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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任校長交接 吳正己接棒張國恩

東南亞教育人文院長論壇 
師大率頂大籌組聯盟

師大第 14 任校長交接典禮於 2018 年 2 月

22 日於禮堂舉行，在教育部政務次長蔡清華監

交下，新任校長吳正己從卸任校長張國恩手中

接下印信，薪火相傳。校長交接典禮上，包括

全國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長許水德、王金平、理

事長許勝雄、前教育部長吳清基、曾志朗、前

教育部次長吳鐵雄、李建興、前師大校長呂溪

木、黃生、郭義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

務資深顧問 Anna Kindler、日本大學副校長加

藤直人，以及吳武典、陳銀輝、黃光男、鄭善

禧等講座教授及名譽教授，臺灣大學系統代理

校長郭大維、臺大系統執行長李篤中、臺科大

副校長朱瑾、臺教大校長王如哲、健行科大校

長李大偉、傑出校友涂鐵雄、陳金雄、方勝雄

等到場觀禮，為師大帶來滿滿祝福。

蔡次長細數張國恩校長對師大帶來的貢

獻，包括獲得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學校

邁入新里程碑，提升師資素質；推展國際化，

增進師生全球移動力；爭取無償撥用國有土地，

擴增校地；修復校園古蹟，空間資產活化再利用；

完成第 3 次校史增修；成立金牌書院協助運動

選手生涯規劃；成立「臺灣大學系統」，開展

配合政府新南向計畫，臺灣 6 所頂尖大學

成立的教育及人文領域學術聯盟，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在師大教育學院舉辦「東南亞頂尖大學

教育及人文院長論壇」，來自東南亞各國知名

的 6 所頂尖大學教育、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等

14 位院長及副院長等貴賓來訪，與臺灣 6 所頂

尖大學的 20 多位學術主管及學術卓著教授深入

交流，共創教育及人文學術研究平臺。

// 校園記者公領 108 潘俊傑報導 //

// 校園記者公領 108 曹婷涵 / 教育 109 胡若水報導 //

↑師大第 14 任校長交接典禮，在教育部政務次長蔡清華

（中）監交下，卸任校長張國恩（左）將印信交給新任校

長吳正己（右）。

↑師大副校長宋曜廷（前排右五 ) 及教育學院院長陳學志 ( 前排左五 ) 率臺灣 6 所頂尖大學與東南亞各國 6 所知名大學

舉辦 2018 東南亞頂尖大學教育及人文院長論壇。

臺灣高等教育合作新里程等。張校長對師大的奉獻

及所樹立制度，將留給師生同仁無限回憶與感懷。

蔡次長也恭喜新任吳正己校長以優越的學術聲

望及豐富的行政經驗，獲選第 14 任校長，吳校長

為臺灣師大工業教育系學、碩士；美國德州大學奧

斯汀校區科學教育博士，專長為電腦科學教育及數

位學習領域。吳校長曾協助教育部制訂「2008-2011

資訊教育白皮書；負責規劃我國「2016-2020 資訊

教育總藍圖」，並長期與 Intel 公司合作，推動全

球資訊教育產學合作計畫，對我國中小學資訊教育

政策及實務貢獻良多。

臺灣教育及人文領域學術聯盟由師大擔任召

集學校，並整合臺大、臺科大、政大、清大及成

大等臺灣頂尖學府的資源及人脈，與東南亞各國首

要大學進行交流。這次參加院長論壇的大學，除

了 2017 年 11 月與聯盟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的國

立菲律賓大學系統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外，還包括印尼大學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印尼教育大學 (University Pendidikan Indonesia)、

馬來亞大學 (University of Malaya)、泰國清邁大學

(Chiang Mai Univeristy) 以及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

學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CM)，以更加深

化鞏固教育及人才學術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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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與資訊管理領域排名全球前 30 名

THE 亞洲大學排名 
師大 74 名大幅進步

生命科學專業學院揭牌 
師大創新里程碑

英國著名的 Quacquarelli Symonds（QS）教

育機構，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發表了最新的世界

大學領域排名。在全部 48 個學術領域中，2018

年新增了兩個領域：「圖書與資訊管理」以及「古

典與古代歷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在圖書與資

訊管理領域，排名全球第 29 名。

師大在 1955 年即推展國內圖書資訊的教育

與研究，在首次的圖書與資訊管理領域排名中，

獲得全球前 30 的名次，反應出師大在圖書資訊領

域傑出的教學與研究成果。師大在圖書與資訊管

理領域的系所，在有限的師資員額下，能有此排

名成果，除了相關系所教師與學生的積極努力外，

師大行政與學術團隊的支援，亦是重要的因素。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司《Times Higher 

Education》於 2018 年 2 月 7 日公布最新亞洲

大學排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列 74 名，比

去年 88 名進步 14 名，在教員平均論文數及論

文被引用影響力兩項指標，這幾年大幅進步，

更榮登亞洲最佳師範大學，一舉超越北京師範

大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香港教育大學等。

進一步分析師大的各項指標，國際化程度方面 

中，得分維持全臺第一，從前年 38.1 分、去年

44.4 分，進步至今年 47.9 分，證明來師大學華

語文及攻讀學位的國際生人數成長，此可由外

國交換學生比率、本國生出國交換比率的成長

來得到佐證。

生命科學專業學院於 107 學年度正式成

立，仍隸屬理學院，並於 2018 年 2 月 7 日舉行

揭牌儀式，師大校長張國恩、副校長吳正己、

教育學院陳學志院長、理學院院長陳焜銘、理

學院副院長謝秀梅、生命科學專業學院籌備院

長鄭劍廷、前臺灣大學醫學院院長暨營養學會

理事長黃伯超、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榮耀、威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立白董事長共同揭牌。生

命科學專業學院由原生命科學系與生物多樣性

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納入新設之生技醫

藥產業碩士學位學程，並加入原隸屬於人類發

展與家庭學系之營養科學組所設立之營養科學

碩士學位學程與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共 34

位專任師資。

// 圖書與資訊學研究所報導 //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 //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

↑英國 QS 教育機構 2018 世界大學領域排名，師大在圖

書與資訊管理領域，排名全球第 29 名。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司公布最新亞洲大學排名，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名列 74 名，比去年 88 名進步 14 名。

↑師大校長張國恩（左五）、副校長吳正己（左三）率

各師長一同為生命科學專業學院揭牌。

世界各地之高等教育日趨全球化，對於優秀師資

與學生的招募，亦日趨競爭。展望未來，除了在

現有資源下持續努力，並希冀能進一步加強招募

優良師資與學生、精益求精，以維持臺師大以及

臺灣相關領域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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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美術館落成 藝術建築新地標 師大成為臺灣首所
國際文憑 IB 師培機構

師大成立新創控股公司 
許勝雄任董座

師資培育學院掛牌 師大創新里程碑

「文化能使一個城市變偉大。」師大美術

館於 2018 年 2 月 22 日落成。藏身在臺北市青

田街巷弄，成為讓臺灣驕傲的建築地標、藝術

地標，典藏世界及臺灣國寶級大師作品，對臺

灣的大學及藝術界，更是重要里程碑。美術館

設計由臺灣青年建築師陳聖中操刀，與師大藝

術學院教師合力完成，強調由臺灣在地藝術與

設計創意人才跨界合作，落成歷時近六年，建

築物樓高 7 層、地下 2 層，總面積共 7623.99

平方公尺，投入近 2 億 8 千萬元經費，採現代

化綠建築設計，預計 2018 年底營運。

師大於 2018 年 1 月 30 日獲得國際文憑組

織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簡稱 IB) 訪視

官推薦，成為臺灣第 1 所國際文憑教師證照的

師培機構。本次師大同時申請「國際教育」及

「華語文教育」2 項國際教師學程認證，皆獲高

度推薦。前者是亞洲第一個獲得 IB 認證的國際

教育學程，後者是以華語為授課語言的大學第

一個獲得認證的學程。IB 組織被視為培育國際

化人才的跨國教育聯盟，完成 IB 課程的學生皆

可獲得國內外承認的同等學歷文憑。

師大於 2018 年 1 月 16 日成立國內大學第

一家產學合資投資控股公司「師大新創控股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由金仁寶集團許勝雄董事

長親自領軍，擔任控股公司董事長，股東陣容

堅強且多元，包括上市櫃企業金寶電子、昱晶

能源科技、威潤科技，及國內磁性材料龍頭秀

波集團、教育產業南一書局、生化產業承德油

脂、臺灣美耐皿以及育達科技大學董事長王育

文等校友，將提供師生創業各項資源與輔導，

帶領師大新創團隊邁向國際創業舞臺。

師大於 2018 年 1 月 3 日舉辦「師資培育

學院」掛牌典禮，由校長張國恩、首任師資培

育學院院長劉美慧、教育部師資培育與藝術教

育司司長鄭淵全、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總校長吳

清基、副校長鄭志富、吳正己、宋曜廷等貴賓

共同揭牌，這是臺灣首間培養師資的專業學院。

少子化衝擊下，許多大學的師培規模縮編。但

是，中等教育師資培育的龍頭臺師大，以成立

師培學院的具體行動，來維持一群具有熱忱與

教學經驗的師資培育教師群，強化中等師資專

業知能、教學精進及教育熱忱。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

//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 / 胡世澤報導 //

//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江敘慈報導 //

←師大領先與

國 內 各 產 業

之優秀企業，

合資成立「師

大新創控股公

司」，由金仁

寶集團許勝雄

董事長親自領

軍，擔任控股

公司董事長。

← 校 長 張 國 恩

（左四）、副校

長 鄭 志 富（ 左

三 ）、 吳 正 己

（左二）、宋曜

廷（右四）與首

任師資培育學院

院長劉美慧（右

三）等貴賓共同

揭牌。

←師大美術

館媲美西班

牙古根漢美

術 館 的 幾

何風格，連

結永康與師

大商圈，引

領「師大藝

文特區」成

型。 ↑訪視官宣布師大獲得認證推薦，並與學程教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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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ACHIEVEMENTS

 //校園記者國文108陳晏榕報導//

 //校園記者教育109胡若水報導//

 //資訊教育研究所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師大於 2018 年 3 月 2 日舉辦「大學學

術主管領導發展研討會」在校務顧問 Anna 

Kindler、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許添明教授、

物理系劉祥麟系主任以及社工所游美貴所長等

主講人的分享下圓滿落幕，期望透過這次的研

討會，使臺灣各大學的學術主管，能以國際的

視野看待臺灣本土問題，共同研討解決。

為促進亞洲語文師資培育實務交流，「中

學國語文師資培育與教學實務國際交流論壇」

於 2018 年 3 月 10 日在師大舉行，邀請國內

外教授和教師分享師資培育與教學經驗，師培

學院院長劉美慧、科技學院院長程金保特出席

開幕式，並由國文系鍾宗憲教授擔任主持人。

師大資訊教育研究所與瑞典烏普薩拉大

學資訊科技系合辦第 1 屆 TUCE 研討會，於

2018 年 3 月 16、17 日在師大舉行，來自瑞典、

師大資訊教育研究所與資訊工程系之教授，以

及研究生共同參與研討資訊科學教育議題。

因應臺灣面臨少子化及高教改革關頭，

大學自治的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2018 年

1 月 12 日於師大展開，廣邀國內法學界專家

出席，以及日本名古屋大學副校長磯田文雄教

授與前副校長市橋克哉進行專題演講。本次論

壇也針對大學自治機制檢討、校園自治與校園

安全等議題，由曾任大法官的師大陳新民研究

員、臺北大學副校長陳春生、政大學法律系詹

鎮榮教授與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曾建元教

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周志宏

教授等 20 多位學者專家齊聚一堂探討。

→透過研討會，

使臺灣各大學的

學術主管，能以

國際的視野看待

臺灣本土問題，

共同研討解決。

↑ 2018 中學國語文國際交流論壇圓滿落幕。

←本次檢討會

更邀請到日本

名古屋大學副

校長磯田文雄

教授與前副校

長市橋克哉進

行專題演講。

→九州大學校

長 久 保 千 春

( 左 ) 率團隊回

訪 師 大， 接 受

師大張國恩校

長 ( 右 ） 致 贈

美術系莊連東

主任書法作品。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與九州大學簽 MOU 
展開多項實質交流

師大理學院與日本頂尖學府九州大學理學

院、工學院、藥學院、先導物質化學研究所於

2017 年 12 月簽訂學術合作協議，從 2018 年起

展開實質交流，各提供 5 位交換生名額，輪流舉

辦學術研討會，九州大學校長久保千春更率領團

隊於 2018 年 1 月 7 日回訪師大，與師大張國恩

學術主管領導研討會 
師大以國際視野帶動本土 

國語文教學論壇 國際交流經驗

資教所與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合辦
第 1 屆 TUCE 研討會

大學自治研討會 
日大學副校長引導深思

校長洽談多項學術合作，包括教育學院共同英語

授課、文學院臺灣研究講座等，有助於提升雙邊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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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02 ACHIEVEMENTS

 //校園記者教育109胡若水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報導//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首度與韓國全北大學

跨國聯辦「新韓流慶典—“Follow Korea ! 

Festival”陷入韓國的魅力！」活動，分別於

信義區香堤廣場及中正紀念堂盛大舉行，此活

動讓民眾透過體驗活動了解韓流文化，並以韓

國各區劃分各地文化特色，民眾能在首爾區免

費體驗韓服試穿；其他區更有體驗民俗遊戲、

手模拓印、韓國圖像彩繪、特色飲品以及介紹

本屆冬季奧運舉辦地平昌。現場民眾在參與活

動後可免費得到抽獎券，在體驗及欣賞表演之

餘，也有機會獲得精美的韓國小禮品。

師大於 2018 年 3 月 6 日舉辦「教育部中

等教育階段科技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揭牌典

禮，校長吳正己、副校長印永翔、教育部常務

次長林騰蛟、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副

司長李毓娟、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劉美

慧、科技與工程學院院長程金保等貴賓共同揭

牌，這是國內為 12 年國教第 1 年成立全國唯

一的中等教育階段科技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創 想 出「 時 尚 領 袖 班 」 的 臺 師 大 GF-

EMBA 執行長夏學理教授為了大跨度地體現與

促進學習效益，決定在 GF-EMBA 已然成功融

合師大、臺大、臺科大、政大頂尖師資的基礎

上，再注入世界四大時尚名校師資，同時鏈結

「紐約時裝週」的舉辦期，偕同 17 位研究生

於 2018 年 2 月 5 日當天，前往 Pratt Institute

以及 Steinhardt School, NYU 進行合作會談。

↑韓流來襲！ 韓國全北大學與師大國語中心合辦體驗

韓國文化活動。

↑ GF-EMBA 參 訪 團 前 往 全 美 排 名 第 4 的 Pratt 

Institute 進行合作會談。

→教育部次長林

騰蛟表示，高職

優質化計畫的核

心目標，就是落

實全臺職校優質

化與均質化，讓

技職教育資源落

實。
↑校長吳正己 ( 左四）率眾師長參加「教育部中等教

育階段科技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揭牌典禮。

 //工業教育學系報導//

高優 10 年研討會 
特邀 4 國學者蒞臨演講

臺灣技職教育界多年來規模最盛大的一場

實務研討會暨國際學術論壇，於 2018 年 1 月

23、24 日在師大教育學院大樓舉行，由師大

工業教育學系主辦，校長張國恩、副校長宋曜

廷與教育部常務次長林騰蛟也出席此次盛會。

研討會包含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及績優學校實

務分享等內容，共有來自德國、芬蘭、瑞典、

泰國及臺灣產官學研各界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

者等數百人與會，林騰蛟次長也進行其中一場

專題演講，介紹 108 學年度課綱機制。

國語中心與韓全北大學
合辦文化活動 充分體驗韓國文化

12 年國教里程碑 
科技領域教學研究中心揭牌

GF-EMBA 結合世界名校師資開辦
「時尚領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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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科技與工程學院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為促進雙方

學術交流與合作，加強制式與非制式教育之連

結，2018 年 1 月 12 日於師大由校長張國恩

及館長陳雪玉及代表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

議》，將共同為科學教育傳播、科普活動推廣

及科學研究等，開拓更具深度與廣度的合作面

向，並期望在雙方人員交流、場域互惠、資源

共享的互利之下，讓科學普及向下紮根。

為培育符合社會所需之光電科技工程專業

人才，並整合光電產業所需之半導體、光電、

生技、及綠色能源等相關領域專業，師大光電

所於 107 學年度獲教育部核准成立光電工程學

士學位學程，隸屬科技與工程學院，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舉行揭牌儀式。

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致力

於推廣企業永續發展與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已

連續十年舉辦「臺灣企業永續獎」評選活動，

2018 年 2 月 8 日由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顧

洋執行長，與師大張國恩校長、科技與工程學

院程金保院長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結合雙方

在企業永續與大學社會責任之影響力及經驗，

協助企業善盡社會責任與落實大學院校的永續

教育。

↑師大校長張國恩（右）及館長陳雪玉（左）代表簽

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師大張國恩校長（右）與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左）

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

↑揭牌儀式上，校長張國恩（右四）、副校長吳正己

（左四）、宋曜廷（右三）與許多師長一同到場慶賀。

↑校長張國恩（前排左三）、副校長宋曜廷（前排左

一）、科技與工程學院院長程金保（前排右三）等師

長都親臨與會。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揭牌 
首重跨域整合

因應全世界綠能車輛、再生能源應用場域

逐年提高，師大「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

程」奉教育部核准，於 107 學年度開始招生。

2018 年 2 月 13 日舉行揭牌儀式，師大近年力

拼轉型，「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成

立，就是在維持技職教育與師資培育前提下，

提供學生未來更多就業可能。

師大與科教館簽署合作協議 
深耕全民科普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啟動 
舉行揭牌儀式

師大與 TAISE 簽約 
攜手引領國家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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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與臺北市景美女中合組的中華臺北女子

拔河聯隊，參加 2018 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女

將們在 3 月 8 日拿下 U23-500 公斤公開賽金牌，

10 日於 540 公斤組及 U23-500 公斤錦標賽中，

分別以 2 比 1 及 2 比 0，擊敗地主大陸隊及歐洲

拔河強隊巴斯克，一日內勇奪 2 金牌。不過在 11

日在女子 5 百公斤項目與大陸搶金，以 0 比 2 飲

恨拿下銀牌。賽事落幕，師大景美拔河聯隊共拿

下 3 金 1 銀好成績，為校爭光。

師大景美女子拔河隊 
世錦賽摘 3 金 1 銀 

↑師大景美拔河聯隊於 2018 世界盃室內拔河錦標賽拿下 3

金 1 銀好成績。

←余艾玟在女子 10

公尺空氣手槍資格

賽，以總分 383 分

排 名 第 四 晉 級 決

賽，決賽中她再以

總分 237.6 分射下

金牌。

↑師大體育系文姿云獲得世界空手道頂級聯賽金牌。

←師大公民教

育與活動領導

學系緬麗伊甸

園國際志工服

務隊以「寰宇

遍傳緬麗情」

獲得僑社服務

獎肯定。

//校園記者公領108陳光耀報導////體育系報導//

公領系緬麗伊甸園獲僑社服務獎
體育系文姿云
獲世界空手道頂級聯賽金牌

財團法人海華文教基金會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舉辦第 2 屆「蹲點僑世界」競賽頒獎典禮，

由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吳新興、基金會董事

長吳明穎親臨頒獎，師大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緬麗伊甸園國際志工服務隊以「寰宇遍傳緬麗

情」獲得僑社服務獎肯定，自 2008 年起由顏妙桂

教授帶領，致力投入於緬甸僑校教育服務，成效

有目共睹，獲得僑社服務獎殊榮。

師大體育系碩士生、我國空手道好手「小清

新」文姿云，2018 年 3 月 18 日在空手道 1 級頂

級聯賽荷蘭鹿特丹站，以 3 比 1 拿下她在今年的

首面金牌，距離 2020 東京奧運又邁進了一大步。

世界排名第 3 的文姿云在女子 55 公斤級賽事中，

擊敗世界排名第 6、2017 年歐洲錦標賽金牌得主

土耳其女將葉坎，勝出的那一刻文姿云難掩興奮

之情，開心地直跳腳、同時也雙手振臂慶賀。

競技系余艾玟奪世界大學生射擊賽金牌

//競技系報導//

師大運動競技系三年級學生、里約奧運射擊

國手余艾玟於 2018 年 3 月 16 日在世界大學生射

擊運動錦標賽中，參加 10 公尺空氣手槍項目以總

分 237.6 分稱后，這是她首度在國際賽摘金。國

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世界大學生射擊運動錦

標賽 14 日起在馬來西亞吉隆坡進行，余艾玟、楊

昆弼等人前往參賽。10 公尺空氣手槍是國際射擊

運動聯盟的射擊比賽項目之一，也是奧運會五項

手槍射擊項目的其中一項。與 10 米氣步槍相似，

女生需要在 50 分鐘內完成 40 發而男生需要在 75

分鐘內完成 60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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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穿戴式手環之外，相子元老師也將感測裝置應用在自行車

運動上，透過感測器偵測自行車輪胎變化。

↑師大表藝研究所教授何康國 ( 右 ) 接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

團長，由臺北市文化局長鍾永豐 ( 左 ) 手中接過印信。

→江柏煒強調，走過

冷戰的金門如今面對

的不只是一堆、一群

冰冷的混凝土構造

物，而是「大歷史」、

「小故事」連結而成，

具有生命的歷史場

景。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分 年 編 纂 的《 臺 灣 蝶 類 誌 》（Butterfly 

Fauna of Taiwan）預計出版五卷專著，首部曲同

時推出鳳蝶科、粉蝶科兩冊，全書以中英對照呈

現，由林務局與師大生命科學專業學院教授徐堉

峰團隊合作，完整論述臺灣國境內蝴蝶的特徵、

分布及學名演變，再搭配具辨識的圖片及文字說

明，提供學界與研究人員科學分類基礎與依據。

生科院徐堉峰編纂臺灣首部《蝴蝶誌》

//校園記者特教106蔡靖妏報導//

師大化學系特聘教授陳家俊在物理化學、材

料化學等研究領域表現傑出，致力鑽研奈米科技

領域，獲頒「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 傑

出人才講座」獎項，研究成果再度受到肯定。

化學系陳家俊教授獲傑出人才講座

←陳家俊畢業於哈

佛大學化學系博士

班，曾在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擔任研

究員。1996 年回臺

任教後，研發出多

項重要理論及應用

技術，受到國際學

術界矚目。

←農委會林務局與師

大生命科學專業學院

教授徐堉峰研究團

隊，耗時 6 年，合作

推出臺灣首部「蝴蝶

誌」。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東亞學系教授江柏煒新書「冷戰金門」
看美國解密檔案  

表藝所何康國教授接掌北市交 
音樂改變他一生

師大東亞學系教授江柏煒研究團隊引用的美

國國家檔案，從世界史與地域史的角度，由金門

國家公園管理處出版的「冷戰金門」一書，「解

密」這座走過 2 次臺海危機的邊陲小島，如何在

美國利益和國際媒體關注下，成為全球聚焦的烽

火島嶼，也留下美援挹注的戰地軍政經生活史料。

臺北市政府發佈新人事，向師大借調表演藝

術研究所前所長何康國教授，於 2018 年 2 月 1

日接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長一職。何康國表示，

他和北市交淵源相當深，很榮幸接棒，盼將北市

交推向國際，除了專業上不斷精進，更要在國際

上建立臺北市的品牌。

領航運動科學應用 鏈結產學跨界合作

//競技系報導//

師大運動競技學系相子元教授與威士登國際

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發新穿戴式手環，透過穿

戴手環與其獨家演算技術，進行專項運動的評估，

透過感測裝置，可以得知簡單的數據，還能夠過

演算法而得知運動過程的活動量，透過運動活動

量的監控，能更有效地將相關資訊回饋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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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2 月 22 日，除了第 14 任校長吳正

己上任以外，也舉行一級主管交接典禮，卸任的

鄭志富副校長一席致詞感動人心，新上任的吳正

己校長與印永翔副校長也表示將更努力推動國際

化與跨域整合等方針，大展雄心壯志。這次共有

4 位行政主管卸任，分別為副校長鄭志富、研發

長吳朝榮、資訊中心主任簡培修、體育室主任洪

聰敏。他們也逐一致辭，向過去戰友致謝外，也

祝福新上任主管業務推展順利。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工教系碩士班楊宗曄攝影//

一級主管交接典禮 卸任暖心新任壯志

新射擊教室啟用 專業規模更上層樓

總整課程期末展演 展現多元學習成果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 校園記者心輔 109 吳秋燕報導 //
為提供最優質訓練，對訓練場地與器材的

要求更是毫不馬虎。位在公館校區中正堂地下一

樓的射擊教室暨綜合運動訓練防護空間最近完

工，2018 年 2 月 8 日舉行啟用典禮，全新的射

擊教室有 8 組射擊用槍與電子靶機，且耗資 280

萬全面翻修與添購器材，空間更為寬敞明亮，運

動傷害防護室分作貼紮區、運動治療區、訓練

區、辦公室等，分別安排 2 位運動傷害防護員

設置在本部與公館校區，重量訓練室的啞鈴、舉

重、室內腳踏車、跑步機等重訓與有氧器材一應

俱全，打造全新運動空間。

近年師大開始推行「總整課程」係指大

學階段各學系依據該系核心能力之規劃，提

供大學部高年級學生整合與深化大學所學，

以接軌未來研究或職涯發展之課程。期能透

過此計畫的實施，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而教

發中心也於 2017 年 12 月 27 日舉辦總整課

程期末成果展演活動，提供各系所學生 1 個

展示學習成果的平臺。現場有多組學生穿著

正式服裝參與，並邀請臺大符碧真教授、世

新大學阮明淑副教授 2 位評審講評。

↑在新上任的吳正己校長（中）監交下，卸任的鄭志富副校

長（左）交接印信給印永翔副校長（右）。

↑校長張國恩（右五）與眾學術行政主管出席揭牌。

師大成立心田社區諮商中心 
提升在地民眾身心健康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近年來，身心健康逐漸成為國人重視的

議題，師大「心田社區諮商中心」於 2018

年 2 月 12 日正式揭牌，校長張國恩與眾學

術行政主管皆出席揭牌，教育部教育部青年

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辦公室參事王俊權

也到場共襄盛舉。師大歷年來關注於社區民

眾之身心健康，深感諮商專業服務落實於社

區之必要性。且師大有國內首屈一指的教育

心理與輔導學系、復健諮商研究所等諮商

專業人員培育系所，多年來培訓眾多專業人

才，而籌辦社區諮商中心，期盼更貼近社會

大眾，提升社區民眾身心健康。

←張國恩校

長 ( 左 一 ）

表示，射擊

教室雖以選

手訓練為主

要目的，但

射擊未來也

將納入一般

體育課選修

課程之中。

←總整課程之實

施能協助學生整

合過去所學，藉由

產出具體成果，建

立信心，並協助驗

收學生學習成效。

在分享會上，各組

以海報作為展示，

向評審委員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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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文化節擴大舉辦 
帶你「花現」異國風情
//校園記者國文108陳晏榕／公領108王鈴雅報導//

師大國際文化節於 2018 年 3 月 26 日在

日光大道盛大展開，濛濛細雨為活動帶來好

運，因為在義大利文化中，開幕下雨代表著

活動會非常順利。開幕儀式由翻譯所博士校

友、現為電視藝人的韋佳德主持，教育部參

事、僑委會專員、臺大、臺科大的國際處負

責人以及各學院院長都一同共襄盛舉，開幕

表演由師大馬來西亞同學會帶來傳統的馬來

舞及演唱，充滿濃厚的異國風情，國際文化

節要帶大家「花現」世界的美。

師大音樂節開鑼 
邀民眾聆賞音樂饗宴

就業博覽會規模創紀錄 
大企業熱烈搶才

//校園記者公領108潘俊傑報導/

工教系碩士班楊宗曄攝影//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校園記者東亞108林書妤報導//

← 2018 師

大音樂節為

長達兩個月

共 38 場 次

展演揭開序

幕，風格橫

跨古典與現

代。

←現場設攤

徵 才 的 企

業 超 過 80

家，其中上

市櫃公司超

過 10 家，

不 少 準 畢

業生提前卡

位。

2018 師大音樂節 3 月 27 日登場，校長

吳正己及音樂學院院長楊艾琳共同敲鑼後，

四手聯彈、交響樂團、音樂劇、歌舞秀及民

族音樂等表演輪番上陣，開幕表演上，禮堂坐

滿了音樂系、表演藝術所、民族音樂所的師

生及資訊中心主任張鈞法、環安衛中心陳美

勇等多位貴賓，音樂系管絃樂團演奏「小約

翰史特勞斯：狩獵波卡」，在活潑輕快樂聲中，

搭配吳校長向空中鳴放三記空包彈，象徵狩

獵聲，精彩演出博得台下觀眾熱烈掌聲。

為預約今年即將畢業的優秀職場人才，

超過 80 家知名企業於 2018 年 3 月 23 日齊聚

師大「職場迎薪 SHOW 敲響夢想鐘」就業博

覽會，釋出科技製造、金融消費、數位行銷、

健康休閒、智能載具、文教公益及政府服務

等 7 大領域的職缺，協助學生在校期間就開

始與產業接軌，順利進入職場。師大吳正己

校長更向參與的企業界大力推銷，師大培育

學生成為跨領域人才，呼籲企業多提供就業

機會，讓學生有機會服務人群。

←今年藝術

節推出一系

列的體驗工

作坊帶領大

家體驗手作

樂趣。

↑以各國國花作為主題的師大國際文化節，3 月 26

日中午在日光大道盛大展開，

//校園記者東亞108林書妤報導//

走在日光大道上，富有特色的貼紙、明

信片、首飾等創意商品一一映入眼簾，由藝

術學院、美術系、設計系、藝術史研究所共

同舉辦的 2018 師大藝術節，在 3 月 27 到 3

月30日盛大開跑！今年藝術節的「太空漫遊」

創藝市集攤位上販賣由美術系、設計系學生

自行設計、製作的原創商品，包括近期熱門

的環保杯套、手繪筆記本、耳環、甚至是陶

製茶具和盤子等，每樣商品皆具有獨特風格，

吸引許多人前往購買。

師大藝術節開跑 
帶你一同漫遊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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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校友總會成立 強化服務運動人才

//校園記者特教106蔡靖妏報導//

師大體育學系校友總會於 2018 年 1 月 14 日

正式成立，首任理事長、體育系 65 級校友黃良富

致詞表示，期待體育學系所有校友同心協力，使

師大體育能蓬勃壯大，創造嶄新的未來。體育學

系自 1946 年創系以來，長期培養體育人力，許多

頂尖運動選手、優良教育人才，以及傑出校友遍

佈海內外各地。為服務校友，加強資訊交流、提

升教學品質、促進學術交流，體育系特別在 1984

↑體育學系校友總會成立，期待體育學系所有校友同心協

力，共同來耕耘這塊屬於大家的園地，創造嶄新的未來。

體育系呂聯宗校友 成立還願助學金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胡世澤報導//

「捐款是提醒自己曾受過很多人幫助，不能

忘記。」師大體育系 52 級校友呂聯宗，受母校

栽培畢業後，1972 年創業經商，初期沒有資金，

幸好得到多人幫助，並發揮所學專長，如今是得

泰國際醫療集團總裁，員工多達數百人。他九年

前開始捐贈獎助學金，提攜體育系學弟妹，去年

底更捐贈美金 40 萬元，設立「還願助學基金」，

成長過程難免遇到挫折，盼獲得助學金者日後就

業，能依個人能力回饋，一棒接一棒傳承愛心。

↑左起體育系退休教授黃賢堅、學務長張少熙、體育系主任

林玫君、體育系校友、得泰國際醫療集團總裁呂聯宗、呂總

裁夫人、前副校長鄭志富、體育系名譽教授許樹淵及秘書室

公共事務中心執行長黃兆璽。

年 5 月成立體育學系校友會，以提升體育運動專

業地位。師大體育學系校友會於 2018 年成立全國

性的體育學系校友總會。成立大會上，張國恩校

長、鄭志富副校長、林安邦主任秘書、體育系名

譽教授許義雄教授、張少熙學務長、運動與休閒

學院季力康院長、體育系温良財教授、退休教授

方進隆等及各地體育系校友都到場恭賀，大家回

到母系，彼此寒暄回憶當年。

體育系主任林玫君表示，校友總會的誕生是

體育界重要里程碑，而現任校友會理事長黃良富

(65 級 ) 更是幕後推手，他付出 7 年時間，跑遍全

臺，先是輔導 16 個縣市成立校友會，凝聚各地校

友的心，再逐步計劃、籌備校友總會成立大會，

功不可沒。在第一、二任理事長蔡長啟 (44 級 )、

黃文堯 (47 級 )，以及現任黃良富理事長帶領下，

體育系校友會積極辦理「體育學系校友回娘家」、

「校友大會」、「校友盃球賽」等活動，持續發

行刊物《系友簡訊》，並經營體育學系校友會社

群網站等，更不定時邀請產官學各領域優秀畢業

校友回母系，勉勵在校學弟妹。另外，每年全國

運動會等賽事期間，還會籌辦餐會，深化海內外

校友對母系的認同與支持。

呂聯宗校友出生於臺南市麻豆區，原本只是

從小熱愛運動，結果意外考上師大體育系。他說，

「當年當體育老師很辛苦，在學校不是主科，老

師薪水也不高，真得需要教育熱忱。」畢業後當

了六年半的老師後，1970 年轉行進入工商界，初

期加入塑料加工廠，生產 EVA 發泡板及拖鞋，

1972 年創業成立得泰公司，1973 年他前往大家

認為沒有人穿鞋子的非洲奈及利亞市場，結果他

成為唯一的外國出口商。後來成為臺灣最早從事

骨科復健產品的廠商外銷到歐美。經過辛苦經營

企業多年，已是世界知名、亞洲最大且具領導地

位的醫療產品製作公司。

在大學同窗好友、師大退休教授許樹淵、黃

賢堅的鼓勵下，呂校友從 2010 年起，以父母名

義在母校體育系成立「呂廷復、呂莊金鳳獎助學

金」，獎勵優秀學弟妹。這一捐就是 9 年，從每

年新臺幣 20 萬元，增加到 2018 年捐 50 萬元，

2017 年 12 月決定捐贈美金 40 萬元，成立「還

願助學基金」。他說，現今很多經濟弱勢學生中

斷求學規劃，因此他捐款設立基金，鼓勵和協助

清寒學生利用此基金，能夠延續求學的規劃，為

社會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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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回娘家 共享旺旺年春酒
加拿大卑詩省校友會猜燈謎慶新春

↑師大校友回娘家齊聚春酒午宴賀新年。 ↑卑詩省校友會校友們一同共度美好的週末午後，並且相

約下次相見。

宋麗卿接任華府師大校友會會長 南加州校友會座談 
教華人防盜防詐保平安//華府校友會報導//

華府師大校友會於 2018 年 2 月 3 日假華

府文教中心舉辦 2018 新春年會，計有校友、

眷屬、來賓、僑務諮詢委員李連訓等近 50 人參

加，文教中心主任陳世池應邀出席，肯定師大

校友會多年以來對僑界的貢獻，並感謝該會熱

情支持並參與大華府僑界的多項活動。當天除

了慶祝新春聯誼之外，並選舉 2019 年新任會

長，由宋麗卿接任。

//南加州校友會報導//

南加州校友會邀請前洛杉磯市警局城中分

局犯罪分析主任馮作君主講，馮作君表示，不

少歹徒認為華人家中藏有現金或值錢物品，因

此針對華人住家下手。她提醒民眾，春節期間，

最好不要貼春聯。另外華人進門愛脫鞋，民眾

最好進屋裡再脫鞋，盡量不要讓歹徒能看出是

華人。

↑華府校友會致贈錦旗給華府文教中心。
↑南加州校友會邀請前洛杉磯市警局城中分局犯罪分析

主任馮作君主講。

//校園記者公領108潘俊傑報導/
工教系碩士班楊宗曄攝影//

2018 年 2 月 24 日，由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

主辦的「師大NTNU校友回娘家」新年春酒午宴，

於分部中正堂隆重舉行。新任校長吳正己、卸任

校長張國恩、全國校友總會理事長許勝雄、前教

育部長吳清基等貴賓共饗盛宴，席開 58 桌，有

象徵新年「我發」的含義。吳校長也感謝校友的

支持及努力，成功的校友遍佈業界、政府機關及

教育界等，是師大成就的基礎，吳校長未來將承

擔起帶領師大持續挑戰世界的責任。

//加拿大卑詩省校友報導//

師大卑詩省校友會於假本拿比市安安舉辦新

春聯歡餐會，駐溫哥華辦事處僑務組長夏基陸、

僑務秘書黃儷萱應邀出席；僑務諮詢委員葉憲年、

僑務促進委員歐陽金玲也以校友身分出席，與校

友及眷屬約 50 人同慶新春。會長譚廣添首先問

候出席的校友，他表示，師大校友會平均年齡以

高，因此校友會提供接送服務，希望校友們踴躍

出席，藉機與老友敘舊，每年見到校友們熱情、

健康出席春節餐會，是校友會最開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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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系校友謝里法榮獲行政院文化獎

↑美術系校友謝里法早年留法學習雕塑，後於紐約學習藝

術理論與藝術史，迄今仍於臺灣、美國舉辦個展或聯展。

音樂系校友簡任佑 
登上紐約卡內基廳演出

工教系校友孟繼洛陳茂璋 
獲技職教育貢獻獎

社教系鄭惠如獲史蒂夫女性獎 
驚艷全球商業界

//校園記者特教106蔡靖妏報導//

師大社會教育學系碩士班校友，也是食藝餐

飲執行長鄭惠如，近期在紐約拿下美國商業界最

高榮譽、素有世界頂尖企業賽事之稱的「史蒂夫

商業女性獎」新創企業 - 金獎及女青年創業家 -

銀獎兩項大獎。食藝餐飲因解決社會問題成效亮

眼，備受評審團肯定。典禮上，鄭惠如帶著國旗

登台領獎，也讓台灣社會企業楷模閃耀全球商界

舞台。

↑社教系校友鄭惠如扭轉社會大眾對企業「利益至上」的

刻板印象，秉持回饋社會的觀點，創辦「食藝餐飲」。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音樂系 98 級校友簡任佑，目前在丹麥

皇家音樂學院攻讀打擊樂最高文憑，近日與雙胞

胎哥哥簡任廷組成的雙子擊樂二重奏，在紐約獲

得國際音樂比賽「古典音樂金獎大賽」室內樂組

首獎，2018 年 3 月 14 日更登上古典樂最高殿

堂紐約卡內基廳演出台灣民謠。兩兄弟的演出足

跡除了亞洲。也到過歐洲丹麥、瑞士與美國；也

曾在打擊樂界最大的藝術節「國際打擊樂年會」

（PASIC）演出。遍及亞洲和歐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教育部「第 4 屆技職教育貢獻獎、第 8 屆資

深技藝師傅暨第 13 屆技職之光」，在 2017 年 12

月 8 日隆重舉行頒獎典禮，其中技職教育貢獻獎

堪稱技職教育金馬獎，6 位得獎者中，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系 47 級校友、第七屆傑出校友

華夏科技大學董事長孟繼洛、工業教育系校友、

松山工農退休老師陳茂璋獲獎。孟繼洛董事長致

詞時呼籲要以「泱泱大國」精神，把台灣技職教

育輸出，不要怕別人學習和超越。

↑音樂系校友簡任佑（右）兩兄弟成立「雙子擊樂二重

奏」，在紐約卡內基廳演出優勝者音樂會。
↑師大工教系校友華夏科大董事長孟繼洛（右），獲頒技

職教育貢獻獎由教育部次長姚立德（左）頒贈。

//美術系提供//

第 37 屆行政院文化獎得主名單於 2017 年

12 月 30 日公布，師大美術系 48 級校友、80 歲

著名畫家謝里法獲獎，獲 100 萬元獎金。文化部

長鄭麗君已在第一時間親自向他致電道賀。本名

謝理發的謝里法，1938 年出生於臺北市大稻埕，

曾加入五月畫會，謝里法說，畫家的職志就是「畫

到老、畫到死」。同時他也縱身撰寫臺灣美術史

近 50 載，引領臺灣美術史研究，還出版小說並

改編成電視，讓年輕人認識臺灣早年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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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校友羅忠祐 一手創建世堡紡織 體育系校友李再立
接任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局長  

↑師大校友世堡紡織董事長羅忠祐，帶著 3 份年終獎金，

闖出自己的一番事業。 ↑師大體育系校友李再立接任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局長。

EMBA 校友及在校生捐資 
學思校友廣場啟用 

橫跨 40 年歷史情誼 
四海社社友回娘家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由師大 EMBA 校友及在校生集資、捐贈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思校友廣場，於 2018 年 1

月 28 日正式揭牌啟用，位在管理學院和音樂學

院旁，從構思、設計到興建都整合了 EMBA 校

友及兩院在校師生的意見，共同完成這個夢想，

這裡將是在校師生停留、相聚、沈思、再出發

的舞台，也是校友頻頻回首的花園、芳草鮮美

落英繽紛的角落。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四海社於 2018 年 1 月 18 日舉辦社友回娘

家聯誼會，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位老社友都回

來共襄盛舉，場面熱鬧又溫馨。「一天的海社

人，永遠的海社人。」副校長鄭志富致辭時感

性表示，師大永遠是大家的家，四海社的精神

更永遠與每一位海友同在。他說，他在海社開

始學習如何被領導，又如何領導別人，許多待

人接物的道理也是在海社裡學到的。

↑「學思校友廣場」由 EMBA 校友及在校師生戮力共成，

圓滿體現師大人跨院、跨年代的整合力量。

↑四海社舉辦社友回娘家聯誼會，來自全國各地的上百位

老社友都回來共襄盛舉，場面熱鬧又溫馨。

//校園記者公領108潘俊傑報導//

師大校友 76 歲的世堡紡織董事長羅忠祐，

年輕的時候曾經歷石油危機，當年他擔任一家日

商紡織公司業務員，到東南亞找到華僑牽線，因

遠端購料再出口，管控不易，因此羅忠祐和公司

另 2 個同事商量之後，同事建議他自己出去開公

司，他們倆願意出錢，羅忠祐就拿著 3 份年終獎

金，成立自己的紡織工廠，至今超過 43 年，一

家資本額只有1億元、工廠僅一班制的中小企業，

每年維持成長的佳。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體育系校友李再立於 2018 年 1 月 26

日接任臺北市政府體育局局長。當日臺北市政府

李文英副秘書長、國立體育大學高俊雄校長、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鄭志富副校長及臺中市運動局王

慶堂局長等體育界先進均前來共同參與並送上祝

福。李局長致詞時期許自己能以更快的腳步、更

高的視野、更強的智慧，滿足市民需求，達成市

府體育策略願景目標。



捐款芳名錄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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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3-06 家長 張瑞芳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03-06 家長 石世校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03-12 校友 師大人 3,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2 校友 余昶悌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2 校友 呂賢文 3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2 校友 胡惠君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2 校友 師大人 3,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3 校友 尤儷玲 3,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4 校友 蕭千慧 3,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4 校友 林宜靜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4 校友 張悅綸 3,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5 校友 師大人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5 校友 蘇宣霖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6 校友 師大人 3,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6 校友 朱永安 4,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6 教職員 李媛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16 校友 師大人 3,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23 校友 六星集股份有限公司 25,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24 校友 師大人 1,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27 企業機構 紅虹企業有限公司 1,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28 校友 林綉華 4,500 校務發展基金

2018-03-28 校友 優合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28 社會人士 師大人 2,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28 社會人士 林彥甫 1,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29 校友 李寬鴻 1,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3-30 校友 師大人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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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04 企業機構 睿和企業有限公司 110,000 急難救助金、睿和獎助學金

2018-01-10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東和音樂學術研究獎助基金會 20,000 捐贈音樂學系使用

2018-01-15 社會人士 葉士桀 10,000 體育學系橄欖球隊

2018-01-26 校友 紀雅媚 5,000 生命科學系使用

2018-01-30 校友 謝佳男 1,000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2018-01-31 社會人士 孫宜蓁 5,000 捐贈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經費

2018-01-31 社會人士 蔡松峵 3,000 捐贈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經費

2018-01-31 社會人士 林惟萱 2,000 捐贈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經費

2018-01-31 社會人士 林聰宏 2,000 捐贈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經費

2018-01-31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億光文化基金會 60,000 捐贈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經費

2018-01-31 社會人士 吳惠琦 2,000 捐贈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經費

2018-01-31 企業機構 中國青年救國團 27,000
捐贈合唱團《聆 X 夏一樂過縱谷情牽花東 -                  

2017 暑期巡迴公演》

2018-01-31 企業機構 台北艋舺龍山寺 3,000
捐贈合唱團《聆 X 夏一樂過縱谷情牽花東 -                  

2017 暑期巡迴公演》

2018-01-31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 10,000 捐贈同心服務隊 - 第 11 界夏日心樂園活動經費

2018-01-31 社會人士 陳雅惠 5,000 捐贈本校桃園同鄉校友會辦理「桃友之夜」活動款

2018-01-31 社會人士 王建峰 100,000 捐贈企管系學會活動費

2018-01-31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和草慈善事業基金會 50,000 捐贈體育學會第五屆體育偏鄉服務隊活動

2018-01-31 企業機構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 15,000 捐贈體育學會第五屆體育偏鄉服務隊活動

2018-01-31 社會人士 陳曉雲 2,500 捐贈學園團契社社團活動經費

2018-01-31 企業機構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7,000 105 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補助款

2018-02-05 社會人士 騰元車業有限公司 10,000 BIG3 系際籃球爭霸戰

2018-02-05 社會人士 高通汽車有限公司 50,000 BIG3 系際籃球爭霸戰

2018-02-05 社會人士 中誠企業社 10,000 BIG3 系際籃球爭霸戰

2018-02-05 社會人士 永崴車業行 10,000 BIG3 系際籃球爭霸戰

2018-02-08 企業機構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北公館教會 38,000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北公館教會獎助學金

2018-02-12 校友 林奇邦 30,000 GFEMBA 課程費用

2018-02-23 校友 謝佳男 1,000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2018-02-26 企業機構 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10,000 捐助公領學會

2018-02-26 企業機構 寶佳公益慈善基金會 113,239 捐助衛教學會 2017 年花蓮縣太巴塱國小鄉村服務隊



捐款日期 身分 捐款人  金額 捐款用途

2018-02-26 企業機構 碩泰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018 年台北基隆同鄉校友會寒假返鄉服務隊活動款

2018-02-26 企業機構 創宇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018 年台北基隆同鄉校友會寒假返鄉服務隊活動款

2018-02-27 校友 周芳妃 5,000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2018-03-06 教職員 邱素沁 600,000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                                       

邱教授素沁人類發展與家庭獎助基金

2018-03-08 企業機構 宏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本校籐球社社團經費

2018-03-08 企業機構 金永信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本校籐球社社團經費

2018-03-08 企業機構 凹凸眼鏡有限公司 12,000 本校籐球社社團經費

2018-03-08 企業機構 師大人 3,000 本校籐球社社團經費

2018-03-08 企業機構 峻豪瓦斯行 5,000 2017 閱讀志工基層文化服務社定一隊第二期款

2018-03-08 企業機構 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017 閱讀志工基層文化服務社定一隊第二期款

2018-03-08 企業機構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 捐助本校資訊教育服務社辦理寒假活動

2018-03-08 企業機構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 捐助本校資訊教育服務社辦理寒假活動

2018-03-08 企業機構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 捐助本校台南同鄉校友會辦理「返鄉服務隊」

2018-03-08 企業機構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 捐助電機工程學系學會辦理社團寒假活動

2018-03-08 企業機構 國益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10,000 BIG3 系際籃球爭霸戰

2018-03-08 企業機構 國益餐飲事業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 10,000 BIG3 系際籃球爭霸戰

2018-03-08 企業機構 國益餐飲事業有限公司西門分公司 10,000 BIG3 系際籃球爭霸戰

2018-03-08 校友 黃欽永 20,000 體育系手球隊林藝庭使用

2018-03-12 社會人士 張傑 5,000 體育學系橄欖球隊

2018-03-13 校友 師大人 300,000 亞洲流行音樂研究暨產學發展辦公室

2018-03-13 校友 李三財 100,000 僑先部陳就娣紀念獎學金

2018-03-14 教職員 陳炳宏 10,000 大眾傳播研究所「第七屆媒體素養營」

2018-03-16 企業機構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5,000 捐贈體育學會第五屆體育偏鄉服務隊活動

2018-03-16 社會人士 鄭雅心 3,000 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

2018-03-16 社會人士 陳啟能 8,000 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

2018-03-16 社會人士 蘇鼎欽 2,000 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

2018-03-16 社會人士 林致鋼 5,000 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活動

2018-03-16 社會人士 黃珮姿 30,000 國樂社

2018-03-16 企業機構 昇宏電業行 900 新生包裹郵寄

2018-03-16 企業機構 家福股份有限公司 2,000 新生包裹郵寄

2018-03-16 企業機構 新光人壽保險公司 50,000 第二屆人文電影節活動

2018-03-16 社會人士 蔡念芸 1,000 捐贈嘉義同鄉會辦理返鄉服務隊

2018-03-16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民雄大士爺廟 10,000 捐贈嘉義同鄉會辦理返鄉服務隊

2018-03-16 企業機構 嘉義縣不動產開發公會 10,000 捐贈嘉義同鄉校友會辦理返鄉服務隊

2018-03-20 社會人士 財團法人千佛山慈善基金會 8,000 捐贈本校雲林同鄉會辦理返鄉服務隊

2018-03-20 企業機構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10,000 捐贈本校雲林同鄉會辦理返鄉服務隊

2018-03-22 校友 柯世賢 10,000 體育學系橄欖球隊

2018-03-22 校友 謝佳男 1,000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2018-03-22 企業機構 台北北區扶輪社 100,000
發展障礙以及學習障礙的基礎研究                      

與臨床教育實務的整合

2018-03-28 校友 林綉華 4,500 校務發展基金

2018-03-29 校友 陳重光 15,000 管理學院優秀獎學金

2018-03-31 學生 白泰澤 1,800 耶穌愛你、聖母愛你獎助學金

2018-03-31 校友 周芳妃 5,000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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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校 友 證 申 請 表
申請日期：                                            校友證編號：由承辦單位填寫

□  □  □   
姓名  □  □        年     月     

/  2  
 

畢業系（所） 
學號 / 畢業年  

□學士 □  □  
  

聯絡電話 （公 ）  
） 

（行動電話） 
-   

聯絡地址 □□□ 
  

服務單位機構  職稱  
 1. □  

2. □郵寄至□同聯絡地址□  
 

 
1. 面  
2. .2 1  
3. 1  
4. 新臺幣 500 元之  
5.  

 
 

□銀行匯款或郵政劃撥之匯款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401 專戶」，帳號：「18535001030」。 
□  

 ﹡□本人同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此資料作為校友聯繫事務使用。
﹡承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秘書室 公共事務中心 林小姐（校本部行政大樓一樓）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電話：（02）7734-1042      傳真：（02）2368-4393      E-MAIL：rebeccalin@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捐款同意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網站與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是 □否
捐款專線：02-77341036 江欣諺先生 傳真：02-23684393 
地址：10610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秘書室 公共事務中心

基
本
資
料 

姓名/機構名稱  

聯絡方式 電話：(   )                  傳真：               行動：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身    分 
□臺師大校友，民國         年                     系/所/班 畢(結)業 
□臺師大教職員  □家長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____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  職稱  

 
捐
款
內
容 

捐款金額 民國    年   月，捐款新臺幣/美金（大寫）________ ___________ 元整 

捐款用途 
□校務發展基金 
□百億建設計畫 
□其他（請說明)                                 

 

捐
款
方
式 

□ 現金 填妥本同意書後請至受捐贈單位捐款。校務發展基金與百億建設請至公共事務中心
捐款。 

□ 支票 
抬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01 專戶」 （美金支票請寫「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402U account」)，連同本同意書，以掛號郵寄至受捐贈單位。捐款用途
為校務發展基金與百億建設計畫請寄至本捐款單下方地址。 

 

收
據 

抬頭名稱：□ 同捐款人   指定                                      
寄送地址：□ 同通訊地址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可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列舉扣除額 100％扣除。  

 

□ 銀行匯款 
 

請至銀行匯款，並填妥本同意書，傳真或郵寄至公共事務中心。匯款帳戶：中國信
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01 專戶」，帳號：「185350001030」。 

□ 信用卡捐款 填妥本單，傳真至 02-23684393，或郵寄至下方地址，即完成捐款手續。（受款單位
需依中國信託銀行規定收取 1.1％～1.7％不等之手續費。） 
 

持卡人姓名  卡別 
□ VISA  □MasterCard 
□ JCB   

卡號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 __ __ __ __  

發卡銀行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有效期限 西元 20____ 年____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方式如下： 
一、 於民國____ 年____ 月，單筆捐款新臺幣________ 元 
二、 自民國____ 年____ 月，至民國____ 年____ 月，固定□每月□每年捐款新臺

幣________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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