人文

與社會科學，且 QS 重視大學聲譽，因此發展國

際化走兩大策略，首先是「學術研究國際化」，

鼓勵老師找多國學者共同研究、掛名發表，甚至

是跨國科研，第二是「學術交流國際化」，鼓勵

師生出國到其他大學，並延攬國外師資，才能把

聲譽散布出去。

宋曜廷進一步說明，今年 QS 學科排名中，

師大的語言學也衝到 43 名，研判是學校在華語

文研究領域上在全球數一數二，吸引不少國外對

華語文有興趣的學者，也選擇跟師大合作，聲譽

也因此傳播。

另外，宋曜廷認為，跨領域科技整合也是這

次 QS 排名上升原因，包含教育學門與前瞻的人

工智慧 (AI)、虛擬實境 (VR)、擴增實境 (AR) 等

結合，華語文領域也導入先進的語音辨識科技，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秘書室黃品齊報導 //

↑師大教育學科名列全球 43 名。

業仍是當前臺灣的重要產業，因此以理工科系為

重的名校，仍十分受企業青睞；不過，值得注意

的是，像是師大等一些過去非以理工科系為強項

的大專院校，也逐步依照自身特質、現有資源，

改變原先的科系、課程及教學目標，並且鼓勵學

生跨領域學習，在畢業前為就業做準備。

師大吳正己校長曾在去年舉辦的就業博覽會

上指出，現今師大畢業生約有 70% 都在教育領域

以外的產業工作，且學生的國際化能力相當好、

跨域整合能力也很強，並且十分重視團隊合作與

全人教育。他也表示，培養學生品德及勤奮負責

的態度是臺師大的教學特色，使得畢業生在政府

部門、研究機構、文教傳播、醫療保健、運動科

技等領域皆表現傑出，尤其是在敬業、操守、合

作與專業能力等面向，更受雇主肯定。

甚至發表了寫作自動批改程式等相關論文，獲得

國際知名期刊認可。

這項排名涵蓋 5 個領域共 48 個學科，依據

四項指標，包括學術聲譽、雇主聲譽、論文引用

量、高被引論文，分析 78 個國家及地區約 1200

多所大學。師大共有 11 個學科上榜，入榜學科

數是歷年來最多，除了 3 學科名列前 50 強外，

現代語言學科排入 51-100 名，商學首度入榜，

其他包括電機工程、資訊科學、物理天文、化學、

藝術設計、英語文學等學科，藝術與人文則是師

大表現最佳領域，名列全球 190 名。

進一步分析，教育學科從 2017 年 40 名、

2018 年 51 至 100 名內，2019 年回升到 43 名，

語言學也從 2017 年 48 名、2018 年 51 至 100 名

內，進步至 2019 年 4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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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學科專長組隊 
教育研究國際化的領頭羊

華語文結合科技研究 師大成績斐然

站上頂尖教育研究的世界舞台，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跨領域組隊重磅出擊！自 2013 年起透過

國家科學委員會頂尖中心計畫的支持，與美國賓

州州立大學合作成立「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

心」，並於 2018 年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全球鏈結研究中心經費。

師大「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以達

成教育研究世界頂尖、師資培育全球典範、教育

產業全球知名為目標，結合校內心理、教育、科

技、資工、特教等學科專長的人才，整合科學教

育研究、智慧學習科技研究、智慧量測與教育大

數據研究及教育神經科學研究四個團隊。該中心

在 107 年度展現豐碩的成果，並累積許多寶貴的

經驗，作為未來持續朝目標前進的基礎：

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去年在多項研究

議題上，皆有重大突破，像是：首次發現一次性

有氧運動可以改善 ADHD（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

躍症）學童之安靜狀態腦波。此研究結果除了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深耕華語文研究，創立獨

步全球的華語文數位學習平臺系統，每個平臺都

包含教學與學習功能，同時嘉惠華語學習者與教

師。這些平臺不只獲得國際一流期刊的認可，也

受到臺灣和全世界的華語文教學領域的青睞。

師 大 華 語 文 與 科 技 研 究 中 心（Chinese 

Language and Technology Center），以發展成

為國際頂尖華語文教學與研究中心為目標，針對

語言學、心理學、學習科技和測驗評量等技術進

行跨域整合。回顧 2018 年在華語語言學習的基

礎知識、學習平臺以及教材教法上，都有突破性

的發展，也產出豐碩的研究成果。

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積極拓展華語文科技

的新視野，研發的華語文聽說讀寫各學習平臺，

已推廣至海內外的國際學校與教育中心，包含：

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香港、印尼及泰國等。

而該中心所推出的網站 Cool Chinese Plus，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

// 校園記者許紹萱、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深耕計

畫辦公室傅惠筠報導 //

↑蔡今中教授 ( 右二 ) 與多倫多大學標竿中心主任 Prof. 

Scardamalia( 右三 ) 商擬長期國際合作計畫。

↑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持續耕耘華語文學習的核心科

技，在 2018 年成果大豐收。

備學術價值外，也對於改善 ADHD 學童之專注

力與學習效果、進行適性化的有效訓練，提供重

要的應用價值。學習科技研究領域提出了創新

的理論－字典輔助閱讀競合理論，並透過開發及

檢驗一項電腦字典的輔助功能之有效性，驗證了

此理論。在新興科技融入科學教育研究領域，擴

增實境技術首度運用於小學生科學學習形成性評

量，結果證實其可大幅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與學

習動機，對於未來的研究與教學，都有重要意義。

再者，去年智慧量測研究整合了潛在語意分析、

試題難度分析及題殼研發，並發展成一套自動命

題技術。

整合適合入門者的華語聽說自動診斷與教學系統

（SmartPinyin 慧聽慧說）、華語文全字詞數位

教材編輯模組、華語文寫作自動評分與回饋、及

中文閱讀能力適性評量與適性文本推薦系統，並

結合行動載具的應用，讓學生的學習不再受時空

限制，提升教學的效能，至今累計使用人次已超

過 37,000 人。

該中心期望將數位化學習商品從學術端推廣

到產業端，再從商品獲利投資回學術端，提升研

發品質，形成正向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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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人工智慧巨浪來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

機系團隊與晶片業者視芯公司產學合作，1 月

18 日共同發表 AI 晶片與終端產品 AI 驗證開

發板。該晶片只有 0.7 公分，有體積小、耗電

低、功能單純且成本低的特性，可扮演智慧助

理進行 AI 辨識推論，將現有影音產品升級成

AI 產品；而終端產品 AI 驗證開發板則可協助

業者導入 AI 到電器產品中，降低企業升級 AI

的成本。

師大電機系 AI 與機器人團隊，由王偉彥

教授、許陳鑑教授和葉家宏教授領軍，在開發

過程中提供前瞻的 AI 設計概念與應用框架，

以及相關專業知識。

師大生命科學專業學院組成跨國研究團

隊，針對分布區域廣泛的粉紅鸚嘴鳥進行基因

解析，發現與高低海拔環境適應相關的基因，

而且可能是從 10 多萬年前就存在的既有遺傳

突變。

全球氣候變遷造成環境急遽變化，若不能

適應目前及未來劇烈變動的環境，則族群數量

會不斷下降，甚至走向物種滅絕。為了解生物

要如何適應不斷變動的環境，師大生科學院教

授李壽先帶領碩士班研究生賴郁婷，以及國內

外包括國家衛生研究院等單位研究人員所組成

的研究團隊，發現與不同海拔環境適應相關的

遺傳突變，主要是由臺灣與大陸族群分家前的

祖先承襲而來，而非近期才產生的新突變。

←師大電機

系王偉彥教

授 表 示 AI

晶 片 與 傳

統 3C 晶 片

最主要的差

異，在於需

要 經 過 訓

練、學習才

能使用。

←生科學

院解析粉

紅鸚嘴，

發現生物

以既有遺

傳突變適

應環境。

電機系產學合作
發表全球最小AI晶片 
縮短現代人與 AI 距離

生科學院解析粉紅鸚嘴 
發現生物以既有遺傳突變適應環境

光電所跨國研究榮登 Science 期刊 
解開量子臨界相對論電漿現象之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助理教授

楊承山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系合作，

發現並成功解釋超潔淨石墨烯中的量子臨界相對

論電漿現象，並刊登於最新一期的國際頂尖期刊

《科學》（Science），解開十幾年來於二維材

料科學中無法解釋的謎題，揭示了石墨烯存在於

典型電子系統中觀察不到的相對論現象，對未來

在超快量子元件的發展，佔有非常舉足輕重的角

色。而微小化的兆赫波系統設計，更可望使兆赫

波技術於高速無線通訊、儀器與檢測、新穎材料

及國土安檢系統廣泛應用，進而改變人類生活。

師大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舉行學術研究成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江敘慈攝影//

↑光電所楊承山 ( 右 ) 跨國團隊研究成果榮登《Science》

期刊。

果發表會，科技與工程學院程金保院長致詞表

示，科工院發展重點涵蓋教育、科技及工程三大

領域，並定位為以技術為本位的應用型學院，致

力培育各產業所需專業人才，雖然光電所老師人

數不多，個個都具有研發能量，學校也購買了脈

衝波機等貴重儀器，讓老師做研究更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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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生命科學院報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師大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於 1998 年締結

姊妹校，交流頻繁且情誼深厚。2018 年 11 月

下旬由校長吳正己率領師大代表團，赴賓州州

大進行標竿學習，瞭解賓州州大校務發展計畫

運作經驗，並與賓州州大校長 Eric Barron 會

談，雙方暢談甚歡且有豐碩的成果。透過本次

兩校共同推動的「合作發展基金」計畫，帶領

兩校師生有更多雙贏的學習及成長，更展現雙

方持續交流的潛力，期許未來賓州州大與師大

在策略夥伴關係有更多亮眼的成果。

馬來西亞位處東南亞核心地帶，是多元種

族國家，其中華人約佔人口比例三成，是第二

大民族。為發掘這段東南亞華人移民史，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陳國川帶著研究生，

近十多年來透過田野調查墓碑及訪談耆老，還

原早期華人社會開墾及生活面貌，探究海外華

人建構地域社會的奮鬥歷程。

每年來台過冬的黑面琵鷺被國際自然保護

聯盟列為瀕危物種，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

物研究保育中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科學院

李壽先教授組成的研究團隊，於 2019 年 3 月

7 日共同發表黑面琵鷺基因解碼，領先全球解

開黑琵遺傳多樣性之謎，並從 12000 多個基因

中，比對確認黑面琵鷺族群數量仍在成長軌道

上，且過去近親交配危機也逐漸緩解，仍保留

一定水準的遺傳多樣性，接下來的保育重點將

是給予黑面琵鷺足夠的環境及生態資源。

師大體育系張少熙教授研究團隊 2018 年

針對北市高齡者健康行為與跌倒風險調查，發

現北市 65 歲以上高齡者，每天久坐超過 7 小

時者占 54％，且高齡者雖有 8 成自述每周皆

進行體能活動，但進行中強度以上運動者比例

卻不到 4 成。他認為，高齡者長期久坐又缺乏

中強度的肌力運動，易使肌肉流失而使跌倒風

險上升，建議多外出運動，才能增進肌肉力量。

← 師 大 校 長

吳 正 己 ( 左

一 ) 率領師大

代 表 團 赴 賓

州 州 大 進 行

標 竿 學 習，

並 與 賓 州 州

大 校 長 Eric 

Barron( 右

二 ) 會談。

↑陳國川教授 ( 左 ) 長年深耕西馬南部的柔佛州，主

要研究地區包括龜咯、新山、文律等地，並漸及北馬

霹靂州的太平地區。

↑李壽先老師研究團隊代表由左至右為葉佳芬研究助

理、特生中心姚正得副研究員及楊嘉棟主任。

↑師大受臺北市衛生局委託、在全市十二區健康服務

中心推動辦理的「悠活防跌班」，為長者們安排多元

的活動以達成提升長者體適能。

師大與賓州州大合作
推動學術研究計畫 共創雙贏

比當地人更瞭解當地 
地理系陳國川教授
追蹤大馬華人移民史

全球第一 
生科學院參與解碼黑面琵鷺基因

體育系團隊研究久坐習慣 
維持肌力秘訣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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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報導//

//科技系報導//

//科技與工程學院報導//

//臺灣史研究所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學

習科學與教育科技應用所（ALSET）於 2019

年 3 月 14 日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簽署合作備忘

錄（MOU），以支援兩校學習科學領域之共

同研究。師大學習資訊專業學院蔡今中院長表

示，「雖然這只是我們的第一步，但對於兩校

來說，這還是非常地重要。我們共同的研究興

趣將可一起對此領域做出貢獻。我希望這個

MOU 可以創造出一個兩校教授、研究以及學

生合作進行先進研究的分享平臺。」

亞太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是由臺灣與亞太

地區國家（包含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

香港、美國等）科技教育學會所共同規劃籌辦

的重要國際研討會，1997 年 ICTE 研討會的會

員國在臺灣共同簽署章程，2019 年 1 月 16 日

至 18 日則於韓國舉辦第 11 屆研討會。依照規

劃，預計在 2021 年 1 月將會有來自亞太地區

至少 7 個國家、200 位科技教育學者、教師，

蒞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同分享各國的科技

教育研究成果，並促進亞太區域國家的交流。

為促進臺日雙方之學術交流與產學合作，

師大吳正己校長率領科技與工程學院師生參與

2019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１日在日本東京工業

大學舉辦之『第三屆日臺國際工程論壇』，共

創交流新局面。此論壇參與者包含臺灣大學系

統與日本大學六校聯盟的學術主管、教授與青

年研究人員，共計約 130 位產官學研人士參

與，並邀請近 20 家一流臺日知名企業如日立、

研華、臺達電、東元、日月光等廠商與會，可

以看出產業界對於科研成果發展的重視。

師大文學院長陳秋蘭率臺史所張素玢教

授、英語系吳靜蘭副教授、歷史系林欣宜副教

授，於 2019 年 2 月 23 日至 28 日赴紐西蘭參

訪 3 所大學的原住民族研究機構及洽商合作，

並與姊妹校奧克蘭理工大學簽訂院級學生交換

協議。文化與社會學院副院長 Sharon Harvey

引領參訪團參觀該學院，並介紹大學生、研究

生在學院中可以選擇學習。至於交換生，其學

院與日本大學互動最為頻繁，師大則是該學院

第一個建立學生交換機制的學校。

↑亞太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 2019 臺灣代表團。 ↑師大文學院與奧克蘭理工大學簽約交換學生。

↑此論壇共發表了 52 項創新的學術發現及技術，主

題涵蓋 AI、機器人、 5G、雲端大數據等熱門課題。

↑師大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代表會面討論學習科學研究

合作機會。

師大與新加坡國立大學簽約合作 
推廣學習科學研究

師大獲得 2021 年
亞太國際科技教育研討會主辦權

科工院師生赴東工大 
拓展國際產學交流

文學院與奧克蘭理工大學
簽約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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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學院報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師培處實習輔導組報導//

//師培處實習輔導組報導//

師大國際教師學分學程於 2018 年 12 月

22 日、23 日舉辦 IB 工作坊，邀請泰國曼谷英

漢國際學校溫雅欣副校長 ( 同時也是國際文憑

組織認證的培訓講師 ) 為師資生帶來兩天緊湊

而充實的 IB 培訓與增能。

師大獲教育部 106 年度補助師資培育之

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計

畫，由英語學系陳秋蘭教授及程玉秀教授共同

主持，於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選送五位實習教

師赴越南胡志明市臺灣學校進行教育實習。

歐盟內的四所大學，包括捷克帕拉茨基大

學亞洲研究系、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派爾努學

院、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及瑞典烏普

薩拉大學，都與師大合作 Erasmus+ 獎助計畫，

鼓勵學生赴歐洲學習，和國際人才交流。師大

資工系合作的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該計畫

豐沛的經費補助，領先全瑞典的大專院校，師

大的學生、教師也因此受惠。

師大獲教育部 106 年度補助師資培育之

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課程及教育實習課程計

畫，由師資培育學院張民杰教授主持「南向

『印』記─雅加達臺灣學校跨域實習計畫」。

此計畫為「4+2」教育實習，學生於國內完成

四個月教育實習後，赴國外進行兩個月之教育

實習，共 6 個月時間。

↑師大與曼谷英漢國際學校攜手合作培育 IB 師資。

↑師大學生赴捷克帕拉茨基大學交流。

← 英 語

科 學 營

圓 滿 結

業，實習

教 師 與

學 生 合

照。

師大和曼谷英漢國際學校攜手合作 
培育 IB 師資

5生赴越實習教學 增強國際移動力

歐盟 Erasmus+ 計畫 
嘉惠師大生赴歐洲拓展視野

南向印記教育實習 
師資生新視角新體驗

逆風飛翔 
特教生赴美國德州大學學術交流

2019 年 2 月 10 日，師大特殊教育中心柯惠

菁助理研究員、鄭聖敏副研究員和本校特殊教育

研究所校友謝佳男博士（目前任職於臺北市大安

高工）一同帶領 9 位資源教室學生，前往德州大

學奧斯汀分校，進行為期 10 天的無障礙考察及

學術交流活動。活動內容概分為參與大學部課堂

上課、拜訪大學行政單位、與學生社團交流，以

及會晤校外民間組織等四大項。

//公領109李坤融報導、特教中心鄭聖敏潤稿//

↑特教生赴美國德州大學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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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管理學院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報導//

//管理學院報導//

//校園記者歷史111杜舜雯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系車輛技術

組兩位碩士生林仲一、許繼嘉，取得 Gogoro

維修技術課程講師資格。兩位學生都表示，看

好電動車未來發展的成長趨勢，期望獲取維修

及講師認證，拓展職涯之路。師大與中華民國

智慧運輸暨能源產業協會攜手，領先各大專院

校取得國內電動機車龍頭品牌 Gogoro 官方授

權，由師大機電工程學系及車輛與能源學程負

責開辦「Gogoro 維修人才認證培訓課程」，

將產學合作的實際意義提升高度成效。

管理學院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服務業

經營與策略」課堂與城邦媒體集團《漂亮家居》

雜誌社進行為期一學期的產學合作，協助《漂

亮家居》共同編纂 2019 年 3 月出刊的商空特

輯「手搖飲開店 & 設計全攻略」。對管理學院

研究生而言，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與業界

包括雜誌社、手搖飲店等進行合作。學生學習

自己去洽談、採訪及編纂雜誌，同時藉此深入

了解手搖飲店的商業經營模式，學生們從這堂

課程的合作計畫中獲益良多。

新加坡重視金融科技發展，也是國內金融

界取經對象，師大管理學院院長周德瑋教授於

2019 年 1 月 7 日率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

在職專班學員一行約 30 人，展開 3 天的參訪

行程，除參觀新加坡的金融科技企業，也拜訪

新加坡管理大學。周德瑋表示，中華民國政府

2017 年通過俗稱監理沙盒的「金融科技發展

與創新實驗條例」，並於 2018 年 9 月公布核

准凱基銀行與中華電信合作的創新實驗計畫，

成為首件核准「金融監理沙盒」案例。

友晶科技於 2019 年 3 月 21 日協助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成立【Intel FPGA & AIoT 聯合

實驗室】。Intel 實驗室是由美國 Intel FPGA 

全球大學計畫總監 Dr.Stephen Brown 直接授

權、支持掛牌成立，並由臺灣師範大學科技與

工程學院程金保院長、電機系許陳鑑主任、

Intel FPGA 大學計畫，由友晶科技彭顯恩總

經理及陳菀宣經理代表，共同主持揭牌儀式。

彭顯恩總經理更在典禮中，特別針對 FPGA 

在人工智慧的應用實例作專題演講。

↑透過實際採訪，使學生更了解手搖飲店的經營模式。 ↑ Intel 與友晶科技一同為電機系打造聯合實驗室。

↑師大管理學院院長周德瑋率團參訪新加坡提供區塊

鏈服務平臺的新創公司 Morpheus Labs。

← 2019 年

2 月 19 日

至 22 日 在

師 大 舉 辦

「Gogoro 維

修人才認證

培訓課程」，

訓練專業人

員電動車的

拆裝技能。

碩士生當 Gogoro 維修講師 
掌握職涯先機

管理學院與城邦媒體集團產學合作 
深化實務學習

管理學院與星國交流 
強化金融科技商業模式

電機系與科技業共同成立實驗室 
產學連結更緊密



8

師生表現
03 PERFORMANCE

← 師 大

足球隊近

年 以 社

團 性 質

在大專聯

賽賽場短

時間竄起

1 0 7 學

年度大專

足球聯賽

奪 下 冠

軍，創下

隊史最佳

成績。

男子足球隊
首度捧回大專聯賽冠軍金盃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大專足球聯賽公開男生組二級決賽於 2019 年

4 月 6 日在臺北田徑場登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以 4 比 0 踢退中華大學，不但拿下隊史首冠，也

是隊史最佳成績，2020 年將進軍公開一級，最後

更拿下三座個人獎項，體育系林侑增、華語文教

學系法國籍貝龍、體育系鄭一恆分別奪得金靴獎、

銀靴獎和金手套獎。

師大男籃擊敗強敵國體 奪得季軍

競技系吳佳穎世界盃射擊賽奪銀 
搶下東京奧運門票

競技系碩士生張淨惠 奪羽球國際賽銀牌

//校園記者台文111祝嘉敏報導//

//運動競技學系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對決強敵國立體大。兩隊實力相當，得

分一度拉鋸，但周桂羽在比賽後段展現隊長價值，

連續攻勢帶領球隊領先分數，終場以 78：75 打

敗國立體大。最後的季軍賽，校長吳正己、副校

長李忠謀、學務長張少熙、運休學院院長季力康、

體育室主任王鶴森、體育系主任林玫君、競技系

主任俞智贏都到場為球員加油。師大教練王志群

說到，球員今天心態較放鬆，開賽時刻意排上大

四球員，希望球員們享受大學生涯最後一場球賽。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系碩士班學生吳

佳穎，於 2019 年 2 月 26 日在印度新德里舉辦

的世界盃射擊賽女子 10 公尺空氣手槍，以總分

238.4 分的成績獲得亞軍，也確定取得 2020 東京

奧運的參賽資格，吳佳穎射擊成績一直穩定，長

相甜美可人，深受國內運動迷喜愛。

師大運動競技系碩士班學生、女子羽球運動

員張淨惠與搭檔楊景惇，於 2019 年 3 月 7 日至

10 日在葡萄牙卡爾達斯達賴尼亞內舉行的葡萄牙

羽球國際賽中，奪得女雙銀牌，為國爭光。

↑決賽階段，對決丹麥－瑞典球員女子雙人組合，張淨惠
與楊景惇贏得亞軍。

← 吳佳穎在

2 月初因為疲

勞 和 身 體 因

素，導致左眼

角膜潰瘍，不

但瘋狂流淚還

畏光，幸好及

時恢復健康，

讓她得以順利

出賽。

↑大專排球聯賽，臺師大包辦男女雙冠。

大專排球聯賽 師大包辦男女雙冠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男、女排球隊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在

UVL 大專排球聯賽冠軍戰中，分別以 3 比 1、3

比 0 擊敗彰化師大、臺北市立大學雙雙拿下冠軍，

女子組是重新奪回后座，男子組則是完成 12 連

霸，在冠軍賽表現傑出的師大吳宗軒與陳姿雅，

分別獲得男女子組冠軍賽最有價值球員殊榮，而

這也是吳宗軒連續三年獲獎，陳姿雅則是自 105

學年度後再次拿下 MVP 獎項。女子組冠軍之戰由

師大迎戰臺北市立大學，去年 7 連霸被正修中斷，

今年以全勝之姿晉級，重新奪回后冠。



9

師生表現
03 PERFORMANCE

↑體育系博士生莊佳佳 ( 左 ) 接任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局長。↑體育系程紹同教授接任高雄市運動發展局長。

← 教 育

系 教 授

許 添 明

再 次 擔

下 重 責

大任，接

任 國 家

教 育 研

究 院 院

長一職。

←蔡佳芬接

獲新北市市

長侯友宜邀

約時，當下

有些驚訝，

但也很想接

受不同的挑

戰，替藝術

文化領域帶

來更大的轉

變。

//體育系報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體育系程紹同教授接掌高市運動發展局

音樂學院蔡佳芬老師任新北文化局長 
促進在地文化發聲

體育系程紹同教授於 2019 年 3 月 19 日接掌

高雄市政府首任運動發展局局長，體育系博士生

莊佳佳擔任桃園市政府體育局長，3 月 13 日宣誓

就職，加上現任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長李再立是體

育系校友、新北市政府體育處洪玉玲是地科系校

友，陸續在六都中擔任地方政府體育行政首長。

程紹同專長領域為運動產業經營管理、國際運動

賽會管理、運動行銷與贊助等，致力推動臺灣運

動產業，也積極投入國際學術組織與交流

新北市新任文化局長蔡佳芬，是師大音樂學

院老師、同時也是知名的長笛演奏家。她從小學

習西洋古典樂，後來接觸到田野調查，從此迷上

「在地文化」，走馬上任後，她希望串聯新北市

29個行政區的在地文化建構「新北學」，並挖掘、

盤點新北市各地的文史，促進在地文化走上國際

舞台。她曾帶著學生到有「新北茶鄉」之稱的坪

林做田野調查，希望在台語傳統念歌和歌仔戲的

前身「相褒歌」中，找到臺灣在地音樂的 DNA。

體育系博士生莊佳佳 
接任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局長
//體育系報導//

師大競技系碩士班畢業，目前就讀師大體育

系博士班的跆拳道金牌國手莊佳佳，以年僅 30 歲

出任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局長。莊佳佳是享譽國際

的跆拳道金牌國手，曾榮獲 2011 年世界大學運

動會金牌、2015 年世界跆拳道錦標賽金牌、2014

年仁川亞運會銅牌、2016 年里約奧運第五名，為

臺灣在國際賽事中奪得無數獎牌，讓世界看見臺

灣堅毅不屈的奮戰精神。

//教育系報導//

教育部於 1 月 30 日晚間發布最新人事命令，

師大教育系教授許添明再次擔下重責大任，擔任

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一職。許添明和教育部長潘

文忠都是「回鍋」擔任，他 2018 年中在 12 年國

教新課綱審議期間卸任，如今重新站上國教院長

崗位。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曾任

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所長、多元文化教

育研究所所長、師大教育學系主任、課程與教學

研究所所長、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所長、教育

研究與評鑑中心主任及教育學院院長等職。

教育系許添明教授 再擔國教院院長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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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憲法教授表示，很高興也感謝有機會為藝術交流跨出重

要的一步。

臺灣油畫家第一人 
美術系蘇憲法教授浙江辦個展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前美術系主任暨研究所所

長蘇憲法教授，2018 年 11 月 29 日受邀於中國杭

州浙江美術館舉辦大型個展「韶華四季－蘇憲法

油彩的東方詩境」，展出 70 組件油畫作品，為臺

灣第一位於該美術館展出的油畫家，展覽期間受

到當地媒體關注與報導，展現臺灣畫家在繪畫藝

術上的卓然成就，展覽於 12 月 12 日圓滿落幕。

美術系名譽教授江明賢 
墨彩驚艷創作展高雄登場

設計系許和捷海外個展 
從亞洲城市觀看漢字

國文系蔡孟珍教授推動兩岸崑曲交流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設計系報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師大美術系名譽教授江明賢，創作兼具歷史、

人文及美學高度意境，於 2019 年 1 月 8 日至 2

月 24 日，在高雄市中國書畫學會會館舉辦「墨

彩驚艷創作展」。水墨名家江明賢教授，1942 年

出生於臺中縣，自師大美術系畢業後，留學西班

牙並旅居紐約多年。他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

術系所教授、主任、所長。1988 年獲「國家文藝

獎」，在海內外舉辦過超過 60 次個展、也參加過

100 次以上的重要海內外聯展。

充滿活力的亞洲網絡超越設計（ANBD）年

會與展覽於 2019 年 2 月 11 日至 15 日在斯里蘭

卡可倫坡舉行，展覽重點在於關注亞洲地區的藝

術與設計之創造力。師大設計系許和捷教授以「從

亞洲城市觀看漢字」15 件系列作品受邀請個展。

師大國文系蔡孟珍教授，與夫婿中華崑曲藝

術協進會楊振良理事長，多年來致力於推動兩岸

的崑曲交流演出。她表示，她和夫婿兩人不只引

進了名家的唱曲、身段等技藝，也讓傳承文化血

脈而無私奉獻的那份使命感，在臺灣流傳了下來。

↑許和捷教授與作品合照。

←蔡孟珍

（左）與

第四屆中

國戲劇梅

花獎得獎

者蔡正仁

（右）於

上海共演

《長生殿．

小宴》。

← 徐 聖 凱

( 右 ) 謙 遜

地稱，獲得

該獎不只代

表自己得到

各 界 的 肯

定，也意謂

身為學者，

自己將扛起

更大的責任

與使命。

歷史系博士生徐聖凱 
獲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 4 屆余英時

先生人文研究獎」，於 2018 年 12 月 28 日舉行頒

獎典禮，包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徐

聖凱在內，共六名年輕學者獲獎。余英時先生人

文研究獎包含「專書寫作獎」及「博士論文寫作

獎」。師大歷史系徐聖凱博士論文探討「日治時

期台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獲頒博士論

文寫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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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召師生減塑 Start 
短講展演分享環保資源

公館校區新宿舍動工 
3 年後提供 3千床位

延續感動 
2017 臺北世大運聖火臺贈師大

凝聚古今結晶
臺灣藝術史研究中心揭牌

//減塑促進中心報導//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公館校區學生宿舍大樓 3D 圖。

← 吳 正

己 校 長

( 左 ) 保

證， 校

方 會 好

好 照 顧

聖火臺，

將 這 份

光 榮 感

延 續 下

去。

← 藝 術

學 院 成

立 臺 灣

藝 術 史

研 究 中

心， 於

2019 年

2 月 26

日 舉 行

揭 牌 儀

式。↑「MARCH 師大，減塑 START」透過環保商家的

理念分享講座，加強內心對於永續生活的認識與實踐。

「MARCH 師大減塑 START」於 2019 年 3

月 13 日至 3 月 15 日師大文薈廳舉辦，開幕

式中陳美勇總務長鼓勵與會大眾在這個時代

中盡一己之力，減少使用塑膠袋，從學校每

個角落、每個人都努力創造與推廣綠色生活。

近來聚焦關注環境永續的富邦人壽，也與本

中心一同善盡社會責任。富邦人壽林協理勉

勵大家一同向地球永續發展的路邁進，省思

日常生活所製造的垃圾，從本源根除。

為了改善現有住宿空間不足以及宿舍硬

體設備老舊等問題，提供學生質量兼具的住

宿環境，公館校區研究大樓旁正在興建新的

學生宿舍大樓，男、女宿舍各一棟，提供約 3

千床位的容納空間，最快在 2021 年 12 月完

工、2022 年啟用。目前公館校區學生宿舍大

樓新建工程，地下連續壁正在如火如荼地施

工中，地下層預計 2020 年 5 月完成施工。此

「面河第一排」的新宿舍，最快將在 3 年後

正式啟用，造福更多師大學生。

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象徵和平、光

明、團結與友誼的聖火臺，於 2019 年 1 月 17

日由臺北市政府副市長鄧家基代表捐贈給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吳正己校長。捐贈儀式上，

1987 年世大運代表團成員與 2017 世大運師大

參賽選手們齊聚一堂，象徵生生不息，別具

傳承的意義。師大校長吳正己指出，北市府

將聖火臺捐贈給師大備具意義，除了感念師

大團隊在 1987 年南斯拉夫札格瑞布世大運的

付出，也是肯定師大在體育教育方面的成就。

師大藝術學院成立臺灣藝術史研究中心，

並於 2019 年 2 月 26 日舉行揭牌儀式，由美術

系教授白適銘擔任首任主任。白適銘坦言，接

下主任一職，心中總是戒慎恐懼，但感謝藝術

學院院長與同仁的支持給他實用協助與鼓勵。

白適銘表示，臺灣藝術史研究中心未來將肩負

了本土藝術的出版、研究、教育等各方面的文

化遺產整理，也將與臺灣各地的美術館接洽，

推動藝術史相關展覽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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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音樂節開幕 邀您一同享「樂」

就業博覽會 
從未來大門看見無限可能

濃濃異國風 
國際文化節拉起友誼橋樑

師大藝術節 用創意增添趣味

//校園記者國文108郭佩捷報導//

//校園記者歷史111杜舜雯/歷史111張婕汝報導// //校園記者社教111吳晨皓/衛教111廖于云報導//

//校園記者歷史111杜舜雯報導//

↑就業博覽會，從未來大門看見無限可能。 ↑國際文化節活動精彩又刺激。

↑師大藝術節推出有別於往年的藍晒 DIY 體驗。

「2019 師大音樂節」於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禮堂盛大開幕，御風醒獅團率先登臺，

帶來熱鬧氣氛，緊接在校長吳正己敲鑼後，

銅管五重奏、阿卡貝拉音樂短劇、音樂系弦

樂團、舞蹈及民俗音樂等表演輪番上陣，為

長達兩個月共 40 場次精彩演出揭開序幕！音

樂學院年度盛事「師大音樂節」，由音樂學

院主辦策劃，音樂學系、民族音樂研究所、

表演藝術研究所師生共同籌備，推出風格橫

跨古典與現代的音樂活動，十分精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2019 年 3 月 20 日

舉辦「未來大門 無限可能」就業博覽會，吸

引近 70 家企業設攤，釋出含智能科技、生技

休閒、多元行銷、教育文化、政府服務等五

大領域上萬個職缺，廠商反應熱烈，更提前

招商額滿。20 多年來，師大努力的成果有目

共睹；根據遠見雜誌「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在文法商類，師大排名第一；2019 年初 1111

人力銀行的「企業最愛大學」調查，師大位

居第 6 名。

2019 年 3 月 12 日中午，一系列精彩活動

在日光大道揭開國際文化節的序幕。來自土

耳其、東南亞、日、韓、巴拉圭等數十國外

籍學生，穿著家鄉傳統服飾、擺攤供應各國

美食，舞臺上有臺灣原住民舞蹈表演、外籍

生帶來熱舞及歌唱，國內、外籍學生交流體

驗異國文化。開幕式貴賓雲集，在「3、2、1」

倒數聲中，共同刺破大氣球，五顏六色的小

氣球冉冉升空，噴出彩帶，歡樂氣氛感染師

大校園。

一年一度由藝術學院舉辦的師大藝術節，

於 2019 年 3 月 26 日至 29 日在日光大道華麗

登場，攤位上所販售的物品、畫作皆出自於藝

術學院學生之手，而日光大道中間還有有美術

史研究所的學生以小遊戲介紹世界經典畫作，

更有別出心裁的藍晒體驗，利用藍草提煉出

來的汁液，以不同的方式刷上布料或紙，就能

創造多款花紋。藝術學院提供書衣、書籤等商

品，並現場指導藍晒手工製作，讓消費者可以

自己做出最獨一無二的藍晒商品。

12
↑師大音樂節系列活動豐富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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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景雄夫婦設立獎學金 
圓清寒緬生求學夢 校友總會許勝雄理事長 

獲日本最高榮譽勳章

↑潘文忠是師大教育學博士，從國小教師做起，後到臺北

縣（現新北市）教育局服務多年。

↑倫景雄(左)謙虛表示，希望可以幫助需要幫助的年輕人。 ↑許勝雄致力支持臺灣與日本的大企業，以及其他區域的

中小企業國際交流、加強日臺經濟關係。

教育系校友潘文忠回任教育部長 校友會感恩餐敘 許師大更美好未來

//教育系報導//

行政院宣布，由師大教育系校友、前教育

部長潘文忠回鍋接任教育部長，曾因臺大校長

遴選案請辭的潘文忠，此次重掌教部，將面臨

新課綱上路和大專轉型退場等艱鉅任務。基層

文官出身的潘文忠，在教育部長任內大力簡化

統合視導、訪視、各類型評鑑，推動電子化填

報，避免重複作業，政策普遍獲得好評；另推

動實驗教育三法」修法，鼓勵中小學走向創新

教育，幫不同特質的孩子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

//校園記者許紹萱、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全國校友總會與香港、高雄、臺中、

苗栗、臺東等各地校友會團聚母校，於 2019 年

1 月 8 日在校本部文薈廳餐敘聯誼，師大吳正

己校長、全國校友總會許勝雄理事長、王金平

榮譽理事長都到場同樂，共同期許母校更加團

結、走向世界。全國校友總會許勝雄理事長表

示，過去一年世界的政治、經濟充滿動盪，不

過，他很樂見母校在每一任校長的領導下，以

及校友們經驗傳承下，持續在各領域發光發熱。

↑許勝雄理事長強調，經營大學的最終目標不是爭取頂尖

的學校排名名次，而是培養人才、讓學生受益。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江敘慈/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龍門勵學基金會董事長倫景雄、吳潔如夫婦

於 2019 年 1 月 18 日與師大簽署備忘錄，將於僑

生先修部成立緬甸學生清寒獎學金。倫景雄伉儷

均為香港人，50 年前來臺求學，從東莞利保迅電

子公司董事長退休後，熱心公益，經常幫助弱勢，

夫人吳潔如為師大家政系校友，他們第一年捐助

美金 7 萬 2 千元。未來 5 年每年捐助新臺幣 500

萬元，幫助清寒的緬甸僑生一圓求學之夢。

//全國校友總會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金

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2018 年 11 月獲日本政

府頒發「旭日重光章」，這是日本政府頒給外國

人最高榮譽的勳章，主要表彰許勝雄在擔任金寶

電子董事長，以及擔任「三三企業交流會」會長

期間，多年來促進臺灣與日本間，強化經濟合作

與增進相互理解而獲頒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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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率隊訪加拿大溫哥華 
卑詩省校友會熱烈歡迎 校長率團拜訪美國聖地牙哥校友會

↑吳正己校長 ( 前排右六 ) 率隊拜訪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湯克

成會長 ( 前排左五 ) 及多位校友。

↑吳正己校長 ( 前排右四 ) 率隊訪加拿大溫哥華。 ↑聖地牙哥校友會陳正茂學長偕同 20 多名校友帶領師長們

參觀「聖地牙哥臺灣中心」。

吳正己校長率師長
拜會美國南加州校友會

美國華府校友會年會 
50名校友熱情參與

//南加州校友會報導//

師大吳正己校長率宋曜廷副校長、李忠謀

副校長、張少熙學務長、許瑛玿研發長、藝術

學院趙惠玲院長等 7 位師長，於 2019 年 3 月 2

日前往美國拜訪師大南加州校友會，關心旅美

學長姐的近況以及當地校友會運作，以強化母

校與旅美校友的聯結。吳正己校長席間向旅美

學長姐介紹母校最新的發展與近期的願景，期

盼攜手全球校友，打造國際一流的師大。

//華府臺灣師大校友會報導//

師大美國華府校友會於 2019 年 2 月 9 日，

在美國馬州蒙郡蓋城文化中心舉辦年會，吸引

超過 50 名校友共襄盛舉。華府師大校友會新任

會長，由宋麗卿出任。年會首先由擔任會長六

年、即將卸任的宋麗品會長，對校友們的支持

與鼓勵，以及理事團隊的通力合作，表達感謝，

她尤其感激，為校友會服務十多年、2019 年正

式卸任的顧問白淑華和財務理事譚文海。卸任

後，宋麗品會長將轉任華府師大校友會顧問。

↑美國華府校友會年會，吸引超過 50 名校友共襄盛舉。

//校友服務辦公室報導//

2019 年 3 月 6 日師大吳正己校長率 8 位師

長組成美加訪問考察團前往溫哥華訪問英屬哥倫

比亞大學，推動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在原住民研

究及校務管理經驗的交流。美術系 9 位系友也聯

手舉辦《師美展》，展示師大美術系友的藝術才

氣與對美的不懈追求。吳正己校長指出，設有原

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期待 UBC 和師大未來可在

保護原住民文化及原住民研究上合作。

//校友服務辦公室報導//

2019 年 3 月 3 日師大校長吳正己率宋曜廷

副校長、李忠謀副校長、張少熙學務長、許瑛玿

研發長、劉祥麟國際長、藝術學院趙惠玲院長及

教育學院陳學志院長等 8 位師長，拜會美國聖地

牙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表達母校對旅美

校友的關懷。校友們十分欣喜母校師長的拜訪，

該會並慨囊捐贈美金壹仟元整，作為師大學弟妹

的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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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一甲子再相聚 臺北高校同學會 公訓系 45年前校外參訪 
老同學重遊舊地

↑臺北高等學校創立 97 週年紀念大會。 ↑師大公訓系校友於 45 年後重回暨大附中舉行同學會。

香港校友會訪問田家炳基金會 
深化雙方情誼

美術系校友周明聰 
獲聘臺灣港澳臺美協顧問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師大與田家炳基金會淵源深厚，創辦人田

家炳先生注重教育，曾捐贈給師大教育發展經

費 1000 萬元，進修推廣大樓即以他的名字命名

為「田家炳學苑」。於 2019 年 1 月 29 日師大

香港校友會代表團參訪田家炳基金會，一同回

憶創辦人田家炳先生、基金會與校方的交流和

情誼。田家炳基金會成立於 1982 年，積極投身

在兩岸四地的公益慈善事業上，尤其注重教育

方面，希望促進道德教育、弘揚中華文化。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畢業自師大美術系碩士，並取得北京中央

美術學院美術史博士、北京清華大學藝術學博

士後的周明聰，於 2019 年 2 月 11 日獲聘臺灣

港澳臺美協顧問，希望借重他在藝術研究的經

驗，替協會提供更多相關建議，激盪出不同的

火花。高雄子弟周明聰，現任福建龍巖學院師

範教育學院教授，專業學經歷受到港澳臺美協

認可，與福建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龍巖市藝

術館館長梁明，同時擔任臺灣港澳臺美協顧問。

↑香港校友會訪問田家炳基金會。 ↑周明聰 ( 右 ) 希望促進更多藝術家、青年藝術家交流。

//校園記者歷史111杜舜雯報導//

師大前身、臺北高等學校同學會於 2019 年 3

月 16日早上在師大文薈廳舉行，對校友們來說，

此次意義非凡，因為臺北高校校史正式併入師大

校史。第 23 屆校友游煥松提及以前的宿舍七星

寮，有七顆椰子樹，考試結束後，他們所有人會

相聚於樹下，以獨特的儀式慶祝，甚至還有一首

歌「七星歌」；宿舍後面也有電影院，也是他們

放鬆的好去處，如今，這些場景已不復存在，卻

仍深深保留在每位校友的心中。

//公領系報導//

1975 年，師大公民訓育學系大四學生舉辦校

外教育參觀。當時分為甲、乙兩班的同學在地陪

同學陳浩程同學引領下，駐足校園留影。45年後，

師大公訓系已改系名為「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當年的這群同學，45 年來分別在台灣、美

國、德國等開枝散葉。不變的是，他們仍保有當

時同窗情誼。於 2019 年 3 月 4 日舊地重遊，到

已改制為暨大附中的校園舉辦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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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所校友楊嘉豪 
有基金界「口譯哥」美稱

元旦升旗 
師大校友代表新住民領唱國歌

↑顏鴻選校友建立號稱臺灣私人最大的天文觀測圓頂。

↑楊嘉豪校友認為口譯是一門人性的行業。 ↑師大校友代表新住民領唱國歌，一齊唱出對臺灣的愛。

地科系校友顏鴻選 蓋出一座星象館 表演所校友張芯慈 
推臺韓合製音樂劇登臺中歌劇院//地科系報導//

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 2 段上，悄然建起一

座直徑長達 10 公尺圓頂建物，它不但是座星象

館，規模僅次於臺北天文館、臺中科博館及南

瀛天文台，號稱臺灣私人最大的天文觀測圓頂；

師大地球科學系校友、資深天文迷顏鴻選追星

成痴，進而突破萬難蓋出這座星象館。「星球

食饌」是星象館，也是輕食咖啡餐廳，尤其，

在全天候的繁星浩瀚穹頂下用餐，對情侶來說，

是件浪漫的事，對學生及天文迷而言，在都市

叢林中觀星更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首齣臺灣劇團與韓國音樂劇人才合製的懸

疑音樂劇《傾城記》，於 2019 年 1 月 11 日至

13 日，接連三天在臺中國家歌劇院世界首演！

該劇由臺灣團隊 C MUSICAL 製作創辦人、師

大表演所校友張芯慈，擔任藝術總監，期望透

過嶄新的合作模式，推動提升臺灣音樂劇的素

質。張芯慈是位年輕、有想法的藝術才女，她

在 2016 年創辦了 C MUSICAL 製作，致力推廣

與創作中文音樂劇。

↑張芯慈校友希望把最好的音樂劇呈現給臺灣的觀眾。

//翻譯所報導//

有基金界「口譯哥」美稱的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英語系學士班、翻譯所碩士班校友楊嘉豪 Paul 

Yang，是不少外資大咖指定合作的御用口譯，不

管臺上大咖講的是美國聯準會升息，還是十年期

公債走勢，他都能一字不漏地，將英文轉換成中

文，讓人驚訝的是，他從沒喝過洋墨水。楊保羅

的英語能力，主要奠基於學校裡的殷實訓練，加

上他肯下苦工，才有辦法進入這個高薪的行業。

//校園記者許紹萱報導//

2019 年總統府元旦升旗典禮，師大政治所校

友、來自土耳其的吳鳳，師大華語文教學系校友、

越南籍的陳玉水，以及戴維斯、柯彼得、楊萬利

共五位「新臺灣人」共同領唱國歌。藝人吳鳳不

僅是位臺灣女婿、臺灣爸爸，更在去年透過「外

國籍高級專業人才」管道，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2006 年時，吳鳳申請來到師大攻讀政治研究所，

也意外開起他踏入演藝圈的契機。



捐款芳名錄
2019 年 01 月 01 日至 03 月 31 日

校務/建設基金

捐款日期 身分 捐款人  金額 備註

2019-01-02 教職員 林安邦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9-01-07 社會人士 師大人 11,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9-01-07 教職員 師大人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9-01-30 校友 仇小屏 10,000 校務發展基金

2019-03-05 校友 張珍華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9-03-05 校友 陳煥卿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9-03-08 社會人士 張麗華 2,4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9-03-21 社會人士 張麗華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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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04 企業機構 社團法人中華人之幼協會 100,0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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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期經費 )

2019-01-16 企業機構 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MC” 具聯網

功能五軸同動數值

控制加工機

教學使用

2019-01-17 企業機構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96,000 管理學院 107 年度金融講堂課程第二期款項

2019-01-17 社會人士 師大人等 29 人 29,000 體育學系學生獎學金：美力時空獎學金

2019-01-17 教職員 師大人 10,000 體育學系學生獎學金：吳文忠教授勤奮獎學金

2019-01-17 校友 師大人 3,000 提供體育學系使用

2019-01-17 企業機構 師大人 30,000 體育學系校友總會獎學金

2019-01-17 校友 蔡旭輝 200,000 管理學院學生急難慰助金

2019-01-18 企業機構 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圖書館

2019-01-18 社會人士 葉文宏 500,000 亞洲流行音樂中心數位科技研究中心年度計畫

2019-01-21 企業機構 華思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6,000 圖書館

2019-01-22 企業機構 師大人 70,000 圖書館

2019-01-23 教職員 師大人 10,000 永蓮獎學金

2019-01-23 企業機構 美商博科外文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70,000 圖書館

2019-01-23 教職員 師大人 10,000 張炳隆先生獎學金

2019-01-23 教職員 師大人 16,000 吉祥獎學金

2019-01-23 教職員 師大人 10,000 林崇山先生獎學金

2019-01-24 企業機構 師大人 60,000 圖書館

2019-01-24 企業機構 漢珍數位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圖書館

2019-01-24 企業機構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60,000 圖書館

2019-01-25 企業機構 均旺企業有限公司 3,000 圖書館

2019-01-30 企業機構 大鐸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圖書館

2019-01-30 企業機構 寶慶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圖書館

2019-01-30 企業機構 播種者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圖書館



2019-01-31 企業機構 嘉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亞洲流行音樂數位科技研究中心年度計畫

2019-01-31 企業機構 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1,500 圖書館

2019-02-13 企業機構 綠保股份有限公司 6,000 圖書館

2019-02-14 社會人士 輝洪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000 圖書館

2019-02-14 企業機構 文道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6,000 圖書館

2019-02-15 企業機構 師大人 60,000 圖書館

2019-02-15 企業機構 師大人 70,000 圖書館

2019-02-18 企業機構 師大人 60,000 圖書館

2019-02-19 企業機構 師大人 3,000 圖書館

2019-02-19 企業機構 師大人 6,000 圖書館

2019-02-19 企業機構 瓏群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圖書館

2019-02-20 企業機構 師大人 60,000 圖書館

2019-02-20 企業機構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圖書館

2019-02-20 企業機構 卓眾視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 圖書館

2019-02-23 企業機構 聯合百科電子出版有限公司 6,000 圖書館

2019-02-25 企業機構
新加坡商聖智學習亞洲私人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
70,000 圖書館

2019-02-25 企業機構 碩睿資訊有限公司 60,000 圖書館

2019-02-26 企業機構 智慧平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 圖書館 

2019-03-04 校友 黃欽永 40,000 體育系手球隊林藝庭使用

2019-03-06 企業機構 百合圖書有限公司 20,000 圖書館

2019-03-06 企業機構 師大人 60,000 圖書館

2019-03-14 企業機構 詹雯婷 10,000 寒期營隊活動經費

2019-03-14 企業機構 閱心文創協會 4,000 寒期營隊活動經費

2019-03-14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5,000 蘭陽同鄉校友會寒期營隊

2019-03-14 企業機構 台北市雍展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5,000 資訊教育服務社之寒期服務營隊

2019-03-14 企業機構 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15,000 學生服務團體支持計畫

2019-03-14 家長 師大人 80,000 圖書館

2019-03-15 企業機構 師大人 50,000 圖書館

2019-03-18 企業機構 宇勗企業有限公司 3,000 贊助圖書館長會議

2019-03-19 企業機構 影聯有限公司 3,000 圖書館

2019-03-19 企業機構 智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6,000 圖書館

2019-03-22 社會人士 台北大屯山扶輪社 5,000 第 108 級體育表演會贊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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