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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72 週年校慶
溫馨隆重
臺灣現代版畫之父廖修平
獲頒名譽藝術學博士
107 級畢典
校長期勉畢業生盡己力奉獻社會
師大與 UCLA 合辦國際學術會議
推進兩校實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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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72 週年校慶 溫馨隆重
// 校園記者公領 109 江宜真報導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2018 年 6 月 5 日歡喜
迎接 72 週年校慶，校內師生及各界校友齊聚一
堂，見證第 18 屆傑出校友及各項獎項表揚，校
長吳正己肯定與感念校友們與全體師生同仁的
努力和付出，並期許能繼續攜手，共同打造美麗
偉大的師大。
全國校友總會王金平名譽理事長、前教育部
長、臺灣教育大學系統吳清基總校長、呂溪木、
黃生、郭義雄、張國恩等前校長，林東泰、董俊
彥等校務顧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特別顧問
嚴正教授、臺灣大學系統李篤中執行長、來思達
集團創辦人謝貞德校友、臺北市古莊里劉泓麟里
長等貴賓雲集，回母校歡度生日。
吳正己校長致詞表示，師大的國際競爭力、
學術地位及社會影響力，是各界校友、全體師生
同仁歷年來一點一滴努力的成果，而師大肩負著
國家教育大業，更是沒有停頓的一日，未來將以
國際化、產業連結及校友網絡的建立為目標，兼
具傳統與創新，打造跨領域、富創造力的學習環
境，培養多元化的 π 型人才。典禮中，吳正己
校長頒發第 18 屆傑出校友、教學傑出教師獎、
捐贈表揚、研究績優獎、服務傑出教師獎、優良
導師獎、傑出學生獎等獎項。第 18 屆傑出校友
--- 林亨泰、呂聯宗、張之傑、江明賢、饒韻華、
史書美等校友，6 位在文學藝術創作、教學教育
服務及科學發展上都有傑出的表現。
師大教育系 40 級校友林亨泰，曾獲第八屆
國家文藝獎，為臺灣詩壇的本土鬼才，多變的詩
情，時而譏諷、時而柔情，追隨著臺灣風起雲湧
的歷史，記錄著這片土地的更迭起伏。他坐輪椅
行動不便，由臺北藝術大學學務長林于竝代父親
致詞，發表感言說到，「師大是我文學的開端，
在校園內獲得的朝氣、友情、知識、養分和回
憶，是實現文學創作的重要因素，因此獲頒傑出
校友獎格外意義重大。」
師大體育系 52 級校友呂聯宗，現為世界知
名、亞洲最大且具領導地位的得泰國際醫療集團
總裁，他回想在大學時期所學的專業科目及知
識，在創業時全都派上了用場，除了感念師大的
栽培外，並在事業成功後，捐款回饋母校，為學
弟妹提供更多幫助。
生物系 55 級校友張之傑是知名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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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完全走上「教師」這條路，但「教育」
確實成為他一生的志業。張之傑感謝師大給予
傑出校友的榮譽以及重視科普教育，未來也將
在該領域持續耕耘，從事科學社會教育工作。
「藝術是一生無止盡的志業。」藝術系 57
級校友、美術系名譽教授江明賢說，教育不只
是傳遞知識，更是培養創造力、幻想力，師大
人文氣息，再加上美術館落成，豐富的人文藝
術涵養，未來必定是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想多學一點、多了解一點！」音樂系 72
級校友饒韻華，很認真地用行動實踐這句話。
饒韻華發表感言說，「師大人沉穩、敦厚的特
質，是我們不斷向前的動力。」她感謝師大給
予傑出校友的肯定，並將此獎獻給最愛的父親。
現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亞洲語言與
文化學系教授的英語系 71 級校友史書美，將學
問結合自身生命經驗，竭力鑽研，在華語語系
研究領域具有極大影響力。因公務無法出席，
但她透過影片說，「我在師大讀書時，為自己
打下非常好的基礎。」史書美鼓勵學弟妹，不
要妄自菲薄，應該把握各種機會，好好追尋自
己的夢想。
表揚名單
（一）第 18 屆傑出校友：
1. 林亨泰（教育學系 40 級）
詩人及文學評論家
2. 呂聯宗（體育學系 52 級）
得泰國際醫療集團董事長
3. 張之傑（生物學系 55 級）
科普作家
4. 江明賢（藝術學系 57 級）
本校美術系名譽教授
5. 饒韻華（音樂學系 72 級）
美國新澤西州羅格斯大學音樂系教授
6. 史書美（英語學系 71 級）
本校臺灣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二）捐贈表揚：
1. 呂聯宗（體育系 52 級、得泰醫療集團董事長）
2. 王貴賢（久津實業公司董事長）
3. 吳匡（英語系已故教授）
4. 郭為藩、林美和（郭為藩：社教系 48 級、第 7
任校長；林美和：社教系 54 級、社教系教授）
5. 涂鐵雄（衛教系 56 級、泉新工業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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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梁世楨（全寶集團總裁）
7. 張洸照（藝術學系 49 級、嘉強電子公司總裁）
8. 蔡有涼（化學系 52 級、國精化學公司董事長）
（三）107 年度教學傑出教師獎
1.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鍾志從副教授
2. 美術學系 孫翼華副教授
3. 電機工程學系 蔡政翰副教授
4.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王國欽教授
5.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方進義教授
（四）106 年度研究績優獎
1. 音樂學系 金希文教授，榮獲第 20 屆國家文藝獎
2. 化學系 陳家俊教授，榮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
發展基金會 106 學年度傑出人才講座
3.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蔡今中教授，榮獲科
技部 106 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4. 體育學系 洪聰敏教授，榮獲科技部 106 年度
傑出研究獎
5. 科學教育研究所 楊芳瑩教授，榮獲科技部
106 年度傑出研究獎
6.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劉子鍵教授，榮獲科技
部 106 年度傑出研究獎
7. 地球科學系 謝奈特教授，榮獲 2017 年中央研
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詩人及文學評論家林亨泰榮獲傑出校友。

↑得泰國際醫療集團董事長呂聯宗 ( 右 ) 榮獲傑出校友。

（五）106 學年度服務傑出教師獎
1. 美術學系 李振明教授
2. 音樂學系 宋威德教授
3.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張媁雯教授
（六）106 學年度優良導師獎

↑科普作家張之傑 ( 右 ) 榮獲傑出校友。

1. 科技與工程學院電機工程學系 郭建宏副教授
2. 文學院地理學系 許嘉恩助理教授
3.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社工所 陳杏容副教授
4. 音樂學院音樂學系 吳舜文副教授
5. 教育學院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董貞吟教
授
（七）107 年度特優職員獎
1. 資訊中心 簡培修組長
2. 秘書室 黃佩茹行政秘書
3. 總務處 巫由惠組長

↑本校美術系名譽教授江明賢 ( 右 ) 榮獲傑出校友。

（八）106 學年度傑出學生獎
1. 美術學系博士班 鄒佳哲
2. 音樂學系博士班 賴珏妤
3. 體育學系碩士班 陳巧穎
4. 教育學系 林怡葶
5. 資訊工程學系 宋鴻明
6. 東亞學系 王育旋

↑美國羅格斯大學音樂系暨研究所教授饒韻華 ( 右 ) 榮
獲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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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現代版畫之父廖修平
獲頒名譽藝術學博士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2018 年 6 月 23 日畢
業典禮上，校長吳正己代表頒授名譽藝術學博士
學位予廖修平講座教授，表彰他畢生戮力於版畫
藝術之創作、教育、推展與傳承，對藝術與人類
社會有重大貢獻。廖博士身為臺灣現代版畫的推
動者，致力引進大量國外版畫技法，提倡現代版
畫的觀念及技法，使臺灣的版畫藝術邁進現代多
元版種的創作境界，培育出無數版畫創作人才。

藝術大學及臺灣藝術大學等多所國內外大學。
1982 年向文建會提出籌辦國際版畫雙年展之
構想，積極促成國際版畫大展在臺灣主辦，於
1983 年起「中華民國國際版畫雙年展」至今已
滿 18 屆，成功將臺灣版畫藝術推向世界舞臺。
廖修平說他僅代表版畫圈領取這個殊榮，
希望版畫藝術能一代代傳承，在臺灣蓬勃發展，
也期許學弟妹踏出校園，邁向人生另一段旅程
時，要抱持熱情與堅持理想。

現場貴賓雲集，包括臺師大美術系名譽教授
王秀雄、鄭善禧、江明賢、退休教授蘇憲法及許
多有數十年交情的藝文界好友，都到場觀禮，美
術系主任莊連東及親友等代表獻花致賀。
藝術學院林俊良院長宣讀表彰辭指出，美術
系 48 級畢業的廖修平教授，於六○年代赴日本
與法國深造，藝居紐約多年，曾任教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日本筑波大學、美國西東大學、臺北

學習科學學程蔡今中講座教授
獲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講座教授蔡今
中，近 20 年來鑽研科學教育及網路學習領域，
學術研究屢有重大突破，曾 3 次獲得國科會 ( 科
技部前身 ) 傑出研究獎、2 次特約研究計畫，今
年更獲得科技部授予象徵終身成就的「傑出特約
研究員獎」。

↑師大吳正己校長 ( 左 ) 頒授名譽藝術學博士予廖修平
講座教授 ( 右 )。

研究生涯中，他不僅產量驚人，發表近 300 篇
SSCI 或 SCI 國際期刊論文，品質也獲極高評價，
曾獲 ISI( 美國科學資訊所 ) 臺灣經典引文獎，也
獲選師大第 10 屆傑出校友，在前校長張國恩長
期鼓勵下，去年回到母校成立學習科學學士學位
學程。

科 技 部 於 2018 年 5 月 28 日 舉 行 106 年 度
學術研究獎頒獎典禮，由部長陳良基頒獎表揚傑
出特約研究員獎、傑出研究獎等得主。他希望透
過經驗上的薪火相傳，讓研究成果持續成為臺灣
提升社會經濟、民生福祉及產業發展的力量。
開朗、幽默的蔡今中，當年因選填志願的陰
錯陽差，意外考上師大物理系，進而到哈佛、哥
倫比亞大學攻讀教育碩博士，學成歸國後先於
交通大學、臺灣科技大學任教，在 20 多年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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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講座教授蔡今中（右），
榮獲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接受科技部部長陳
良基（左）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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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總統簽署環境保護宣言
推動我國農藥用量減半

師大與 UCLA 合辦國際學術會議
推進兩校實質交流

//生命科學系報導//

//臺灣語文學系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6 月 29 日舉辦「2018
臺灣系統性殺蟲劑的衝擊與替代方案國際研討
會」，會議中除邀請專長於環境公衛的陳建
仁副總統、以及長期專注黑熊生態保育的張富
美國策顧問擔任大會開幕嘉賓外，也邀集了全
球知名的環境毒物與公共衛生領域的專家學者
們，針對如何減低系統性殺蟲劑對於生物多樣
性及生態環境的衝擊，以及客觀的科學觀點與
替代方案等議題，提出精彩扼要的專題演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 (UCLA) 共同舉辦的國際研討會，5 月
11-12 日於 UCLA 校園舉行，會議主題為「原
住民知識在臺灣：比較與關係視角」 。本會
集結了臺灣與美國相關領域的菁英學者齊聚一
堂，針對原住民議題展開熱烈討論，不僅為兩
校在學術與教學上帶來更密切交流，同時也深
化了臺灣議題的國際性對話。

↑師大舉辦臺灣系統性殺蟲劑的衝擊與替代方案國際
研討會，十多國專家學者參與。

師大打開全球五千所國際學校之路
//師資培育學院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臺灣第一所獲得國際文
憑組織認證的大學，目前取得國際教育和華語文
教育 2 項認證，學生未來可望直接取得全球五千
所 IB（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國際文憑課
程認證教師資格，對於學生專業技能培育與未來
就業，均有相當大的幫助。
「師大一直是國內師資培育的龍頭，也不斷
追求創新發展。」師大師培教育學院院長劉美慧
說，師大 2018 年 1 月底獲得國際文憑組織認證，
成為臺灣第一所國際文憑教師認證的師培機構，
能強化學生就業機會與國際競爭力。劉美慧指
出，未來師大學生可接受 IB 教師訓練，系統性
引入新式教學理念、流程和教學方法，對學生來
說，不但可接受國際教育訓練，培養國際觀，未
來就業也多了許多機會和出路，提升國際移動能
力。

↑師大致贈《臺灣原住民族歷史地圖集》予 UCLA 。

負責統籌 IB 認證事務的師大師資培育學院
助理教授葉怡芬說，師大約花 2~3 年時間取得認
證，進度快速的原因是，過去一直積極引進此套
制度，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將教學內容化為書面資
料，順利通過審查，獲得訪視官推薦。「華語文
教育的機會本來多在國外，現在學生可以直接到
國際 IB 學校實習。」師大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
所副教授林振興說，華語文教育學系學生的出路
在全球市場，過去都是透過學系力量和國外大學
做聯繫，實習機會取得不易。

↑訪視官宣布師大獲得認證推薦，透過取得 IB 教師認
證，等於幫學生開了新的就業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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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印尼加查馬達大學
校長率團訪師大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校長訪師大

//國際事務處報導//

加 拿 大 渥 太 華 大 學 校 長 Prof. Jacques
Frémont 於 2018 年 4 月 26 日率該校國際研
究辦公室專員 Mr. Vincent Lacroix Cuerrier，
在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吳景容主事陪同下
蒞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由吳正己校長、印永
翔副校長、國際事務處游光昭處長、國際事務
處黃啟祐副處長，以及科學教育中心張俊彥主
任親自接待，雙方相談甚歡。

印 尼 加 查 馬 達 大 學 校 長 Prof. Ir. Panut
Mulyono 率 貴 賓 於 2018 年 4 月 25 日 蒞 臨 師
大，由吳正己校長、印永翔副校長、國際處游
光昭處長、科技與工程學院程金保院長、理學
院陳焜銘院長、理學院謝秀梅副院長、文學院
陳秋蘭院長、文學院廖學誠副院長、電機工程
學系許陳鑑主任、地理系蘇淑娟主任、工業教
育系宋修德主任等師長親自接待。

↑師大校長吳正己 ( 右 ) 與印尼加查馬達大學的校長
Prof. Ir. Panut Mulyono( 左 ) 等嘉賓熱烈討論。

↑師大校長吳正己 ( 右）和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校長
Prof. Jacques Frémont( 左 ) 合影留念。

工教系赴泰國培訓當地師資

姐妹校泰國藝術大學來訪
深度交流師培課題

//工業教育學系報導//

配合教育部新南向政策，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工業教育學系近日受泰國政府邀請協助培訓
當地師資，40 名泰國高職教師在師大教授及
碩士班學生帶領下，研習手機應用軟體開發課
程，成果顯著。

↑泰國教育部技職教育署 3 月已組團來臺接受 10 天
的培訓，18 名學員對於臺灣完善的技職教育與產學合
作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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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報導//

//校園記者音樂106李易璇報導//

姐妹校泰國藝術大學 Silpakorn University
副校長一行 28 位貴賓於 2018 年 5 月 28 日蒞
臨師大，副校長李忠謀、國際事務處處長游光
昭、研究發展處研發長許瑛玿等人親自接待，
以師資培育為主題交流。泰國藝術大學現今已
開設了 14 個學院，是泰國教育的先驅。除了
提供學士至博士的高等教育外，也設有語言、
健康、設計等豐富教育專業培訓課程。

↑泰國藝術大學副校長 Pornsak Sriamornsak( 右）
致贈紀念品予師大副校長李忠謀（左）。

學術成就
02 ACHIEVEMENTS

翻譯所出版中譯英教學新書
兼具理論與實務

師大研發光譜檢測系統
3 秒測蘭花是否染病毒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教育110蕭富升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為提升中譯英教學的品質，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翻譯研究所廖柏森教授邀集七位教學經驗
豐富的博士生，包括林俊宏、陳湘陽、張忠安、
張綺容、游懿萱、傅思可及李眉君等，耗時兩
年編寫出國內第一本兼具理論與實務、專為國
人打造的中譯英教科書「中英筆譯：翻譯技巧
與文體應用」，2018 年 6 月 22 日在文薈廳舉
行新書發表會，期盼在多年翻譯實務與教學經
驗中提煉結晶的成果，與國內師生分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與工程學院從 2 年
多前開始推動創新創業教育工作，培育在校生
組成新創團隊，催生了生技類新創公司，並透
過師生共同研究，開發以光譜檢測蘭花病毒的
技術，透過全面性光譜探測，打破以往需長達
近半小時的檢測作業，只要 3 秒就可輕鬆判
讀，準確率也從原本僅 5 成提升至 8 成。

↑翻譯所教授廖柏森帶領翻譯菁英，完成《中英筆譯》
一書，於新書發表會後合影。

↑光電科技研究所、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教授謝振
傑（右二）及學生組成新創團隊，研發出一套快速、
簡單又準確的蘭花病毒檢測系統。

電機系外籍教授包傑奇
協助臺灣主辦 FIRA

圖書館鎮館三寶亮相
讓民眾認識古籍之美

//電機系報導//

//圖書館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外籍教授 Prof.
Jacky Baltes 於 2018 年 4 月 13 日以「國際運
動 機 器 人 聯 盟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RoboSports Association, FIRA) 主席身分親自
頒發會員證書並授旗予科技部。並與科技部陳
良基部長、中科管理局陳銘煌局長共同完成授
旗儀式，象徵「世界盃智慧機器人運動大賽」
正式啟動，電機系師生與有榮焉。

圖書館為使各界認識珍善古籍之美，以及
紙質文物保存維護的智慧結晶，2018 年 6 月
4 日至 7 月 15 日舉辦「汲古開新─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珍善本選粹暨紙質文物保存維護特
展」，首次公開亮相有「鎮館三寶」之稱的三
部古籍，包括明覆刊宋本、深具版本學價值的
宋版《孟子》、清代著名學者暨書法家翁方綱
手批的《杜詩》稿本、晚清名家金蓉鏡批校及
題記的《隋經籍志考證》刊本。

↑陳良基部長 ( 左二 )、Jacky Baltes 主席 ( 右二 ) 及
陳銘煌局長 ( 左一 ) 共同完成授旗。

↑特展依經史子集各部精選二十多種善本古籍輪番展
出，多為具有五百年以上歷史的珍貴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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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 3 位學者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科技部於 2018 年 5 月公布 106 年度傑出研
究獎，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共有 3 位老師獲獎，分
別是體育學系洪聰敏教授、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劉子鍵教授、科學教育研究所楊芳瑩教授。師大
連續 6 年都有 3 位教授研究成果受肯定，得獎人
數持續在全國名列前茅。研發處表示，科技部為
獎勵科學研究人才，依近 5 年內研究績效評選「傑
出研究獎」，每名得獎者獲得 90 萬元獎助金，這
項榮譽和實際獎助，對於平日埋首研究工作的學
者，以及倡導產學合作的師大，都是高度肯定。

↑由左至右依序是科學教育研究所楊芳瑩教授、教育心
理與輔導學系劉子鍵教授、體育學系洪聰敏教授，榮獲
2018 年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3 位老師獲科技部頒贈年輕學者榮銜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許禕
芳、簡郁芩、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曾繁
勛等 3 位助理教授，獲選科技部 2018 年「年輕學
者養成計畫」，並於 5 月 11 日接受科技部長陳良
基 授 予「MOST Young Scholar Fellowship」 榮
譽名銜，肯定學者們的優異表現。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許禕芳 ( 左一 )、簡郁芩 ( 左二 )、科
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曾繁勛 ( 右一 ) 等 3 位助理教授，
獲選科技部 107 年「年輕學者養成計畫」，師大研究發展
處副研發長洪翊軒 ( 右二 ) 也一同出席恭賀獲獎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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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榮獲商管盃個案競賽玉山金
獎與評審團特別獎
//管理學院EMBA報導//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EMBA 再 創
佳 績，2018 年 5 月 6 日 在 中 央 大 學 舉 辦 的
「2018EMBA 商管聯盟高峰會」商管盃個案競賽
中，師大管理學院 EMBA 代表隊伍力抗來勢洶洶、
精銳盡出的各校菁英，在競爭激烈的賽事中脫穎
而出，校際聯隊榮獲臺灣 I 組玉山金獎，校內聯
隊榮獲中華組評審特別獎。
EMBA 商管聯盟由國立頂尖大學中山、中央、
中正、中興、臺科大、交大、成大、政大，以及
清大共同發起設立，並自 2011 年起舉辦 EMBA
商管聯盟高峰會，同時辦理「元大盃」與「商管
盃」的個案競賽。其中元大盃限聯盟學校參與，
商管盃則開放非聯盟學校參與。兩大個案競賽的
選手都來自海內外各校不同產業的 EMBA 學生，
針對大會給予的企業個案，提出深度分析與策略
擬定，透過解決方案的提出，EMBA 學生能夠整
合在學校所習得的知識，訓練高階管理者的管理
技能，並且達到校際交流的目的。
2018 年是師大管理學院 EMBA 參加商管盃個
案競賽的第三年，2017 年校際聯隊與校內聯隊同
時榮獲銀獎，已使師大管理學院 EMBA 嶄露頭角。
2018 年由周世玉院長、康敏平執行長與王仕茹副
執行長領軍，由林舒柔老師指導。與臺科大共組
校際聯隊的本校 EMBA 代表學生為溫鴻遠、栗襄
沂、陳千慧，校內聯隊的本校 EMBA 代表學生為
王煜騏、洪怡、丁立雯，校內聯隊的本校 MBA 代
表學生為詹雅然、蘇群智、鄭世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在商管盃個案競賽
中奪得佳績，合影留念。

師生表現
03 PERFORMANCE

107 全大運
師大 46 金 40 銀 45 銅
3 項 7 人破大會紀錄
//校園記者國文108陳晏榕報導//

201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5 月 2 日在中央
大學圓滿落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選手共拿下 46
金 40 銀 45 銅，達到體育室預期 40 金目標，比
去年 41 金 47 銀 34 銅進步，總獎牌數名列第三名，
共 3 項 7 人破大會紀錄，表現出色。

↑來自美國的華語系 109 級葉曉艾第二年比全大運，她
2017 年拿下 1 金 1 銀，2018 年表現更上一層樓，除了地
板蟬聯封后，拿下成隊金牌，高低槓、跳馬銀牌。

師大男排勇奪 11 連霸 女排亞軍
//體育室報導//

創下 10 連霸王朝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男子排
球隊，本季 UVL 大專排球聯賽以全勝之姿闖進
最終決賽，2018 年 3 月 31 日對上前戰大戰 5 局
才苦勝的中原大學，師大全場壓著中原打，還在
第 3 局一度連搶 12 分，以 25 比 22、25 比 22、
25 比 12 再度稱霸 UVL 男排，將連霸數字推進到
11，續寫新頁。

師大社會甲級女子壘球聯賽總冠軍
//體育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女子壘球隊在運動競技系
林德隆教授、陳妙怡老師擔任教練帶領下，愈戰
愈勇，2018 年 4 月 21 日榮獲社會甲級女子壘球
聯賽「總冠軍」，並有多位球員榮獲個人獎項，
包括最有價值球員 (MVP) 翁琬茹、打擊率第三名
顏逸、教練獎林德隆；二壘手陳頎棻、中外野手
顏逸獲選最佳十人。全國社會甲級女子壘球聯賽
共分「春季賽」、「夏季賽」及「總決賽」三階
段進行。本次競賽共計有 8 支球隊參賽。

↑師大女壘隊勇奪年度「總冠軍」，重登全國女子壘球龍
頭地位。

師大女足稱后 金靴得主罰進 12 碼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大專女足金靴獎得主王奕涵 2018 年 4 月 3
日在冠軍賽操刀 12 碼罰球，踢進關鍵一球助師大
以 1 比 0 擊敗臺體大，隊史第 6 次封后，首次踢
大專聯賽的她表示，非常開心傷癒復出就能幫球
隊奪冠。2017 年大專足球運動聯賽在臺北田徑場
進行，首戰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體育
運動大學爭奪公開女生組第一級冠軍，過去僅屏
東大學在 2015 年拿過一次冠軍，剩下 13 次冠軍
由拿過 8 冠的臺體大、曾獲 5 冠的師大聯手包辦。
←大專女足金
靴獎得主王奕
涵 3 日在冠軍
賽 操 刀 12 碼
罰球，踢進關
鍵一球助師大
以 1 比 0 擊敗
臺體大，隊史
第 6 次封后。

↑ 2017 年大專排球聯賽冠軍戰。男子組師大對中原大學，
師大吳宗軒（左）網前扣殺，中原球員躍起防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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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李雅婷奪國際賽跨欄首金

師大選手獲亞洲盃射箭賽 2 金 1 銀

//體育系報導//

//運動競技系報導//

三月中腰部椎間盤突出，一度連慢跑都不太
能跑的師大體育系學生李雅婷，2018 年 5 月 5 日
在泰國田徑公開賽以 60 秒 24，勇奪女子四百公
尺跨欄金牌，為我國拿下本屆第一金。「希望亞
青 能 跑 進 60 秒 內， 彌 補 2016 年 沒 能 奪 牌 的 遺
憾。」李雅婷說。

為期 6 天的「2018 年亞洲盃射箭賽第 2 站」
賽事，2018 年 4 月 11 日下午在馬尼拉落幕，師
大運動競技系學生魏均珩和另兩位選手湯智鈞、
饒廷宇拿下男子組團體金牌，運動競技系校友雷
千瑩和另兩位選手譚雅婷、羅筱媛拿下女子組團
體金牌。雷千瑩與魏均珩獲得混雙銀牌。

↑師大選手獲亞洲盃射箭賽 2 金 1 銀的佳績。

↑李雅婷 ( 後排中 ) 在泰國田徑公開賽女子四百公尺跨欄，
為我國奪得本屆第一金。

//流行音樂產學應用碩士在職專班報導//

林穎欣 2018 年 5 月曾在亞運選拔賽中，射
出 635.6 分打破世界紀錄，不過當時這項選拔賽
非國際射擊總會（ISSF）所認可的比賽，因此紀
錄不被總會承認，但已證明她的實力屬全球頂尖
之林。

2018 年 6 月 23 日晚上角逐第 29 屆流行音
樂金曲獎，隔了 10 年，終於再度拿下最佳樂團
獎，主唱《吉董》吳永吉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流
行音樂產學應用碩士在職專班第二屆學生，他說，
「喜歡音樂、堅持到底，一直做就有得獎機會，
成軍 20 多年常年在外演出，最感謝家人及各界的
支持」。2007 年董事長以「真的假的！？」拿下
最佳臺語專輯，他們這次上臺致詞時說：引用歌
手蘇芮名曲《一樣的月光》歌詞，開心地說：「希
望 10 年之後，一樣的月光，一樣的照著濁水溪，
這是我們第 12 張專輯，希望還有第 13、14 張。」
主唱吉董表示，雖然距離上次得獎是 10 年前，但
看見茄子蛋得新人獎更讓他們開心不已，他始終
相信，喜歡音樂、堅持到底，就有得獎的機會。

↑ 林 穎 欣 最 終 以 總 分 250.3 分 擊 敗 中 國 女 將 吳 明 陽 的
249.8 分，拿下生涯首座世界盃金牌。

↑董事長樂團感謝金曲評審聽見他們對臺灣傳統文化傳承
與音樂的堅持。

世界盃空氣步槍
林穎欣射下臺灣首金
//運動競技系報導//

師大運動競技系學生林穎欣於 2018 年 5 月
24 日在德國慕尼黑舉辦的世界盃女子 10 公尺空
氣步槍決賽，擊敗中國女將吳明陽封后，為臺灣
首位在世界盃拿下 10 公尺空氣步槍金牌的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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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音碩班學生吳永吉
榮獲金曲獎最佳樂團

校園活動
04 ACTIVITIES

107 級畢典
校長期勉畢業生盡己力奉獻社會

的力量，去關心與奉獻這個社會，才是展現自
我價值的最高境界。
←最後畢業
生們將學位
帽拋向天空
中， 在 老 師
們、 家 長 祝
福 下， 畢 業
生回憶大學
生活點滴及
未來規劃。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江敘慈報導//
驪歌響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於 2018 年 6
月 23 日舉行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博碩士及大
學部畢業生近 4000 人，校長吳正己也將致詞勉
勵畢業生，在力爭上游以及爭取自我實現的過
程中，要多去瞭解及關心身邊的人，以及身處
的社會，除了完善自己，更要期許自己盡最大

EMBA 畢業典禮
徐重仁勉勵畢業生作產業界先鋒

僑先部結業典禮
師長期勉勇於追夢

//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高階經理
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105 級畢業典禮，
2018 年 6 月 24 日於禮堂隆重舉行。本次典
禮主軸為「綻放」，標誌著 105 級畢業生完
成了精彩的碩士班生活，在歷經為學業、事
業、家庭、與學校榮譽奮力拼搏的過程後，
終於像校樹阿勃勒一樣，在初夏綻放出滿滿
的、耀眼迷人的、黃金色的花海。

師 大 僑 生 先 修 部 106 學 年 度 結 業 典 禮
2018 年 6 月 14 日隆重舉行。吳正己校長期
勉來自 14 個國家的 574 名結業生，進入大學
後發展自我，實踐美好未來。

←徐重仁國
策顧問發表
專題演講。
↑典禮溫馨隆重，結業生合唱畢業歌，讓大家重溫在
校生活的點點滴滴，留下無限懷念。

學有所成展翅高飛
公費生暨卓獎生畢業
畢業季洗禮
文學院畢業生跨山越海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報導//

//文學院報導//
文學院「人文季」舉辦多年，2018 年以
一日來回的方式進行，上午帶學生到福隆划獨
木舟來體會冒險犯難的精神，下午登草嶺古道
挑戰自我極限，最後於大里天公廟辦桌和舉辦
晚會。
← 2018 國立
臺灣師範大
學文學院應
屆畢業生在 5
月 18 日「 跨
山越海」親近
大自然，在校
外留下難忘
回憶。

107 級公費暨卓獎生畢業頒獎典禮由師
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及師資生學會聯合主辦，
於 2018 年 6 月 23 日展開一場難忘的撥穗儀
式，象徵畢業生已學有所成，展翅高飛，所
有的畢業生逐一上臺接受劉美慧處長親自撥
穗，場面隆重溫馨。

↑ 107 級公費生與卓獎生們畢業後，即將在教育領域
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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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大教師學院校長特別助理嚴正
為師大分析美國高等教育的力量

教師無國界
師資生赴 UBC 交換實習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報導//

2018 年師大校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
師學院校長特別助理嚴正教授於年 6 月 4 日
為師大一級行政、學術主管進行一場「美國
高等教育的力量」講座，提出許多可以幫助
師大發展校友關係與推動募款的精闢建議。
嚴正表示，關鍵在於「找出校友與母校間最
深刻的連結」，「如果我們能掌握校友最重
視母校哪一領域，就會讓校友深切感到『被
關懷』，你的校友服務，也就成功一大半了。」

創建於 1908 年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位
於加拿大溫哥華市，是加拿大卑詩省歷史最悠
久的大學，以學校規模而言，它目前是加拿大
排名第三大的學校，更是加拿大西岸在國際學
術舞臺研究及學術的中心。UBC 為師大姐妹
學校之一，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自 2017 年
起推動兩校交換師資生實習，2017 年已有 8
位師資生赴 UBC 完成二週之教育實習，UBC
亦有 3 位師資生來臺完成三週之教育實習，雙
方合作愉快、互動深入，學生實習效益卓著。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校長特別助理嚴正教授
於師大進行「美國高等教育的力量」專題講座。

↑師大英文學系戴寬同學在小學分享臺灣。

開啟新視界
師資生赴日本千葉大學交換實習

減塑促進中心揭牌開幕
大學社區企業攜手並進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報導//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 2017 年與日本千葉
大學完成簽訂交換師資生實習，2017 年薦送
8 位學生赴千葉大學進行為期二週之教育見
習，學生實習成果斐然。2018 年雙方繼續推
動師資生交換實習，日本千葉大學業於 2018
年 3 月薦送 5 位師資生赴師大進行為期二週
之教育見習活動。

為響應教育部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 (USR)」，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
大學、臺北市古莊社區發展協會、財團法人慈
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等大學、社區與企業代
表齊聚一堂，以「減」少「塑」膠為宗旨的臺
師大減塑促進中心，2018 年 5 月 12 日在師大
後巷古莊里揭牌開幕，開辦「減塑市集」、結
合師大商圈環保店家的「樂杯地圖」以及集點
抽獎活動，吸引許多社區居民、學生、環保相
關商家與單位以及關注環保的朋友共襄盛舉。
←邀請減塑、
環保相關企
業與單位設
置 攤 位， 一
起推廣減塑
理念與無塑
生活。

↑四位師資生來自不同的專長領域，藉由見習經驗分
享，讓整個團隊學習更多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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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與工程學院 20 週年院慶
校友師長貴賓齊聚祝福

//校園記者東亞108林書妤/應華107邱文儀/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文108陳晏榕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與工程學院 2018
年 6 月 9 日歡度 20 週年院慶，歷任院長、老師、
校友等近百位貴賓，齊聚一堂回娘家，一起觀
看回顧影片，從草創時篳路藍縷，從 3 個系擴
充成 8 個系所，回憶歷史軌跡，氣氛溫馨融洽。

師大運動與休閒學院 107 級體育表演會
「為動而生」2018 年 5 月 24 日在體育館揭
開序幕，連續三天晚上表演到 5 月 26 日，透
過創意構思及默契搭配，展現十一項運動項
目的力與美，為滿場觀眾帶來視覺享受。

歷任院長包括第一任李基常院長、第二任
李隆盛院長、第三、四任馮丹白院長、第五任
洪欽銘院長、第六任游光昭院長、現任第七任
程金保院長，以及退休師長包括蔡永和、謝文
隆、佛光大學講座教授饒達欽、中華科技大學
田振榮前校長、健行科技大學李大偉校長、中
國科技大學侯世光教授、弘光科技大學管理學
院蔡錫濤院長等，都期勉學院繼續茁壯，教學
與研究更精進。
科技與工程學院成立時，原有工業教育學
系、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圖文傳播系，陸續增
設機電工程系、電機工程系、光電科技研究所、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
學位學程，一步步成長茁壯，不僅培養無數優
良技職教育師資，更培育出許多科技與工程領
域傑出人才。
吳正己校長身為工業教育系學士及碩士班
校友，細數過去歷史，民國 42 年創立的工業
教育系，在他讀學士班時有四個班，後來工技
組成立工藝系，工藝系又和美術系、音樂系組
成藝術學院，從工教系一路發展成為一個學
院，這段歷程真得很不容易，感謝各位師長和
學長姐的努力，才有今天規模。教育部林騰蛟
次長以工教系碩士班和第一屆博士班系友的身
份，祝福學院 20 週年生日快樂。

107 級體表會 為動而生悸動啟程

↑跳繩項目充滿創新，肢體、節奏和繩三者結合精彩
律動，藉由長短繩及繩子數量變化，成就畫面豐富度。

師駝晚會迎校慶 見證社團人心血
//校園記者公領108曹婷涵/國文108陳晏榕報導//
號 稱「 社 團 人 的 金 鐘 」， 師 駝 晚 會 於
2018 年 6 月 7 日晚上在禮堂磅礡登場。現場
表演者賣力演出，動感的舞蹈表演和詼諧逗趣
的串場劇將氣氛炒到最高點，全場笑聲不斷毫
無冷場，讓社團人們在歡笑和淚水交織中度過
一個難忘夜晚。
←精采絕
倫的演出
呈現，讓
臺下社團
人驚呼連
連。

文學院人文季開幕 以戲劇相會結緣
//校園記者國文108陳晏榕報導//
2018 文學院人文季「劇薈聚會」以戲劇
作為主軸，2018 年 4 月 17 日在影子傳奇劇
團幽默創新的皮影戲歡慶下，開啟為期近 2
個月的精彩活動。

↑科技與工程學院歷任院長、老師、校友等近百位貴
賓，齊聚一堂回娘家。

↑師大文學院 2018 人文季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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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印永翔開場時致辭表示，許董事長為
師大 62 級校友，國文系畢業的他本來會成為一位
國文老師，但他有更遠大的理想，所以選擇了艱
難許多的創業之路，卻也因此成為臺灣首屈一止
的企業家，印永翔說，每每在跟許勝雄相處時，
總是認為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非常樂於對後
進分享自身經驗；許於 2005 年獲頒師大傑出校友，
如今也擔任校友總會理事長，一直以來，對母校
也是慷慨回饋、提供許多支持，讓他相當佩服。

↑金仁寶集團許勝雄說，人才是企業最重要的要素。「企
業的『企』字若拿掉上面的『人』，那麼就只能靜止了」。

回母校談領導者思維
許勝雄：勇於創新、勇敢任用年輕世代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應師大管理學院 EMBA 之邀，金仁寶集團董
事長、中華民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國校友總會
理事長許勝雄於 2018 年 4 月 28 日回到母校演講，
以「CEO 的遠眺」為題，分享他 30 多年來的創
業心得、以及身為一流領導者該具備的思維與素
養。

↑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左二）到師大演講，與師大企業
校友聯誼會理事王育文（左一）、理事李慧君（左三）合
影留念。

主題談「CEO 的遠眺」，許勝雄在演講一開
始就切入要點，強調身為領導者，一定要站在比
所有員工都要高的定位，才能帶領企業應對瞬息
萬變的未來。他分享金仁寶集團在 2005 年時營業
額是美金 110 億、到了 2018 年時，營業額已經成
長到美金 337 億，設廠遍及臺灣、中國、菲律賓、
新加坡、印度，甚至遠至美國與波蘭等共 11 國，
全球員工超過 13 萬人。他強調最重要的還是密切
掌握全球脈動與需求，因此，原本是做電子計算
機等 3C 產品起家的金仁寶，現在也開始將觸角伸
進生技、綠能開發領域。「如何應對全球潮流與
臺灣特有的政治處境，是現今所有臺灣企業的課
題。」許勝雄說。
業界中異業結盟、大學如何跟社會結合、創新的
時代，教育如何跟資訊科技結合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擔任貴賓致詞的企聯會理事李慧君說：「非
常榮幸能邀請唐鳳委員來本校演講，在今天 AI 人
工智慧突飛猛進的年代，當我們還在適應的時候，
非常感謝我的國家誕生第一位數位科技委員唐鳳，
帶領我們運用科技的連結，以開放透明的模式，
促進國家社會與人民的溝通，整合不同的意見，
建立創新的機制，並且非常佩服唐委員勇於表達
自己的情感，說真話做對的事，活出自己獨特的
風格和精彩的人生。」

企業名家論壇 唐鳳談社會創新發展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報導//

師大企業校友聯誼會主辦的「2018 企業名家
系列論壇」，首次邀請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於 4
月 19 日下午來到師大，主講「臺灣社會創新發展
趨勢」，並由副校長宋曜廷擔任主席，企業校友
聯誼會理事李慧君董事長及理事王育文董事長，
擔任本次論壇之主持人，與唐鳳政務委員共同進
行本次論壇。
開場時，宋副校長曜廷致詞：「本校是教育
為主體的大學，現在這個求創新的時代，不管是產

13

接著唐鳳以數位科技的模式，和現場在座的
貴賓進行線上問答，唐鳳敏捷的有效率的思維和
廣博的知識，並且同時以網路佐證數據，讓現場
的來賓專注地聆聽，非常佩服他的專業與效率。
唐鳳說，自己每週三固定進駐位於原址空總的社
企創新實驗中心，社會企業可以是公司、基金會、
協會，甚至型態是合作社的模式，另舉例主婦聯
盟、環保合作社的概念，讓企業連結創意、創新，
以公開透明的資訊，改善社會問題，創造更高的
價值，最後由企聯會李慧君與王育文兩位理事共
同代表本校致贈最高榮譽之誠正勤樸校旗，圓滿
完成，為本次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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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於中華會舘行政大樓前與印永翔副校長一行合影。

泰國校友會 歡度 72 週年校慶
//泰國校友會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印副校長永翔博士、胡哲
瑋秘書，於 2018 年 5 月 27 日下午蒞泰訪問在泰
校友，當晚師大泰國校友會在長榮桂冠酒店設宴
款待嘉賓。出席晚宴者除了該校友會名譽理事長
丘家傑、鄭金玉、譚國安，理事長黃安美、副理
事長吳百雲出席歡迎外、同時邀請泰國教育部民
校處顧問黃淑環，泰國留臺同學總會永遠名譽理
事長洪鈞濤，臺大校友韓銅準董事長等貴賓與席，
賓主歡欣。

↑生科系友會長黃基礎教授致贈畢業 50 年的系友們師大
紀念禮品。

生科系友回娘家 歡度 72 週年校慶
//生命科學系報導//

師大生命科學系為歡慶第 72 屆校慶暨生命
科學專業學院在 2018 年 8 月 1 日掛牌運作，於
2018 年 6 月 2 日上午在公館校區理學院大樓 2 樓
盛大舉辦生科系友回娘家活動，此次生科系友回
娘家約有 100 位系友返回母系，歡慶校慶並且祝
賀母校 72 歲生日快樂，活動結束前，黃基礎會長
也在大會上致贈印有師大的紀念禮品給予畢業 50
年的八位出席系友，這些畢業 50 年的系友當中還
包括了尚在長庚大學任教的陳君侃講座教授。

↑教育系 60 級同學們認識已久，聚會地點不是重點，每
年能夠聊聊天才是他們最珍惜的時光。

教育系 60 級校友年年相揪同學會
//校園記者華語107邱文儀報導//

師大教育系 60 級、畢業超過一甲子的校友，
雖然畢業後分散各地，但他們有個堅持，每年回
臺和同學見上一面。這群畢業於民國 60 年的教育
系學長姐們在畢業後持續聯絡，1974 年開始舉辦
同學會，一開始是甲乙班分開合辦，但近十年則
合併舉行。現在他們年紀約 69 歲，畢業超過一甲
子，到了同學會時，四、五十人就會坐著遊覽車，
玩遍臺灣、重遊舊地。

↑許多師大心輔系校友皆返校參與系慶，盛況空前。

心輔系 50 週年系慶 兩百校友齊聚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50
週年系慶晚會，於 6 月 2 日舉辦，邀請近 200 位
系友同歡、敘舊。活動當天的星光主持人有田秀
蘭主任及陳學志院長，以及人氣串場主持群：張
雨霖及張瓅勻二位助理教授、88 級系友湯一嵐。
餐敘期間並頒發心輔系各類獎學金給學弟妹，實
為一種世代傳承溫暖而無形的力量，值得一提的
是自 2015 年由心輔系學生志工成立的「尋星攜
手輔育社」，持續陪伴育幼院生身心成長和提升
在校生對社會的關心，也持續向系友募集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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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灣 設 計 師 吳 箏 以 作 品「Eggs」 在 日 前 頒 獎 的 英 國
WIA 世界插畫獎中一舉奪下編輯類新人首獎，為臺爭光。

↑美國 Spirit Tea 創辦人 Jordan Scherer 專程來臺灣探
訪茶園，左為得獎人楊政樺。

設計系校友吳箏 奪世界插畫首獎

楊政樺校友製茶揚名國際
獲評頂級美味 2 星獎章

//設計系報導//

臺灣設計師在英國 WIA 世界插畫獎展露頭
角，師大設計系校友、臺灣設計師吳箏的作品，
從 75 個國家的 3300 多份作品脫穎而出，榮獲編
輯類新銳首獎，2018 年 6 月 9 日受獎，作品已在
倫敦薩默賽特宮展出，也藉此機會讓全球看見臺
灣的設計。此國際賽事 1973 年開辦至今，已是
英國指標性獎項，每年皆在倫敦市區薩默塞特府
舉辦頒獎典禮與展開三週的藝術展覽。

↑校友張宇安於 2018 年 6 月到 8 月期間，將於知名的檀
格塢音樂節（Tanglewood）駐節，9 月起新的樂季開始
擔任波士頓交響樂團助理指揮。

音樂系校友張宇安
接波士頓交響樂團助理指揮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學士班 97 級、
碩士班校友張宇安，近日甄選上美國五大交響
樂團之一的波士頓交響樂團（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助理指揮，他在臉書上說：「期許自
己務必兢兢業業，不辜負臺灣指揮前輩們一直以
來在國際上打造起的堅實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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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96 級、運動管理
組碩士班校友楊政樺，為推廣南投縣特色茶產業，
毅然放棄教職與外商高薪，投入茶文化產業行銷
及產製茶，自創品牌「軒汀 SCENTEA」，近日
首度參加堪稱食品界米其林評選的國際風味暨品
質評鑑 iTQi，即獲著名米其林等專業評鑑「頂級
美味 2 星獎章」，讓臺灣好茶揚名國際。

↑校友黃玉英 ( 左 ) 和總統府祕書長陳菊 ( 右 ) 合影留念。

科技系黃玉英校友陶藝創作
獲邀在總統府展出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系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
系碩士班 1995 年畢業系友黃玉英，陶藝師承吳讓
農教授，其陶藝作品獲無數，2018 年作品「海的
呼吸」受邀在總統府展出，由總統府祕書長陳菊
致贈感謝狀。黃玉英的陶藝作品曾在法國羅浮宮、
美國當代陶博館、愛爾蘭聯合國會場榮獲展出，
作品獲多國博物館典藏，並榮獲教育部師鐸獎。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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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校友陳珮馨認為現在的經驗總有一天會派上用場，
就像點與點的連結一般。

無限大的譯世界
陳珮馨校友分享口譯豐厚經驗
//校園記者社教110廖郁菁報導//

↑僑生先修部傑出校友李三財先生。

僑先部校友李三財細數東南亞之美
用生命影響生命
//校園記者心輔109吳秋燕報導//

2018 年 6 月 6 日上午邀請校友陳珮馨演講，
曾擔任超過 1200 場口譯員的她，為大家揭開口譯
世界的神秘面紗，「任何一個體驗都不是白費。」
語氣輕快、一氣呵成，陳珮馨的舉止表現出她的
自信與豐厚內涵，從研讀翻譯的過程、進入外交
部口譯、擔任公視早安新聞主播、到成為世大運
司儀的種種經歷，都絲毫不吝嗇分享，也釐清相
關迷思，幫助學弟妹更了解口譯工作。

在科技的發展之下，究竟我們的視野是真的
能變得無遠弗屆，抑或是更加侷限於這方而小巧
的螢幕之中了呢？僑生先修部傑出校友李三財先
生，與大家分享如何用實質行動，為社會帶來不
一樣的改變。1997 年，李三財懷著一股想要出走
的心，隻身來到臺灣求學，2004 年成立維多利亞
企管公司，專門從事越南語等小語種的教育培訓，
並於 2005 年成立臺灣民間第一間韓語教育中心
「維多莉亞韓語」，同時在 2008 年創立易學網。

↑黃軒醫師期許自己也勉勵大家，要做「真情的專業」，
永遠都要抱持一顆有情感的心去付出自己的專業。

↑師大美術系設計組校友江孟芝期許別人更好，自己也能
在付出中學習、收穫。

生命關頭生死未卜
黃軒醫師以專心作專業

校友江孟芝回母校
堅持終將成就夢想

//校園記者心輔109吳秋燕報導//

//校園記者公領108王鈴雅報導//

通識教育中心於 2018 年 5 月 16 日邀請臺中
慈濟醫院預防醫學中心副主任黃軒醫師，來到師
大與大家分享，多年來出入生死之間的經驗。「或
生或死，沒人能未卜先知；但多數時候，在生命
面前，我都是跪著在搶救的那一個。」黃軒曾就
讀於師大僑生先修部，期間曾經歷母親生病，讓
他萌生學醫念頭。學醫、從醫過程中，也對生死
有了更多感觸。

旅美校友、設計師江孟芝於 2018 年 4 月 9
日受邀回到母校師大，和同學們分享實現夢想的
心路歷程，強調「堅持」是實現理想的不二法門，
從師大美術系設計組，來到美國追夢已六年。她
現在除了有工作室，是美國夢界實驗設計工作室
創意總監，也是麥肯廣告全球總部的資深設計師，
還到母校紐約視覺藝術學院（School of Visual
Arts）當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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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2018 年 04 月 01 日至 06 月 30 日
校務 / 建設基金
捐款日期
2018-04-01

身分
學生

捐款人
師大人

金額
3,000

備註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03

學生

師大人

1,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09

學生

謝靜宜

1,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13

學生

張文嫙

5,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13

社會人士

張家獻

3,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15

學生

黃秀瑾

5,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16
2018-04-16
2018-04-16
2018-04-18
2018-04-18
2018-04-18
2018-04-18
2018-04-18
2018-04-18
2018-04-18
2018-04-19
2018-04-19
2018-04-19
2018-04-19

社會人士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社會人士
學生
社會人士
學生
企業機構
學生
學生

陳聖鈞
簡志澄
師大人
詹馥妤
許碧蘭
王冬富
吳永祥
師大人
楊偉智
李嘉芸
葉璨綿
伊妮化粧品有限公司
張永杰
王冬富

1,500
1,500
1,500
10,000
4,500
1,500
1,500
1,600
3,000
3,000
3,000
1,500
3,000
1,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19

校友

林怡慧

4,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19
2018-04-19
2018-04-20
2018-04-20
2018-04-20
2018-04-23
2018-04-23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學生

10,500
1,500
1,500
4,500
4,500
1,500
1,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24

企業機構

4,5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4-24
2018-04-24
2018-05-02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8
2018-05-10
2018-05-11
2018-05-16
2018-05-24
2018-06-05
2018-06-08
2018-06-08
2018-06-08
2018-06-08
2018-06-19
2018-06-19

校友
社會人士
校友
校友
學生
校友
校友
校友
教職員
校友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家長
家長
社會人士
校友

伊妮化粧品有限公司
費納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楊紅珍
詹馥妤
師大人
戴爾芙
張亭婕 / 師大創發所
財團法人政慧發展社會福利
慈善事業基金會
黃金利陳素蘭（夫妻）
楊明貴
優合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師大人
師大人
黃冠鈞
錢亞玲
師大人
師大人
游慧琳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師大人
師大人
師大人
師大人
王秋華
林煌堯

30,000
10,000
1,500
1,500
1,500
10,000
15,000
1,500
1,500
1,500
200,000
85,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實驗教學大樓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其它捐款
捐款日期
2018-04-10
2018-04-10
2018-04-10
2018-04-10
2018-04-10
2018-04-11
2018-04-12
2018-04-12
2018-04-12
2018-04-18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2018-04-23

身分
校友
教職員
校友
校友
社會人士
學生
校友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學生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捐款人
張一知
蔡享珠
師大 EMBA 師大大師家族
易文如
葉文宏
師大人
師大南加州校友會基金會
哈佛眼科診所
張德聰
GF-EMBA 第 2 屆班費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臺灣山葉音樂股份有限公司
林牧民
吳佳霖
賴佑華
洪萃嶷
師大人
鍾佳宏

金額
20,000
50,000
15,000
15,000
500,000
20,000
28,890
3,000
1,000
17,000
6,000
4,000
4,000
4,000
5,000
5,000
6,000
6,000
10,000
3,000
1,000
8,000
3,000
2,000
10,000

捐款用途
化學系獎學金
化學系
管理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
管理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
亞洲流行音樂研究暨產學發展辦公室
獎助學金
晨光計畫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2018 健康週活動
心輔系學術交流經費
管理學院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本校基層文化服務社
本校基層文化服務社
本校資訊教育服務社
本校資訊教育服務社
本校同心服務隊
本校同心服務隊
本校山地服務隊
本校山地服務隊
管樂隊寒假巡迴演出
管樂隊寒假巡迴演出
管樂隊寒假巡迴演出
管樂隊寒假巡迴演出
管樂隊寒假巡迴演出
管樂隊寒假巡迴演出
管樂隊寒假巡迴演出

捐款日期

身分

捐款人

金額

捐款用途

2018-04-25
2018-04-27
2018-04-27
2018-04-30
2018-04-30
2018-05-03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2018-05-04

校友
學生
企業機構
校友
校友
校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謝佳男
白泰澤
財團法人李江却台語文教基金會
周芳妃
林峻緯
楊啟榮
財團法人建國工程文化藝術基金會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
黎明文化事業基金會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1,000
1,800
6,000
5,000
5,000
5,000
20,000
5,000
4,000
4,000
4,000
4,000
5,000
4,000
4,000
100,000
5,000
5,000
4,000
4,000
4,000
4,000

2018-05-07

企業機構

師大人

40,000

2018-05-07
2018-05-09
2018-05-09
2018-05-09
2018-05-10
2018-05-11
2018-05-11
2018-05-14
2018-05-16
2018-05-16
2018-05-17
2018-05-17
2018-05-17
2018-05-21
2018-05-21
2018-05-21
2018-05-21
2018-05-21
2018-05-21
2018-05-21
2018-05-21
2018-05-21
2018-05-23
2018-05-25
2018-05-25
2018-05-25
2018-05-25
2018-05-28
2018-05-28
2018-05-28
2018-05-28
2018-05-29
2018-05-30
2018-05-30
2018-05-31
2018-05-31
2018-06-05
2018-06-08
2018-06-08
2018-06-08
2018-06-11
2018-06-13
2018-06-14
2018-06-14
2018-06-19
2018-06-21
2018-06-26
2018-06-27
2018-06-28
2018-06-28
2018-06-28
2018-06-28
2018-06-28
2018-06-28
2018-06-28
2018-06-28
2018-06-28
2018-06-28
2018-06-29
2018-06-30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家長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校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校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校友
校友
校友
校友
教職員
教職員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社會人士
學生
校友
教職員
企業機構
校友
社會人士
校友
企業機構
校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企業機構
校友
校友

財團法人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
三本工程有限公司
利音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利音貿易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陳麗妃
蔣文君
師大人
范文偉
師大人
台灣生涯發展與諮商學會
李怡儒
財團法人行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
楊仲鏞
凱馨公司
財團法人漢儒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華儒青年關懷基金會
品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宛真
鄧敦平
張俊興
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
博凱音樂用品公司台北博凱分公司
GF-EMBA 第二屆
華緣基金會
華緣基金會
陳炳宏
陳炳宏
愛妮雅化妝品
佑昇音響股份有限公司
拉瑞亞有限公司
品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謝佳男
許勝雄
林富饒
周芳妃
楊啟榮
師大人
財團法人永大文教公益基金會
財團法人臺北市華視文化教育基金會
楊倩雯
陳秋丰
方進隆
師大人
時間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師大人
張碧蘭
曲清蕃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戴宗輝
臺北藝文推廣處
臺北藝文推廣處
哈佛眼科診所
佑昇音響有限公司
拉瑞亞有限公司
品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愛妮雅化妝品
鄧敦平
板橋慈惠宮
謝佳男
周芳妃

20,000
90,000
40,000
30,000
10,000
90,000
200,000
4,800
10,000
12,000
200,000
40,000
20,000
5,000
4,000
4,000
500
5,000
2,000
10,000
5,000
10,000
17,000
10,000
10,000
20,000
10,000
20,000
2,000
11,440
4,200
1,000
6,000
15,000
5,000
6,000
5,000
20,000
5,000
50,000
6,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0,000
90,000
20,000
50,000
42,000
42,000
3,000
2,000
11,440
4,200
20,000
2,000
50,000
1,000
5,000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耶穌愛你、聖母愛你獎助學金
紅樓現代文學獎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生命科學系學會
機電系『學生急難救助金』
崑曲研究社
電機工程學系學會
電機工程學系學會
電機工程學系學會
體育學會第 5 屆體育偏鄉服務隊
體育學會第 5 屆體育偏鄉服務隊
雲林同鄉會
雲林同鄉會
雲林同鄉會
臺南同鄉會
臺南同鄉會
臺南同鄉會
臺南同鄉會
臺南同鄉會
嘉義同鄉會
嘉義同鄉會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明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師大美術系西畫組畢展：純粹 purity
衛教系曾雲貴先生紀念獎學金
特殊教育學系「利音貿易開發公司特殊教育獎學金」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利音衛生教育獎學金」
師大 107 級美術系國畫組校外展示 -t 吃太陽的獸
指定購買 AED（體外心臟除顫器）
WGP 金融戰略王大獎賽
管理學院優秀獎學金
2018 年設計學系 107 級學士班畢業展專款
心輔系學術交流
PowerTech/i-STEAM 青少年科技創作競賽活動
2018 師大藝術節系列活動
心輔系系友活動經費
臺北基隆同鄉校友會
臺北基隆同鄉校友會
臺北基隆同鄉校友會
本校桃友會辦理桃友之夜
工教系第 17 屆寒期能源科學營
工教系第 17 屆寒期能源科學營
工教系第 17 屆寒期能源科學營
工教系學會
管樂隊「第 43 屆寒假巡迴」演出
管理學院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蘭陽同鄉校友會
臺南同鄉校友會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 7 屆媒體素養營隊」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 6 屆媒體素養營隊」
106 學年度成果發表 - 人發之夜
106 學年度成果發表 - 人發之夜
106 學年度成果發表 - 人發之夜
106 學年度成果發表 - 人發之夜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管理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
管理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機電系系友座談會活動
設計學系 107 級學士班畢業展專款
辦理第 12 屆校際北區原住民大專球藝運動會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 7 屆媒體素養營」活動經費
大眾傳播研究所學會「第 7 屆媒體素養營」活動經費
師大圖書館
學務處還願助學金
師大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所學會
WGP 金融策略王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校園團契服務社
化學系「曲延樹先生」獎學金
勇士系際盃
全球創新創業研究中心 - 學生獎助學金用
崑曲研究社公演
歌仔戲社公演
衛教系系學會 2018 健康週活動
人發系學會人發之夜
人發系學會人發之夜
人發系學會人發之夜
人發系學會人發之夜
工教系社教聯合之夜
工教系系學會第 17 屆寒期能源創意育樂營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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