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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榮耀
01 NTNU HONOR

臺灣最佳大學排行 榮登文法商類榜首

亞運選手創佳績 金牌數全國大學之冠

遠見雜誌於 2018 年 7 月 2 日公布「臺灣最

佳大學排行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成功轉型後，

研究能量大開，中文論文數、專任教師平均論文

數、每位老師的平均產學收入都是第一，位居文

法商類大學榜首。另外，師大近日也在英國泰晤

士報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發表的「2018 亞太地區大學排名」中，也從

2017 年 99 名進步至今年 91 名。

遠見雜誌連續兩年發表「臺灣最佳大學排行

榜」，2018 年由「遠見研究調查」與國際知名文

獻出版社愛思唯爾（ELSEVIER）合作，透過五

大面向、34 項指標體檢高等教育，加權計算分數

排名，共 101 所大學列入評比，更進一步考量學

校特色差異，將大學分成綜合類、醫科類、文法

商類，首創分榜排行，使調查結果更具參考價值，

師大副校長宋曜廷代表從遠見雜誌高希均創辦人

手中，獲頒文法商類典範學校獎狀。

宋曜廷表示，文法商類代表人文及社會科學

的表現，師大近年來成功轉型，背後最重要的策

雅加達亞運剛落幕，中華代表團拿下史上次

佳的 17 金、19 銀、31 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

動競技系及體育系學生表現亮眼，為我國贏得了

4 面金牌、3 面銀牌、3 面銅牌，不但是創校以

來亞運選手最佳成績，金牌數也位居全國大學之

冠，師大於 2019 年 9 月 4 日為所有選手舉行慶

功宴，校長吳正己、副校長印永翔頒發獎金給亞

運獲獎選手，鼓勵選手邁向東京奧運。

吳正己校長對選手奪牌非常興奮，「恭賀你

們為國爭光」，也勉勵其他選手「你們給隊友的

鼓勵支持，甚至在未來培養我國許多選手，讓國

人從事體育健身的活動，很有意義。」他特別感

謝教練、老師團隊，不論訓練或生活方面，都盡

心盡力照顧選手，還有行政團隊背後的支持，以

及林鴻道主席等企業家對於體育的支持，「沒有

企業界的協助，體育難以發展。」

競技系學生林穎欣在 10 公尺空氣步槍混雙

項目破大會紀錄，替我國代表團進帳本屆首面金

//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胡世澤報導 //

// 校園記者華語 107 邱文儀、

公事中心黃兆璽、胡世澤報導 //

↑師大副校長宋曜廷（左）從遠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

（右）手中，領取文法商類典範學校獎狀。

↑吳正己校長 ( 前排右四 )、校友總會王金平名譽理事長

( 前排左四 ) 及所有師長，祝福選手朝東京奧運邁進。

略就是努力實踐了「跨領域整合」，例如前兩年

設立的 GF-EMBA，就是全球時尚和 EMBA 的整

合，還有整合語言領域與新科技，為華語文教育

帶來全球行銷，達到求新求變，希望未來不僅在

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持續擴展臺灣的全球能見

度，也期盼在理工和科技領域，能盡快迎頭趕上。

另外，師大已接連在多項國際化權威排名，

展現亮眼成績，除榮登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學排

名教育領域第22名、QS全球大學排名308名外，

這次又躋身泰晤士亞太地區大學排名 91 名，顯

見辦學質量上廣受國際肯定。

牌。競技系學生唐嘉鴻勇奪體操地板銀牌、單槓

金牌，締造我國亞運體操史上最好成績。競技系

學生魏均珩射下臺灣亞運史上首面反曲弓男團金

牌。體育系學生文姿云在空手道女子 55 級蟬聯

亞運金牌。

此外，很多選手都提到，非常能感受到學校

溫暖，「賽前校長率領師長一起坐高鐵到左訓看

我們，可以感受到除了國家之外，還有學校給我

們當後盾。」校方也向亞運場上表現優異的運動

選手宣布好消息，這些奪牌選手未來 6 個學期學

雜費全免，優先入住金牌書院及住宿費全免，減

免金額逾新臺幣 30 萬元，這屆亞運榮獲金、銀、

銅牌的選手，還可分別獲頒 8、5、3 萬元獎勵金。



2

學術成就
02 ACHIEVEMENTS

//電機系報導////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三維重建」是對攝影機所擷取之圖像，

推導計算出真實場景或物體的三維立體空間

資訊，並進行模型重建之電腦視覺技術，在科

技部經費補助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葉家宏教授團隊建立出一套具成本效益之

「快速三維重建系統」，不僅能快速對靜態景

物進行高品質的重建，也能對外形隨時間改變

的動態物體進行重建。

為對準企業所需跨領域人才，師大於

2019 年 9 月開設「教育學院學士班」，以不

分系方式招收 22 名學生，讓學生多元學習、

延後分流，培養學生雙重專長，拓展出路；另

外，繼兩年前成立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

專班，2017 年更掛牌成立網路大學籌備處，

整合校內數位學習資源，將增設「圖書資訊學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全採線上學習。

↑電機工程學系葉家宏教授 ( 左一 ) 與研究團隊合影。↑師大將成立教育學院學士班，大一到大二採不分系。

↑師大副校長宋曜廷分享目前師大正致力開發「產創

實驗室」，並制訂相關辦法，提供創業諮詢。

↑光電所教授謝振傑 ( 右一 ) 率領研究團隊研發 2 件

技術入選「創新發明館」。

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師大 2件計畫入選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開跑 
師大入選 6件 

教育部為鼓勵師生團隊衍生新創研發服務

公司 Research Service Company，2018 年推

動「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而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共有 2 件入選，分別為健康促進與衛

生教育學系郭鐘隆教授的「VR 另類治療系列

之創新研發、新創事業與老人機構產學合作計

畫」與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洪翊軒教

授的「電動載具與綠能場域之最佳系統設計與

智慧型能源管理模組開發計畫」。

臺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於 2018 年 9 月 27 日

起一連 3 天在臺北世貿一館盛大展開，除了提

供智慧財產與技術交易交流平臺外，同時也向

國際展現臺灣創新技術實力，和臺灣產官學研

發創新成果。師大共有光電科技研究所教授謝

振傑研發兩件技術入選「創新發明館」，圖文

傳播學系副教授徐照夫、工業教育系教授郭金

國、助理教授陳蓉萱合作研發 4 件作品入選

「學校發明區」。

電機系發表 3D 影像重建系統 
技術領先全球

跨域學習正夯 
明年開設教育學院學士班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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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報導// //校園記者衛教108黃子軒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管理學院周德瑋院長及 EMBA 王仕

茹執行長帶領大家前往「一帶一路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蘭 州 敦 煌 地 區 」， 於

2018 年 9 月 12 日至 19 日進行為期 8 天、學

術與實務並行的海外管理實務研習課程。

師大吳正己校長於 2018 年 7 月 13 日率

團，遠赴法國姊妹校巴黎第七大學續約，累計

7 年至今，雙方交換生多達 76 人次，師大將

加強鼓勵學生赴該校交換，亦可從短期夏日學

校開始，提早熟悉法語學習環境。

2018 年 9 月 26 日上午在師大禮堂前，數

百名師生冒雨排隊進場，原來是師大與唐獎基

金會合作，邀請第 3 屆唐獎漢學獎得主宇文所

安教授，於通識講座分享「闡釋：從小開始」。

對談以宇文所安的演說揭開序幕，由中央研究

院黃進興院士主持會談，臺灣大學鄭毓瑜講座

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胡曉真研究

員兼所長、師大國文系徐國能教授與談。

義大利拿坡里國立考古博物館於 2018 年

3 月與師大設計學系許和捷教授共同簽訂為期

3 年的科技藝術合作計畫，名稱為「Mann in 

colors 彩色博物館歷史現場再造計畫」，以館

藏古希臘羅馬雕塑為主題，利用多光譜及化學

調查等科學鑑定方式，找出古代雕塑的多彩，

更建立出第一個古代雕塑色彩數據資料庫。

↑師大 EMBA 參訪蘭州敦煌莫高窟合影留念。

← 師 大 吳

正 己 校 長

遠 赴 法 國

與 姊 妹 校

巴 黎 第

七 大 學

Christine 

Clerici 校

長簽約。

←宇文所安

教授親自演

示， 如 何 從

詩 句 中 的

「小細節」

著 手， 去 發

現、 體 會 唐

詩的創作背

景與意境。

EMBA 海外管理實務課程 
見證古今絲綢之路

師大與巴黎第七大學續約姊妹校

漢學大師宇文所安蒞臨師大演講 
分享思想精華

師大美術館與拿坡里考古博物館
共同合作解析古代雕像色彩

三校結合新加坡南大 
跨校設計學程展成果

「三校創意設計實務學程」是結合臺師大、

政大、臺科大三校共同開設，執行五年為國內首

創之跨校合作創新學分學程，進行實驗性「跨

校、跨學科、跨領域」的創新創意人才培育，本

屆以「居家生活」作為主軸發展議題，提出各項

多元跨界創新方案。此次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12 名學生與三校學程中的五組討論執行，合作

完成專題製作作品與展演。

//設計學系報導//

↑「三校創意設計實務學程」的師生共同展出成果，核

心理念在於啟發學生「自律、自主、自學」，透過「共寢、

共食、共作」，結合三校優勢培育跨領域文創產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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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報導//

科技部創辦的國際期刊科學與數學教育研

究，於 2017 年 5 月發行的第 15 卷增刊主題

為「STEM 教育的未來與展望」，由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名譽教授林福來與其他 4 名教授共同

撰寫論文「什麼樣的數學教育能讓學生與未來

社會接軌」，在 250 篇文章中脫穎而出，獲得

Springer Nature 出版社選為具有潛力改變世

界文章。

數學系林福來教授論文獲國際肯定 
具潛力改變世界

↑ Springer Nature 出版社「2017 Change the World, 

One Article at a Time」官網詳細資訊。

←王士元講座教

授為「中國語言

學報」創辦人和

主編，曾在加州

大學伯克萊分校

任教，有完整的

教授職業生涯，

也在香港城市大

學與師大任教。

↑美國國家人體運動學院院士洪聰敏 ( 左 )，與 2017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Tip S. Thorne( 右 ) 合影留念。

//公事中心胡世澤、校園記者國文108陳晏榕報導//

體育系洪聰敏研究講座 
榮獲美國國家人體運動學院院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講座

教授洪聰敏，獲選 2018 年美國國家人體運

動 學 院 院 士 (Fellow,National Academy of 

Kinesiology,US)，2018 年 9 月下旬赴芝加哥

接受頒發院士就任證書及勳章。美國國家人體

運動學院是全球體育運動學術界最高殿堂，

1926 年至今頒發 140 多位國際院士中，至今

僅 4 位非美國籍華人，暌違 37 年，師大體育

系洪聰敏研究講座教授是第二位獲此殊榮的臺

灣人。

人體運動學是美國高等教育界用來描述體

育、運動科學以及其他與人體動作有關學術領

域的通稱。美國國家人體運動學院自 1926 年

成立，開始遴選院士，以美籍學者為主，外國

籍學者為國際院士 (International fellow)，擁

有院士頭銜者，代表其在人體運動領域擁有極

為崇高學術地位，且為終身榮譽，自成立至今

獲選院士人數共 725 人。

目前 140 多位國際院士大多數來自歐洲，

少數來自亞洲，反映出人體運動學的國際學術

生態。至今僅有 4 位非美籍華人，臺灣有兩位

當選，除了洪聰敏研究講座教授外，已故的師

大體育系 41 級校友、前國立體育大學創校校

長、教育部體育司首任司長蔡敏忠曾於 1981

年獲選，另兩位為中國上海體育學院院長陳佩

杰、香港浸會大學退休教授傅浩堅。

華語系講座教授王士元 
獲芝加哥大學名譽博士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學系講座教授王

士元，於 2018 年 6 月 9 日榮獲美國芝加哥大

學頒發名譽人文學博士，表彰他身為語言演

化、新語言的先驅研究者，對語言學及人類社

會的重大貢獻，其學術成就影響遍及太平洋兩

端。王士元在語言的生成和演化基礎，以及電

腦語言學方面進行了跨領域研究，著重在語言

的生成和處理、腦機介面，機器翻譯以及語音

合成和識別。他是最早將語言學和聲學結合，

應用於機器識別語音問題的學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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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選手獲得世界大學舉重錦標賽 4 金 4 銅。

↑中華臺北女子拔河聯隊勇奪 6 金 1 銅的佳績。

←林碩俊表示，

能夠獲得國際

作曲大賽之三

項大獎，除了

感激家人支持

與自身的努力

外，亦要感謝

趙菁文教授、

師大及師大附

中的培育，未

來將繼續深造

研究，創造更

美好的音樂。

//音樂系報導//

//體育系報導//

音樂系林碩俊
榮獲國際德弗札克作曲大賽冠軍

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勇奪6金1銅

在捷克布拉格舉行的 2018 第九屆國際德弗

札克作曲大賽，臺灣音樂家再度在國際大放異

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應屆畢業生、22 歲

臺灣作曲家林碩俊不僅贏得青少年組冠軍，且在

8 個評審團特別獎項中，獲得最佳賦格大獎及最

佳自由創作大獎。林碩俊從 5 歲學習鋼琴、7 歲

開始作曲，14 歲獲選美國柏克萊交響樂團 2010 - 

2011 年度合作作曲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臺北市景美女中組成的

中華臺北女子拔河聯隊，於 2018 年 9 月下旬赴南

非開普敦參加「2018 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

總計拿下 6 金、1 銅佳績，同時完成女子 500 公

斤錦標賽 5 連霸、U23 女子 500 公斤、女子 540

公斤 2 連霸，揚名國際。拔河聯隊由師大前校長

張國恩丶學務長張少熙丶體育系主任林玫君等師

長帶隊，21 位參賽的選手教練中，除了 3 位景美

女中學生之外，其餘 18 位都是師大體育系學生或

系友，包含施昭伃、田嘉欣、林秀怡、王若存、

田嘉蓉、卓世萱、周渝芳、黃怡瑾等。

世界大學舉重賽傳捷報 
競技系奪4金4銅
//運動競技學系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運動競技系學生於 2018 年

9 月 20 日至 23 日赴波蘭，參加 2018 第六屆世

界大學舉重錦標賽 (2018 FISU World University 

Weightlifting Championship )，共有三位選手得

牌，分別是陳玟卉、陳恩慈、謝昀庭，挺舉及抓

舉單項拿下 3 金 2 銅，總和成績再奪 1 金 2 銅的

好成績。其中，競技系大一陳恩慈抓舉、挺舉、

總和都奪冠，表現最優異。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王瓊麗教授，榮

獲 2018 年中國文藝獎章美術創作獎。王瓊麗教

授長期從事美術創作，成績斐然，本著真誠自然、

努力不懈的原則執著從事創作研究，平日飽覽歐

陸名勝與名作，但面對畫作時，縈繞心頭的卻是

對於臺灣一股濃濃的鄉情，無論描繪自然景勝，

或取材人物，皆以臺灣風土民情作為她創作主軸。

美術系王瓊麗教授 
榮獲中國文藝獎章美術類油畫獎

↑王瓊麗油畫作品「傳說 - 達悟族記事」充分展現「變化在

心，造化在手」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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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輔系林正昌教授（右）與計畫助理合影留念。

↑總統蔡英文（左）頒發師鐸獎給予師大公領系教授謝

智謀（右），並合影留念。

//公領系報導//

公領系教授謝智謀 榮獲師鐸獎

榮獲 2018 年師鐸獎的師大公領系教授謝智

謀，出生窮困家庭，並經歷家暴、少年中輟、法

院保護管束等成長歷程，最後拿到博士，擔任教

授，深刻了解學習若是學生的困境。他說，因為

自己的體驗，20 年來推動「實踐行動教學模式」，

引導反思，也長年推動冒險治療，幫助性侵、家

暴、中輟、行為偏差與藥毒癮的青少年。教學場

域跨越全臺各地和海外等地，20 年來完成兩百多

個以實踐行動為本的跨領域教學課程方案。

心輔系林正昌教授團隊 
獲高瞻計畫成果競賽特優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林正昌教授帶領

「金融教育創客課程開發與評估」研究團隊，於

2018 年 7 月 22 日獲得科技部頒發第三期高瞻計

畫 2017 年成果競賽大專組特優獎。透過大手攜小

手，心輔系林正昌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與成淵

高中及龍門國中合作，進行「金融教育創客課程

開發與評估」，由成淵高中及龍門國中負責金融

教育的課程開發，林教授團隊則進行金融教育的

「課程評量模組建立與課程評鑑」。

↑師大資工系學生陳彥吉(左)榮獲Nonogram金牌佳績。

國際奧林匹亞電腦對局競賽 
資工系榮獲3金4銀2銅

//資訊工程學系報導//

師大資訊工程學系林順喜教授指導系上學

生，2018 年 7 月 7 日至 13 日參加「國際奧林匹

亞電腦對局競賽」，擊敗 8 個國家的 100 多組程

式好手，榮獲 3 金、4 銀、2 銅的佳績，為校爭

光。師大資工系林順喜教授指導的碩士及博士生

黃士傑，當年也就是參與 Computer Olympiad 榮

獲 19 路圍棋金牌而崛起，之後成為 AlphaGo 首

席設計師，2016 年 AlphaGo 打敗了圍棋棋王李

世石，轟動全世界。其中，Nonogram 的比賽共

有 7 支程式參賽，參賽者來自臺灣及大陸，競爭

非常激烈，此項目由師大學生陳彥吉榮獲冠軍。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李玉菁報導//

師大電機工程系 AI 與機器人團隊王偉彥教

授、許陳鑑教授和葉家宏教授，提供前瞻的人工

智慧設計概念與應用框架，再由視芯公司設計晶

片系統，於 2018 年 8 月 16 日共同發表全球最小

型、長寬不到 1 公分的人工智慧晶片「AI 小鼠米

皮」，長、寬僅 0.7 公分，未來將能讓 AI 功能融

入各項電器，且晶片價格還能壓低到只要 1 美元。

↑視芯公司 CEO 沈聯傑表示這款晶片能以協同處理器的

方式，放在已具備基礎影音處理功能產品的主控晶片旁。

電機系與晶片業者合作 
發表全球最小型AI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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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系校友謝貞德 
捐贈百萬元支持校務發展

//校園記者衛教108黃子軒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校友、現年 70

歲的知名家具商來思達集團創辦人謝貞德，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慷慨捐贈母校新臺幣一百萬

元，並指出師大的轉型不只是升級，而是要

「進化」，向國外頂尖大學看齊。由師大校長

吳正己代表接受，出席貴賓包括謝許英文化藝

術基金會丁博輝董事長、林明慧董事、師大印

永翔副校長、文學院廖學誠副院長、國文系許

俊雅主任、林安邦主任秘書、秘書室公共事務

中心黃兆璽執行長共襄盛舉。

名譽教授王振鵠捐贈百萬 
回母校溫馨慶生

表演所【五行臺灣】
喜獲國際舞評三星肯定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表演藝術研究所報導//

↑社教系名譽教授王振鵠 ( 前排左一 ) 表示自己對母

校充滿感恩，期望透過自己的一份力，可以讓母校、

母系繼續向前，創造美好佳績。

↑表演所研究生群的「五行臺灣」一鳴驚人，更吸引

國際舞評「SeeingDance」主編評為三星榮耀。

7 月 3 日是教育學院社會教育學系名譽教

授王振鵠老師壽誕，高齡 94 歲的他，特別回

到母校慶生，並捐贈上百萬元給母校。師大

校長吳正己、教務長陳昭珍、教育學院院長

陳學志和圖書館館長柯皓仁都出席祝賀，現

場也來了眾多資深校友，一起陪王老師切蛋

糕、慶祝 94 歲生日快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表演藝術研究所研究

生群的【五行臺灣】原創舞作，於【愛丁堡藝

穗節】大放異彩。2018 年 8 月 9 日，國際舞

評「SeeingDance」發佈由主編 David Mead

親自撰寫的舞評，同時給予三顆星的肯定。愛

丁堡藝穗節是全球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國

際藝術節慶，近 10 年來，師大表演所幾乎年

年皆送出研究生至當地實習或演出。

↑師大校長吳正己（第二排右七 ) 與中華電信基金會

鄭優董事長（第二排右六）簽約並與球員合影留念。

←師大校

長吳正己

( 右 ) 代

表 接 受

國文系校

友 謝 貞

德 ( 左 )

的慷慨捐

贈。

中華電信女子籃球隊與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甲組女子籃球隊於 2018 年 8 月 6 日在師大

舉行簽約儀式，正式成立「教練團」，攜手培

植籃球新秀，並期達到資源整合的訓練成果。

中華電信基金會鄭優董事長與師大校長吳正

己率領電信女籃隊及師大女籃隊全體隊職員，

出席簽約儀式，共同積極發展女子籃球運動，

合作漸進培植具有籃球潛力之球員，以提升

國內整體籃球實力。

攜手培植籃球新秀 
中華電信女籃與師大共組教練團

//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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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院與資策會 MIC 簽訂產學合作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胡世澤報導//

為加強產學合作，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科技與工程學院程金保院長與財團法人資策

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 詹文男所長代表，於

2018 年 9 月 26 日共同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

雙方同意就「人才培育」、「教師與 MIC 顧問

交流」、「提供企業實習計畫」、「產業趨勢

顧問服務」、「職涯規劃及證照考試宣導」等

內容進行合作。

僑先部新生入學 
迎接來自 17 國新生

伯樂大學堂新生營 
開啟大學新生活

原民族語臺北學習中心 
師大進推學院揭牌

//僑先部學務組報導//

//學生事務處報導//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僑先部學務組特別為新生安排地震防災說明。

↑結業式壓軸活動是「團體動力圈」，111 級新生以

師大校徽為中心，在操場上形成巨大同心圓。

↑校長吳正己 ( 左五 ) 表示，希望臺北學習中心未來能

順利推展原民文化，傳承原民族語這份珍貴的資產。

2018年師大僑生先修部學生共計485名，

分別來自馬來西亞、緬甸、印尼等東南亞國

家，也有來自美國、加拿大及紐西蘭，甚至

遠從巴西、阿根廷及伊朗來的新生。為協助

新生盡快能適應學校，僑先部學務組舉辦為

期兩天的新生入學輔導，作為新生的迎新活

動，特別安排地震防災說明及實地演練，大

多數的新生覺得很有趣且非常實用。最後，

為了讓各班同學能夠相互認識及團隊合作，

學校在體育館安排了體能性的趣味活動。

師大從 2018 年 9 月 4 日起舉行伯樂大學

堂新生營，透過四天豐富活動及課程，開啟師

大 111 級新鮮人的大學新生活。伯樂大學堂

邁入第六年，2018 年以「師大開啟嶄新的你，

Now The New U」為主題，近 2000 位大一新

生透過伯樂序曲、健康體適能、社團嘉年華、

學系時間、選修講座、社團之夜、預見未來

之夜等豐富活動及課程，更了解師大環境及

學系概況，不僅提升大一新生對學校的認同

感，也讓社團招生出現破表人數。

為培養原住民族語言師資，並有效提升

原住民族語言教學質量，原住民族委員會於

2018 年起補助全國 7 所大學，分區設立原住

民族語言學習中心，其中臺北學習中心設立於

師大進修推廣學院，並於 2018 年 9 月 26 日舉

行揭牌儀式。師大校長吳正己偕進修推廣學院

院長高文忠、原民會主任委員夷將 ‧ 拔路兒

等多位貴賓一同揭牌。

↑師大科技與工程學院程金保院長 ( 左 ) 與財團法人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詹文男所長 ( 右 ) 簽署產學合

作備忘錄，，幫助學生多與產業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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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與調查局簽約 
共同維護資訊安全

美國在臺協會攜手師大 
共同弭平學習成就落差

//校園記者衛教108黃子軒報導////公共事務中心胡世澤報導//

2018 年 9 月 20 日上午，法務部調查局臺

北市調查處副處長孫承一、秘書長戴杰帶領調

查官同仁蒞校，與資訊中心簽訂「資訊安全合

作協議書」。校長吳正己親自主持簽約儀式，

與副校長李忠謀、主任秘書林安邦、資訊中心

張鈞法主任以及資訊中心諸位同仁一同接待

貴賓。校長吳正己提到，師大一直致力於創造

良好的資安環境，因此希望結合調查局的專

業，一起努力，也期望未來合作更加緊密，造

福臺灣社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PASSION 扎根教學團

隊，2017 年從全球 125 國、逾千件提案脫穎

而出，榮獲美國國務院第七屆學友連結創新基

金肯定，成為臺灣唯一獲獎團隊，並和美國在

臺協會攜手，共同弭平學習成就落差。原本英

文字母 A 到 Z 大都念不全的 20 多位花蓮偏鄉

國中生，這學期英文程度突飛猛進，還可以說

英語點餐、唱英語歌，變得更有自信。

世界清潔日 
師大生與民眾一同撿菸蒂護環境

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隊 
證明教育無可限量

//公共事務中心江敘慈報導//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報導//

↑師大學生與民眾一同撿菸蒂維護環境，期勉參與者

透過這個活動，能夠更體認到小小菸蒂的汙染力。 ↑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隊與柑園國中學生合影留念。

9 月第 3 個周末為全球公訂的「世界清潔

日」，現為全球最重要的環境保護活動之一，

每年全世界有超過 125 個國家、4000 萬人參

加，2018 年 9 月 15 日，師大與行政院環保署

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一同響應「世界清潔

日」，舉辦「菸灰菸蒂不落地，環境永續你

我同行」趣味活動，號召師大人與民眾一起

遊行，並撿起住家周圍的菸蒂。

走進柑園，不乏看到「與柑結緣、柑桔

滿園、人和柑園」出現在每間教室的牆壁上，

第 11 屆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隊，再次與柑園

國中合作，於 2018 年 8 月 17 日舉行結業式，

與 2017 年的服務對象一樣是剛踏進國中生涯

的一群小六畢業生，他們有著天真與燦爛的笑

容、懂事與體貼的情懷，看見了一群跟他們年

紀相去不遠的大學生們，展開了為期三週，總

計 120 小時的教學相長課程。

↑師大校長吳正己（右 ) 與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

處副處長孫承一（左）代表雙方簽約。

↑師大副校長宋曜廷 ( 後左一 ) 率領團隊統籌規劃，

與花蓮地區三民國中合作執行 PASSION 扎根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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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越北歐 瑞典跨域教育見習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獲教育部補助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課程及教育實習

課程計畫，並在師培處的支持下，由教育政策

與行政研究所林子斌副教授主持「飛越北歐：

瑞典教育實地見習計畫」，並於全校經過二階

段甄選出 5 位優秀師資生，分別是來自教育政

策與行政研究所的王慕羽、應用華語文學系黃

曼瑄、英語學系辜敬淳、趙俊麟以及教育學系

朱薇庭，前往瑞典烏普薩拉進行為期兩周的海

外見習。

師大學生跨海傳愛 
延續緬華師資培育

星海築夢　
師資生赴新加坡教育實習

獲教育部補助 
師大生前往泰國資優教育見習

//校園記者公領108楊賀閔報導//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報導//

//特教系報導//

↑緬華種子教師研習營正式揭幕。

↑師大師資生與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師生合影留念。 ↑師大師資生與烏普薩拉大學教授們合影留念。

教育的愛與付出是無國界無距離的！師

大公領系學生組成發起的緬甸華校師資培育

服務團於 2018 年 8 月 9 日至 17 日在緬甸眉

苗天然宮辦理為期 9 天的「跨海傳愛 ‧ 教育

領航」緬華種子教師研習營，召集來自 17 所

華校共 50 名教師前來學習增能，盼望為緬甸

華校培育更多的種子教師，讓文化深耕傳承，

教育愛遍地開花。

師大自 2013 年與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完

成簽訂交換師資生實習以來，截至 2018 年已

有 31 位師資生完成赴新加坡中學教育實習，

同時亦有 25 位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學生來臺

完成教學實習，透過雙方合作與深度交流，

拓展師大師資生國際視野，並有效增進差異

化教學之能力。透過觀課與授課提升臺師大

師資生教學知能，更反思我國與新國之教育

相異處，彼此交流學習。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獲教育部補助師資培

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課程及教育實習

課程計畫，由特殊教育學系於 2018 年 3 月期

間，經甄選錄取 8 位師資生，在特殊教育學

系于曉平教授帶領下，於 8 月中旬前往泰國

Kamnoetvidya Science Academy School 以及

2018 亞太資優青少年營進行為期 2 週之資優

教育見習。

↑師大特殊教育學系于曉平 ( 左一 ) 教授帶領 8 位師

資生前往泰國，進行為期 2 週的資優教育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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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教系系友回娘家 共憶當年
量子時光隧道 引領物理系系友回娘家

↑ 20 位現任高中職校長的工教系系友回娘家。 ↑橫跨 50 年的系友齊聚一堂，每位校友都樂在分享過去學

生時代的回憶與現在於各領域的發展。

時隔30年 陳玉律重掌紐英倫校友會
體育學系校友總會 
舉辦理監事會及校友聯誼球賽

//紐英倫校友會報導//

紐英倫中華藝術協會藝術總監陳玉律於

2018 年 6 月在過完 80 大壽後，竟然在 2018 年

7 月底舉行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紐英倫校友會

校友會聚餐上，再度被眾人推上「會長」寶座。

這對 1988 年創立該會的陳玉律來說，簡直難以

置信，但就在眾學弟妹們保證全力支持下，陳

玉律也覺得應該「重整」校友會，就義不容辭

的接受，離當年創會整整 30 年後再度扛起「會

長」的擔子。

//體育學系報導//

師大體育學系於 2018 年 1 月 14 日正式成

立「體育學系校友總會」，於 2018 年 8月 7日、

8 日舉辦第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暨全國分會會長

聯席會議及第五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

系校友盃」球類錦標賽，逾 400 名體育學系校

友進行球技交流，第二天除球賽的舉辦外，晚

上亦舉辦「第一屆頒證典禮暨校友聯誼餐會」，

在 400 多位的校友見證下，由總會理事長黃良

富親自頒發證書第一屆理事、監事之當選證書。

↑紐英倫臺師大校友會陳玉律會長 ( 左三 ) 主持重整後的第

一次理事會議。

↑體育學系校友總會組織成員合影留念。

//工業教育學系報導//

師大工業教育學系於 2018 年 7 月 7 日星期

六辦理中華工業教育協會會員大會，活動邀請到

校友前臺北科技大學張天津校長及前康寧護校周

談輝校長回到母系口述工教歷史，與其他系友們

一起回憶學生時代的點點滴滴，讓工教系充滿

了溫馨歡樂的氣氛。工業教育協會理事長亦是教

育部次長林騰蛟系友表示「工教系堪稱教育界龍

頭，一直以來擁有許多傑出校友，在各自領域皆

有卓越成就，歡迎各位系友回娘家」。

//物理系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系於 2018 年 6 月 2

日舉辦系友回娘家，邀請畢業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及 50 年的系友重聚，有別於一般系友

會，多以餐敘形式進行，特別規劃「量子時光隧

道」，透過隧道的時光回溯魔法，讓系友們重返

大學時代D121普通物理教學實驗室的求學情境，

並撥放懷舊照片，讓往事隨著影音躍然眼前，種

種安排勾起校友們過去學生時代的點滴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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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系校友施怡妙
亞洲首位入駐倫敦「插畫之家」

↑校友楊怡真透露，尋找旅外機會之路漫長，還好最終讓

她盼到站上義大利聯賽舞台的機會。

↑美術系校友施怡妙入選倫敦「插畫之家」。

校友楊怡真前進義大利聯賽 
臺灣排球女將第一人

地理系校友陳其南 將接任故宮院長

//運動競技系報導//

繼師大運動競技系校友黃培閎於 2017 年進

軍義大利 1 級聯賽後，師大運動競技系校友、

中華女排舉球員「小羊」楊怡真，也確定在本

季加盟義超女排聯賽 A1 級球隊 Filottrano 

LARDINI，成為我國首位進軍義大利排球聯賽

的的臺灣女將。楊怡真加盟的 LARDINI 具有 47

年球隊歷史，一路從最低的第 9 級聯賽開始打

起，也在 2017 年奪下 2 級冠軍。

//地理系報導//

行政院長賴清德於 2018 年 7 月 12 日宣布

由師大地理系校友、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接任

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陳其南在行政體系歷練

豐富，曾提出影響深遠的「社區總體營造」理

念與政策，被譽為「臺灣社造之父」，陳其南

的本土色彩及論述能力，深受前總統李登輝等

人器重，在國內學界、文化界聲譽顯赫。沉寂

數年，如今再次踏入政界，他以一個本土論述

文化學者的身份，接管收藏中華文物的故宮，

外界皆期待陳其南能為故宮帶入不同的風氣。

↑地理系校友陳其南接任收藏中華文物的故宮。

//美術系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97 級校友施

怡妙，是 2018 年倫敦「插畫之家」House of 

Illustration 的駐村插畫家，也是該計劃創辦以

來首位入選的亞洲創作者，她運用縫紉機作畫，

讓臺灣文創軟實力被世界看見。有感於英國脫歐

事件，施怡妙試圖以一幅虛構的兔子世界場景，

假造一起英國脫兔的事件。施怡妙自 2018 年 9

月起至2019年2月，展開為期6個月的駐村計劃。

英語系校友孫天心 當選中研院院士

↑校友孫天心表示，希望可透過他的研究，將來可以帶動

更多的年輕人朝這個方向努力。

//英語系報導//

師大英語系 68 級校友孫天心，於 2018 年 7

月 5 日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新任院

士，他是藏緬語言學家，調查藏緬語言及方言近

20 種，也是當代藏緬語領域最傑出的學者。孫天

心表示，漢藏語系的語言是國際上認為真正跟漢

語有親屬關係的語言，可說是漢語親戚。但漢語

受到幾千年來外來的影響，結構上已經不是很純

粹，位於山區的語言較純粹，也是尋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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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系校友楊弘意 最年輕師鐸獎得主 科技系校友柯尚彬 榮獲師鐸獎

↑蔡英文總統（左）出席 2018 年教師節表揚大會，頒發

師鐸獎給機電系校友楊弘意（右）。

跨洋發光的師大人 
史書美受贈傑出校友並獲聘講座教授

音樂系校友李以敏 榮獲 SUPER教師獎

↑校友柯尚彬因為過去受到老師關懷，而扭轉了人生。

//公共事務中心黃兆璽、江敘慈報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71 級校友、現任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系教授史書美

獲選為第 18 屆傑出校友，史書美於 2018 年 8 月

14 日回母校領獎，由校長吳正己親自頒獎，並獲

聘為臺灣語文學系講座教授。校長吳正己表示，

史書美不但是享譽國際的知名學者，同時也是華

語語系研究的主要創建與立論者，更於 2017 年

協助推動師大文學院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人文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貢獻良多。

//音樂系報導//

師大音樂系校友、已有 35 年教學資歷的臺

北市新生國小教師李以敏，原本在臺藝大前身

「臺灣藝術專科學校」任教，但有次聽到自己的

孩子班上老師以體罰糾正學生，因而從大學轉至

國小任教，於 2018 年 9 月 15 日獲得全國教師工

會總聯合會頒發「國小組 SUPER 教師」。李以敏

說，在國立大學教書時，學生其實都很好教，但

小學生相對挑戰較大，在少子化下，許多年輕父

母往往進入教室過度關心孩子，但「這些小朋友

在家裡是你的孩子、在學校就是我的學生。」

↑師大校長吳正己 ( 右 ) 和校友史書美 ( 左 ) 合影留念。↑音樂系校友李以敏從大學轉至國小任教，用心培育學生。

//工業教育系報導//

教育部於 2018 年 9 月 27 日頒發師鐸獎，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工程學系學士班 97 級、工

業教育系碩士班校友、32 歲的木柵高工機械科教

師楊弘意，教書 6 年就獲獎，是 2018 年最年輕

的受獎者。楊弘意說，學生時代就是技能競賽選

手，拿到全國技藝競賽鉗工金牌，可惜未獲選國

手，任教木柵高工後，便積極投入培育技能競賽

的機械科選手，希望幫助學生當國手，甚至拿到

國際技能競賽冠軍，彌補自己年輕時的遺憾。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報導//

師大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校友，

榮獲教育部頒發 2018 年師鐸獎。高中畢業，柯

尚彬如願考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

系，懷抱理想的他，深受瑞士教育家斐斯塔洛齊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激勵，心中孵

化著「經營一所專為窮人所設立的學校」的夢想，

在那裡，貧困學生將不用再擔心有沒有學費、午

餐，不必憂慮自己會不會讀書、考試，每一位學

生都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天賦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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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女高校長吳麗卿 春風的傳遞者 地理系校友林香吟 接任高雄女中校長

↑校友吳麗卿認為，師大國文系的可貴之處在於氣質典範、

人文素養與精神氣度的養成，道德高度更是讓人如沐春風。

↑教育系校友、雄女卸任校長黃秀霞（左）將校務接棒給

地理系校友林香吟（右）並合影留念。

臺東女中曹學仁校長 
長善救失的三好教育

杏壇30餘載 
成功高中游經祥校長
用《易經》談教育

//校園記者國文108陳晏榕採訪報導//

臺東女中校長曹學仁從小生長在基隆鄉

下，就讀南榮國小、南榮國中，就讀高中時離

開家到北投讀復興高中，最後以公費生資格進

入師大。原先就讀國文系，後來轉到社會教育

系新聞組，輔系英文，之後就讀教育研究所，

2003 年取得博士學位，如今投入教職將近 30

年歲月，談到教育理念，他提到以「長善救失」

為教育理念 提倡「三好教育」，發揚學生的優

點，糾正學生的過失，以此為核心理念。

//校園記者公領108潘俊傑採訪報導//

臺北市立成功高中游經祥校長於 1985 年自

師大數學系畢業後，帶著教育的責任、使命及理

想，持續在杏壇耕耘 30 多年。談到辦學精神，

游校長運用《易經》三大原則：簡易、變易、不易，

繪製教育同心圓，作為教育主軸發展方向。不易

的精神在最內圈，是生命發展核心目標，擴展到

適應環境改變的變易，並以影響日常生活的簡易

作為外圈。掌握課綱更迭的主軸，期勉師生漸進

適應教育制度改變。

↑校友曹學仁主張以學生教育為主的「三好教育」：不只

是要教「好學生」而是要「教好」學生。

↑校友游經祥 ( 中 ) 運用《易經》三大原則談教育。

//校園記者社教109雷佳儒報導//

吳麗卿是師大國文系 72 級校友，現為中山

女高校長，曾於大同國中、大同高中任教，擔任

職位包括教師、導師、行政人員與主任，資歷雄

厚豐富，更富含文人素養與浪漫情懷。她畢業於

北一女中，因緣際會之下進入師大就讀。在自己

的求學生涯中，許多老師都在無形中影響了她，

也成為日後走上教職路的一大原因。在物資缺乏

的年代，眾師為學生的視野打開一扇窗，讓她知

道自己擁有多元的可能性和值得追尋的事物。

//地理系報導//

高雄女中新任校長林香吟，1985 年從雄女

畢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畢業後到瑞祥中

學教書，第一次任教與當校長都在瑞祥，如今成

為雄女校友身分接任雄女校長的第一人，林香吟

是經過遴選接任雄女校長一職，今從卸任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校友黃秀霞手中接獲印

信，正式接任雄女校長，從校友變成校長，她表

示除對教育熱情不減，與雄女還多了一份深厚的

情感，很珍惜回母校服務的機會。



捐款芳名錄
2018 年 07 月 01 日至 09 月 30 日

校務/建設基金

捐款日期 身分 捐款人  金額 備註

2018-07-13 校友 蔡穎仁 10,000 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2018-07-17 校友 劉國玲 10,000 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

2018-08-16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臺北市蔡翰儀慈善基金會 500,000 校務發展基金

2018-08-16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謝許英文化藝術基金會 500,000 校務發展基金

2018-08-20 社會人士 師大人 200 校務發展基金

2018-09-06 校友 黃雁輝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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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02 校友 周芳妃 5,000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2018-07-09 社會人士 楊倩雯 50,000 大眾傳播所第七屆媒體素養營隊

2018-07-09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金車文教基金會 30,000 大眾傳播所第七屆媒體素養營隊

2018-07-09 社會人士 何振忠 8,000 大眾傳播所第七屆媒體素養營隊

2018-07-12 教職員 師大人 10,000 學務處 - 還願助學金

2018-07-23 社會人士 邱隆興 100,000 男子甲組籃球隊參賽訓輔專用

2018-07-30 校友 謝佳男 1,000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2018-07-31 社會人士 張景媛 10,000 心輔系黃堅厚教授紀念獎學金

2018-07-31 社會人士 張景媛 10,000 心輔系急難救助金

2018-07-31 校友 周芳妃 5,000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2018-08-01 校友 師大人 100,000 林磐聳設計獎學金

2018-08-02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萬興教育基金會 30,000 WGP 金融戰略王大獎賽

2018-08-06 企業機構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男子甲組籃球代表隊專款專用

2018-08-10 校友 化學系 76&77 級系友聯誼會 25,500 師大化學系

2018-08-13 社會人士 師大人 8,000 指定捐給全人書院學生辦理 TED 活動之用

2018-08-14 社會人士 高銘傳 150,000 機電工程學系學生急難慰助金

2018-08-21 教職員 宋威德 20,000 音樂學系使用

2018-08-21 企業機構 黑種籽單簧管合奏團 50,000 音樂學系使用



2018-08-22 企業機構 顏鴻仁家庭醫學科診所 200,000 「創造力與 STEAM 及自造教育國際研討會」贊助款

2018-08-23 學生 黃露葦 15,000 管理學院優秀學生獎學金

2018-08-23 校友 衛教系 60 級全體系友 200,000 衛教系連明剛博士紀念獎學金

2018-08-23 企業機構 新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5,000
捐款給機電工程學系 陳俊達教授，作為研究經費、

購買設備與競賽補助使用

2018-08-27 企業機構 師大人 551,163
流行音樂人才培育補助 -「臺師大音樂學院 107-8《流

行音樂產業人才培育計畫》」 

2018-08-28 校友 周芳妃 5,000 師大化學大師培育獎學金

2018-08-28 校友 謝佳男 1,000 特教系沈奕廷獎學金

2018-08-29 校友 王康華 30,000 地球科學研究所學生獎學金

2018-09-06 社會人士 林丞彥 25,000 男子甲組籃球隊訓輔專款

2018-09-06 社會人士 黃坤燦 100,000 男子甲組籃球隊訓輔專款

2018-09-07 企業機構 奇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 化學系 -「奇鈦科技獎學金」

2018-09-07 企業機構 奇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化學系姚清發老師 - 教育部『提升國中小學生自然科學

實驗操作能力計畫』

2018-09-13 教職員 黃進龍 10,000 贊助「107 年師大盃網球邀請賽」

2018-09-13 教職員 吳正己 10,000 贊助「107 年師大盃網球邀請賽」

2018-09-14 校友 師大人 1,200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使用

2018-09-18 校友 臺師大工教系 77 級校友 20,000 工教系系務發展基金

2018-09-18 企業機構 璞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男子甲組籃球代表隊訓練經費

2018-09-18 企業機構 璞石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 男子甲組籃球代表隊訓練經費

2018-09-18 企業機構 璞園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25,000 男子甲組籃球代表隊訓練經費

2018-09-18 企業機構 璞全廣告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男子甲組籃球代表隊訓練經費

2018-09-20 家長 王建峰 100,000 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 - 系男籃球隊使用

2018-09-20 社會人士 師大人 100,000 107 學年度「歐文所獎學金」

2018-09-21 企業機構 財團法人福華文教基金會 200,000 藝術學院國際版畫中心專款專用

2018-09-21 校友 張大立 400,000 助學金（物理系）

2018-09-26 企業機構 台灣電子書供給合作社 9,000 辦理 107 學年度電子書推廣活動

2018-09-26 校友 饒達欽 40,000 饒春生先生紀念獎學金

2018-09-27 社會人士 杜墨璽 1,000,000 捐贈至本校獎管會「107 年度杜源芳教授獎學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捐款同意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姓名 or 
機構名稱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身    分 
□臺師大校友，民國      年                     系/所/班 畢(結)業  □學生 

□臺師大教職員  □家長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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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基金（一磚一瓦 教育永續（百億建設）、一人捐一萬建設新師大） 
□其他（請說明指定項目，例如急難慰助金、清寒獎學金) 
                                                                         

  

捐

款

方

式 

□現金 填妥本同意書後請至受捐贈單位捐款。校務發展基金與建設基金請至公共事務中心捐款。 

□支票 
臺幣請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01專戶」，美金請填「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402U 
account」），連同本同意書，以掛號郵寄至捐款單下方提供之地址。 

□ 

銀行匯款 

or 

□ 

線上轉帳 

臺幣請至銀行匯款，並填妥本同意書(請提供匯
款日期，線上轉帳請提供轉帳畫面截圖)，以
E-Mail、傳真或郵寄方式傳至公共事務中心。 
匯款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 
分行代碼：8220185。 
匯款戶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01專戶」。 
匯款帳號：「185350001030」。 

美金匯款： 
Beneficiary：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402U account 

Beneficiary Account Number：185331000005 

Beneficiary with Bank：CHINA TRUST 

COMMERCIAL BANK JHONG-SIAO BRANCH 

Beneficiary Bank Address：1F., No.71, Sec.4, 

Jhong-siao E.Rd., Da-an District, Taipei City 106, 

Taiwan ( R. O. C. ) 

Swift Code：CTCBTWTP 

□  

線上刷卡 

填妥後以捐款單下方提供之方式傳送，本中心將代為進行線上刷卡之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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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號： 

有效期限：西元 20____年____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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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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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先生 傳真：02-23684393 信箱：sinyen1108@ntnu.edu.tw 

地址：10610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秘書室 公共事務中心 



校  友  證
新  登  場

認  同  卡
新  優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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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人 Publisher

吳正已

發行 Publishing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編輯企劃 Editor

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  02-7734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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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編輯 Ar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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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創作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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