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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謹識

傳承  茁壯

　　臺灣師大具有悠久的歷史，是國內最早的四所大學之一。師大

前身臺北高校創校於 1922 年，致力於培育人才，創造人文薈萃的

辦學成就，其自由自治的學風精神，在往後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中

皆有所傳承。

　在師大現有校址上，臺北高校諸多校舍建築空間仍保存至今，如

行政大樓、普字樓、禮堂、文薈廳已列為古蹟，並持續使用，足為

近百年來薈萃風華之見證。過去臺北高校期間共培育了 2,875 位校

友，均堪稱當時社會菁英中的菁英，他們每次返校都表達對母校的

高度認同情感，期待母校能夠還原歷史，讓校友們有個歸屬感，終

於在去年第 121 次校務會議慎重討論，獲得與會委員無異議通過，

追溯校史自西元 1922 年臺北高等學校開始起算，2019 年起，師大

校史邁入 97 週年。

　歷經近百年世代傳承，本校除設有人文、理工、社會科學、管理

等系院外，藝術、音樂、運動、及教育等系院更是國內首屈一指，

學生透過跨域學習，表現出特有的能力與氣質。

　臺灣師大不僅是國內頂尖大學之一，在國際上也享有聲譽，這是

歷任校長、師生努力的成果。正己擔任校長任期之內，將特別著重

三個工作重點：(1) 深化國際化，培養學生的國際移動力；(2) 強

化與產業連結，增進學生實務及就業能力；(3) 建置強大校友網絡，

作為本校永續發展經營的基礎。

　個人認為，優質的大學只有一個指標，那就是，師生都能夠有傑

出的表現，並能貢獻所長於社會。期許自己及我所帶領的團隊，能

扮演好服務師生、支援師生、成就師生的角色。我們要讓學生覺得，

師大學習生涯不虛此行；要讓師長、同仁願意，安身立命於師大。

　期許全校師生，以及珍愛師大的朋友，大家一起努力，讓師大更

美好更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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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臺灣唯一一所日治時期菁英養成的高等學校，

具備大學預科性質

1946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以教育國之本的精神，培育杏壇良師為宗旨

1955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文學院、理學院

1967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文學院、理學院、藝術學院

1994
積極多元發展為綜合型大學，以「古典人文風華，現代科技視野」為願景，

培養各個領域中的菁英

創設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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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全數通過教育部 100 學年度大學校務評鑑項目

榮獲教育部獎勵「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榮獲文化創意產業知識交換樞紐建置計畫

2012
全校 49 個系所接受 101 年度第二週期評鑑，皆無未通過之情形

榮獲教育部頒發友善校園績優學校獎、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發起成立臺灣綠色大學聯盟，至今成員學校近百所

發起更名「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至今成員學校近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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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系 48 級校友、前藝術學院院長梁秀中畢業留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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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榮獲科技部核定通過成立「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

榮獲教育部獎勵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榮獲教育部全額補助「辦理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 夥伴協作 主動學習」

2014
榮獲教育部頒發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獎

榮獲教育部頒發服務學校課程及活動績優學校大專校院組金質獎

榮獲教育部頒發境外學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

榮獲科技部頒發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2015
榮獲教育部頒發藝術教育貢獻獎

榮獲 QS-APPLE 高教國際會議「最佳國際網站」銀牌獎

榮獲教育部全額補助「辦理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 夥伴協作 學教有成」

榮獲教育部獎勵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2016
榮獲「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畫」辦理績效第一名

榮獲教育部核定國際人才共同培育計畫

榮獲全國語文競賽教育院校組團體冠軍

榮獲教育部全額補助「辦理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 深化夥伴協作 實踐培用合一」

2017
榮獲國家圖書館頒發「學術影響力獎」

榮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課程計畫之金額及人數為全國之冠

榮獲「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畫」辦理績效優等

榮獲全國語文競賽教育院校組團體冠軍

2018
榮獲教育部獎勵「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榮獲教育部頒發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

榮獲國際文憑組織推薦，成為臺灣第一所國際文憑教師證照的師培機構

榮獲教育部獎勵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2019
榮獲國家圖書館頒發「學術影響力獎」

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頒發第一屆綠色化學應用及創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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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人文與科學融通之領導人才

目標一：培養全人素養，促進學生自我實現；

目標二：落實科際整合，提升學生跨域知能

‧ 深化具社會貢獻之前瞻研究

目標三：培育優質研究團隊，承擔大學社會責任；

目標四：推動產學合作，帶動產業創新升級

‧ 打造全球頂尖之教育重鎮

目標五：創新教學典範，引領全球教育趨勢

目標六：推動優質師資方案，培育前瞻師資

‧ 建立華語僑教特色之國際化大學

目標七：發展國際化校園，增進全球移動力；

目標八：強化華語僑教品牌，擴展國際影響力

‧ 建構藝術體健之創新基地

目標九：提升藝術創作及展演能量，建構國際創意平台；

目標十：普及運動休閒知能，打造健康優質生活

發展願景

學校定位

臺灣師大強調教學、研究及創作等三方面均衡發展，並以培養具全

人素養與跨領域領導人才為目標，以「探索新知，培育卓越人才；

追求真理， 增進人類福祉」為本校之使命。

「跨域整合、為師為範之綜合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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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個學院 ‧62 個系所 ‧1 所附屬高級中學

‧ 學士班學生 8079 人 ‧ 碩博士班學生 7503 人 ‧ 僑生先修部 1000 人

‧ 專任教師 852 人 ( 含 3 位諾貝爾獎得主 ) ‧ 兼任教師 614 人

現有規模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社會教育學系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教育學院學士班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

復健諮商研究所

創造力發展碩士在職專班

學習資訊專業學院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資訊教育研究所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文學院

國文學系

英語學系

歷史學系

地理學系

翻譯研究所

臺灣語文學系

臺灣史研究所

理學院                  

數學系

物理學系

化學系

地球科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科學教育研究所

環境教育研究所

生命科學專業學院                

生命科學系

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營養科學碩士學位學程

生技醫藥產業碩士學位學程

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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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

美術學系

設計學系

藝術史研究所

科技與工程學院                

工業教育學系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圖文傳播學系

機電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光電工程研究所

運動與休閒學院              

體育學系

運動競技學系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樂活產業高階經理人企管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華語文教學系

東亞學系

大眾傳播研究所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

表演藝術研究所

民族音樂研究所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

管理研究所

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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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術研究與教學專業表現優異

（一）論文篇數及被引用率逐年提升 （二）出版具國際指標之人
      文社會科學期刊

針對 101-105 年間 SSCI 指標的 230 種國際教育期刊分析得

知，臺灣在教育領域的發表量全球排名第 8 名，師大則為全

臺第一。另在數位學習、科學教育、華語文教育及管理教育

方面之論文分析結果，師大皆為全球第一。

期刊獲國內外知名引文索引資料庫收錄

A&HCI 1 本

8 本Scopus 

2 本

7 本

ESCI

THCI Core

5 本TSSCI

1

（三）國際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數於教育及人文領域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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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動跨國 /跨校研究合作

(1) 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推動「合作發展基   

    金」計畫。

(2) 與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成立「NTNU-  

    UCLA Taiwan Studies Initiative」

(3) 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匹茲堡大學等共

    同成立「學習科學跨國研究中心」。

(4) 與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共同成立「生

    技醫藥跨國研究中心」。

(5) 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進行「臺師

    大─柏克萊頂尖化學研究中心」。

1 師大與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姊妹校情誼

深厚，雙方協議「2019 年合作發展基

金」計畫，由兩校專任教師共同提出

學術研究計畫，經兩校評選小組甄選

出計畫案，所屬學校給予相關補助經

費，深化雙邊學術交流。

4 光電工程研究所助理教授楊承山(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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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國際頂尖期刊《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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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體育學系研究講座教授洪聰敏當選

2018 年美國國家人體運動學院院士，

該學院創立長達 93 年，為體育運動

學術最高殿堂。

3

師大是我國學科奧林匹亞選手的培育

重鎮，以 2018 年為例，國際國中科

學奧林匹亞競賽榮獲6金、世界第一；

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榮獲4金1銀，

世界第三；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

賽榮獲 2 金 1 銀 1 銅，世界第三；國

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榮獲 1 金 3 銀；

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榮獲 1 金 1

銀 1 銅；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榮獲

4 銀。資工系教授暨副校長李忠謀更

當選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主席，提

升臺灣的國際能見度。 4

2 3

(6) 與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

    院推行師培合作方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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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案執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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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13-2018 年擴增國內外跨校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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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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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3 次獲得科

技部傑出研究獎、2 次特約研究計

畫，更獲得科技部授予象徵終身

成就的「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地科系教授黃婉如 ( 左 ) 與科技

系副教授許庭嘉 ( 右 )，榮獲科技

部 107 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她

們長期執著投入研究，成果豐碩

且深具前瞻性而獲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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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體育系張育愷研究講座教授，榮獲科

技部 107 年度傑出研究獎，其學術研

究聚焦當代運動與健康科學的熱門與

重要議題：「健身運動與認知功能」。

電機系教授暨進修推廣學院院長高文

忠，以電泳顯示科技領域的卓越貢

獻，榮獲 2019 年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會士殊榮。

科技系蕭顯勝研究講座教授，榮獲科

技部 107 年度傑出研究獎，他率領團

隊在體感技術提出許多創新應用。

榮獲今年師鐸獎的公領系教授謝智

謀，從小出生窮困家庭，並經歷家暴、

少年中輟、法院保護管束等成長歷

程，因為自己的體驗，他 20 年來特

別推動「實踐行動教學模式」，引導

反思。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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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延攬近 50 位諾貝爾級及各領域大師級名師擔任講座教授，

增加跨國學術交流，建立頂尖研究群。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

諾貝爾物理學獎候選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能源與化學系華裔教授楊培東

國家文藝獎得主劉國松、朱苔麗、楊牧、吳炫

三、施叔青、王文興等，中研院院士鄭錦全、

李歐梵、王士元、曾志朗、王明珂等

中研院院士林榮耀、李文華、潘玉華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學院院長

David H. Monk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前學術副校長

Dr. Anna Kindler

名小提琴家、美國萊斯大學教授林昭亮

跨世紀鋼琴大師 Andras Schiff、名大提琴

家、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授 Alexander Rudin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系教授史書美

國家文藝獎得主廖修平

指導製作《山海經傳》搖滾音樂劇、

《靈山》音樂舞蹈劇場

指導全球華文寫作中心

國際頂尖奈米材料學家，指導本校學術研究

擔任通識講座，指導本校學術研究

協助推動「生技醫藥跨國頂尖研究中心」

指導擔任跨國頂尖研究中心主持人，並開設暑

期課程

「高等教育學術領導發展方案合作」，針對大

學系所主管需求，規劃一系列激勵與培育活動

共同甄選小提琴主修學生，資助學生赴美習琴

開設音樂大師班

協助打造國際「臺灣研究」重鎮

協助推動國際版畫中心

禮聘國際名師

1 師大講座教授、諾貝爾文學

獎首位華人得主高行健，

2017 年獲頒名譽文學博士，

自 2012 年連續 7 年蒞校講

學，讓學生體驗世界級大師

風采。

2 講座教授史書美（後排中）

不但是享譽國際的知名學者，

也是華語語系研究的主要創

建與立論者，在她的穿針引

線下，文學院與美國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 (UCLA) 人文學

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開始

為期 3年的學術合作計畫。

1 2



臺師大成立 97年來，人文薈萃、大師雲集，包括文壇大師梁實秋、國畫大師黃君壁、

書畫大師溥心畬、哲學大師牟宗三、水彩大師馬白水、音樂大師許常惠等，他們都長

期在師大任教，奠定了師大人文藝術領域在臺灣的領航地位。

師大大師

籌設本校教育研究

所，為臺灣教育研

究的開創者。

田培林
教育哲學大師

1936 年提出地理

教學四原則，至今

仍被奉為圭臬。

沙學浚
地理大師

籌備及成立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當選院士。

郭廷以
史學大師

創作近 80 年，作

品融合中西繪畫媒

材與技法。

陳慧坤
油畫膠彩大師

國學造詣精湛，考

究訂孔子誕辰為國

曆 9月 28 日。

程發軔
國學大師

擅長排球、田徑、

籃球，破跳高及標

槍全國紀錄。

謝天性
三棲國手

新儒學集大成之宗

師，講授理則學、

哲學概論等。

牟宗三
哲學大師

以膠彩畫及水墨畫

著稱，獲國家文藝

特別貢獻獎。

林玉山
寫生大師

著名散文家、翻譯

家，國內研究莎士

比亞的權威。

梁實秋
文壇大師

發掘各類臺灣民俗

藝術，更發起亞洲

作曲家聯盟。

許常惠
音樂大師

國畫名家，與黃君

璧、張大千合稱

「渡海三家」。

溥心畬
書畫大師

作品屢入選日本帝

展，獲頒臺灣文化

特殊貢獻獎。

李石樵
西畫大師

創作中西融匯的新

水彩畫，獲教育部

文藝獎章等。

馬白水
水彩大師

1932 年起參與國

立編譯館制定我國

科學名詞。

陳可忠
理化大師

倡導國畫寫生教

學，在西方被譽為

中國新古典派。

黃君璧
國畫大師

臺灣近代第一代學

院派西畫家，臺陽

展發起人。

廖繼春
西畫大師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70th Anniversary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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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落實教學創新與提升教學品質
（一）成立國立臺灣大學系統，三校課程線上自由互選

臺師大、臺大及臺科大推動跨校選課，累計至 107 學年度互選

課程已達 16,452 人次。108 學年度將開放跨校修讀輔系。

降低各學系必選修學分為75學分，使學生能更具彈性修課。

107 學年度學士班跨域修習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及教育

學程人數為 4,321 人，跨域學習人數比率高達 55%。

（二） 降低專業學分，創造跨域大空間 

自 103 學年度起開設 37 門基礎課程供學生申請免修，讓學

生提早修習進階課程或其他領域課程，甚至提早畢業。

研訂「專業學院運作辦法」、「一系多所運作辦法」，以整

合系所資源，104-106 學年度整併、增設及裁撤共 30 案。

（三） 基礎免修認證，提供多元學習 

（四） 因應國際趨勢發展的組織重整

（五）開設生活技能通識課程，實作學出真本事

畢業總學分
128學分

共同必修
28 學分
（22%)

自由選修
25 學分
（19%)

輔系一般通識
2-6學分

學分
學程

語文通識
10 學分

國際
學習

核心通識
12-16學分

雙主修

服務學習
（一）、（二）

體育
1-3年級必修

學系必選修
75 學分
(59%)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7th Anniversary 19

32

1 2 3 「大師創業學分學程」首度辦

理，鼓勵學生嘗試多元跨域學

習，將各系所專業帶進實務創

業，並透過小組實踐與討論，激

發無限創新、創業可能。師大還

成立「控股公司」，評估及投資

潛力團隊，以「一條龍」模式培

育創業人才。

科技與工程學院配合政府全

力推動「5+2 產業升級創新方

案」重點產業及六大新興產

業，不只在大學部增設「車

輛與能源工程」、「光電工

程」學士學位學程外，更增

設「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以培育更多產業人才。

105 學年度起開設生活技能

通識課程八門，結合北市七

大優質技術型高中師資與設

備，實現跨學制、跨領域之

合作，培養學生動手實作、

問題解決之能力。圖為南港

高工林謙育授課家庭水電空

調簡易修護。

為使屬性相近的學系整合資源，建立專業發展環境，理學院 107 學年度獲准下設生命科學專業學院，將生命科學系、營養科

學學士及碩士學位學程、生技醫藥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及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予以整合，將更提升競爭力。去

年與亞東醫院、新光醫院、北市聯合醫院、耕莘醫院、臺北醫院簽訂學術交流與合作備忘錄，未來也將攜手將促進臺師大學

生至醫院實習、雙方教研人員及醫事人員合兼聘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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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能量突飛猛進
（一）研發能量潛力無窮，研發專利數、技術移轉件
      數及產學合作件數均穩定成長

（二）積極爭取各類合作計畫，提升研究與產學能量，
      連續 5年新臺幣 20 億元

1 臺灣 VR 創作第一人，設計系教授暨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受

邀參與法國坎城影展「導演雙週」展演，作品有榮獲 74 屆

威尼斯影展虛擬實境最佳體驗得獎作品《沙中房間》，以及

兩件最新 VR 力作《登月》與《高空》亮相，與世界各地的

觀眾們分享著離開地表遨遊的 VR 觀賞體驗。

3 被譽為 Next 世代機械人發展風向球的機器人競賽，電機系

教授包傑奇、許陳鑑、王偉彥率領機器人團隊，在人型機器

人應用挑戰賽榮獲冠軍。

4 科技系碩士班學生洪廷豪以及陳怡安，參加中國大陸最大規

模的「建行盃第四屆中國互聯網 + 大學生創新創業大賽」，

以「AI 應用在人資面試」獲頒銀獎殊榮。

2 科技部指導、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執行

的「創新創業激勵計畫」頒獎，師大管理學院學生吳承翰率

領的新創團隊《LuluPeT》，榮獲「創業傑出獎」，透過研

發智慧貓砂盆蒐集健康數據，提供飼主即時異常警訊並整合

醫療、寵物商品與健康資訊。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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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評比表現優異
2018 年 QS 世界大學排名第 308 名，躋身全球前 300 大，近

6 年躍升近 200 名，亞洲大學排名第 67 名，更在國際學生人

數上排名全臺第 1、學術聲譽排名全臺第 4。

2018 年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中，教育領域排名全

球第 15 名，亞洲第二，具高度國際競爭力，2019 年 QS「全

球大學學科領域排名」中，圖書與資訊管理第 30 名，教育

學科、語言學科均名列 43 名，全校共有 11 個學科上榜，歷

年最多。

2018 遠見雜誌「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中文論文數、專任

教師平均論文數、每位老師平均產學收入都是第一，位居文

法商類大學榜首。

485

416
376

310 289 30885
75 64

58 56
67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QS 亞洲排名

QS 世界排名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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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拓展國際化
‧國際化程度全國第一：

2018 年 QS世界大學排名，國際化指標居全國第一名；

THE 世界大學排名，國際化程度居全國各大學之首。

‧國際學生比例全國第一：

THE泰晤士高等教育特刊整理全球外籍生最多的大學，

師大為臺灣唯一上榜大學，排名第 152 名，外籍生比

例 23.4%。

‧開設全英語課程及學分學程 :

全英語課程每學期至少 200門，全英語學位學程 8個，

第二外語通識課程合計 6種，累計 64 班次。

1

2

3

師大吳正己校長與九州

大學久保校長簽署締結

姊妹校，提供 12 名交換

生名額，建立跨國學術

研究學習管道。

國語教學中心有每年來

自 80 多個國家的 6,000

餘位國際學生來臺學華

語，校內還有 1,000 多

位僑生，在此拓展了學

生國際化的經驗。

波蘭華沙大學 Maciej 

Duszczyk 副校長與師大

宋曜廷副校長簽訂學術

合作備忘錄，促成交換

生及教師互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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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頂尖海外姊妹校

美洲 59 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賓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德州

           大學奧斯汀校區、南卡羅萊納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巴西聖保羅大學等）

歐洲 79 所（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荷蘭萊頓大學、英國倫敦大學、

           英國伯明罕大學、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波蘭華沙大學）

亞洲 123 所（日本九州大學、筑波大學、大阪大學、東北大學、韓國首爾大學、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馬來亞大學、菲律賓大學等）

大洋洲 11 所（澳洲國立大學、紐西蘭奧塔古大學等）

陸港澳 67 所（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現有 339 所姊妹校（其中 40 餘所為 QS 世界百

大），學術合作備忘錄共計 400 多件，遍及歐、

美、亞及大洋洲，世界百大城市中，高達 59％的

城市簽有姊妹校，提供跨國雙聯學制、交換生、

訪問生、海外短期語言文化學習與實習等機會。

其中，跨國雙聯學位至107年累計合作案26校，

來校交換生 296 人、赴外交換生 373 人。

79

67

123

11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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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表現傑出

畢業校友至今超過14萬人，在全國各級學校師資、教育行政人才、政界、藝術、人文、

體育及產業界等領域皆有傑出表現，尤其畢業校友中的國中校長占全國 49%、高中職

校長占全國 53%、大專院校校長佔全國 12.6%，培養教育菁英，領導專業發展，對國

內教育影響深遠。

1 資訊工程系傑出校友黃士傑

主導 Google DeepMind 開發

的圍棋電腦程式 AlphaGo，

戰勝世界棋王，震撼全球資

訊科技界及職業圍棋界。

1

2

2 全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金仁

寶集團許勝雄董事長獲日本

政府頒發「旭日重光章」，

這是日本政府頒給外國人的

最高榮譽，表彰他多年來促

進臺灣與日本經濟合作與相

互瞭解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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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愛博
國語教學中心 46 級

李壬癸
英語系 48 級

陳森村
物理學系 55 級

廖修平
美術系 48 級

王金平
數學系 54 級

何謂熾
社會教育學系 48 級

許義雄
體育學系 55 級

陳銀輝
藝術系 43 級

劉國松
美術系 44 級

董陽孜
藝術系 55 級

趙麗雲
體育系 63 級

許勝雄
國文系 62 級

張洸照
藝術系 49 級

席慕蓉
藝術系 52 級

許水德
教育系 47 級

李淑德
音樂系 41 級

李義發
理化系物理組 50 級

蕭泰然
音樂系 52 級

龔煌城
英語系 46 級

鄭天佐
理化系 46 級

鄭善禧
美術系 49 級

丁範鎮
國文系碩士 50 級

張玉法
史地系 48 級

汪中
國文系 41 級

陳茂萱
音樂系 49 級

學術成就傑出校友

事業成就傑出校友

曾任史丹佛中國

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研究院院士

資深地球物理學

家，學術地位崇高

國家文藝獎得主

前立法院長

何熾有限公司負

責人

前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主委

臺灣美術院院士

被譽為「現代水墨

畫之父」

知名書法家，行政

院文化獎得獎人

前行政院體育委

員會主委

金仁寶集團董事

長，創立金寶電子

嘉強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總裁

著名詩人 前考試院院長、前

臺北市長

榮獲教育部藝術

教育終身貢獻獎

承德油脂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旅美音樂大師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家文藝獎得主

曾任韓國成均館

大學校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台灣學界知名古

典詩人、書法大家

國家文藝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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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展多元優異

（一）海外實習 立足國際 

新加坡 /12

日本 /8

加拿大 /8

緬甸 /1

中國 /12

師資生赴國外教育見習（實習）人數

2017

新加坡 /8

加拿大 /4

瑞典 /6

越南 /6

日本 /4

香港 /4

印尼 /12

泰國 /8

2018

（二）就業輔導工作多元化，
      畢業生待業率低

2014 2015

3.45%
2.93%

3.65% 3.48%

1.99%

2016 2017 2018

（三）教師檢定通過率全國最高，
     優質師資培育全臺第一

2015

2017

2016

2018

84.85% 

86.36% 

84.62% 

90.36% 

52.99%

53.33%

54.59%

60.26%

88.03% 61.50%

83.77% 59.78%

2014

2013

本校及格率 全國及格率

臺師大獲認證為全臺第一所 IB 國際文憑

師資培育機構，學生修畢 IB 學程後，可

取得國際教師證照赴海內外約 6,000 多所

IB 學校任教，強化學生國際移動競爭力。

簽訂協議學校：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

大學、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新加坡國

立教育學院、新加坡南洋初級學院、

日本千葉大學、中國上海臺商子女學

校、香港香港大學、緬甸曼德勒孔教

學校、印尼雅加達臺灣學校、越南胡

志明市臺灣學校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7th Anniversary 29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97th Anniversary30

1 運動競技學系學生唐嘉鴻，在

2018 年亞運體操奪得一金、一

銀，寫下我國亞運體操隊史紀

錄，還獲得教育部體育署頒發

「107 年體育運動精英獎」最佳

運動精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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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5

3

運動競技系碩士生吳佳穎，獲得世界盃射擊賽

女子 10 公尺空氣手槍亞軍，取得 2020 東京奧

運參賽資格。

女子壘球隊勇奪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錦標賽冠

軍，陳妙怡老師獲頒「教練獎」。

4

5

2

3

男子足球隊在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二級奪隊史首

冠，明年將進軍公開一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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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盃四大運動聯賽，男子排球隊在 UVL 大專

排球聯賽，將連霸數字推進到 12，續寫新頁，

女子排隊重回后座。男籃季軍、女足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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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音樂系 97 級校友、旅義年輕女聲樂家耿立在第 53 屆「德

佛札克國際聲樂大賽」中，一舉拿下首獎、最佳德佛札克

作品演唱獎、最佳巴洛克音樂演唱獎。

97級校友施怡妙，是今年倫敦「插畫之家」的駐村插畫家，

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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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系學士班 97 級、工業教育系碩士班校友楊弘意，教書

6 年就獲師鐸獎，是 2018 年最年輕得主，他每天有 16 至

18 小時都待在學校，致力於培養技能競賽國手。

體育系 96 級、運動管理組碩士班校友楊政樺，毅然放棄教

職與外商高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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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系應屆畢業生、22 歲臺灣作曲家林碩俊贏得第九屆國

際德弗札克作曲大賽青少年組冠軍，且獲得最佳賦格大獎

及最佳自由創作大獎。

1

3

4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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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教育部獎勵「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第一部分「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

一、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厚植學生基礎能力，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提升教師教學能量

‧推動國際化教學，發展國際化校園

‧建構跨域學習環境，協助學生多元發展

‧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

‧連結社會議題，培養大學生社會關懷與行動能力

‧建立以證據為基礎且具複製性的創新教學模式

二、發展學校特色

‧發展優勢領域與研究能量

‧推動國際化發展

三、提升高教公共性

‧學生面：打造孕育國家專業人才的公義優質學習環境

‧制度面：創建效益、效能兼備的高等教育標竿典範

四、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減塑「心」家園 -以大學生為實踐起點的生活品質提升計畫

‧建構高齡者長健全方位系統—營造高齡友善社區 

‧深耕偏鄉弱勢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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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全球鏈結核定學校」的全球鏈結（Global Taiwan）研究中心

一、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

‧全球最具歷史與聲望的華語師資培育學府

‧最完整的華語文相關系所與專業領域人才

‧第二語言習得、數位學習領域 SSCI 論文發表全球最多

‧數量最大且全臺唯一的華語學習者語料庫，研發華語文數位產品

‧最完整、頂尖的數位化華語文教學與評量系統暨平台

‧最堅實的全球華語教學產業鏈基礎 (師資、教材、據點、認證 )

‧最廣、最深的國際華語研究與教學合作交流網絡

二、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

‧臺灣頂尖大學之一，教育領域為全國領航學校

‧教育領域排名全球第 15名，科學教育、數位學習研究全球頂尖

‧教育基礎研究、實務技術與校友表現等，對國家具有影響力

‧團隊成員為國內外相關領域重要學者、核心國際 SSCI 期刊主編

‧具備培育及吸引研究相關人才完整規劃

‧掌握多項學習科技專利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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