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園 大 事 紀

在這歲末感恩時節，母校師生正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規劃各項

精彩活動，迎接母校121歲生日的到來。誠摯邀請各地校友為母校

獻上祝福與鼓勵。

走過二甲子的母校，在歷任校長卓越領導、師生同仁努力耕

耘，以及校友與社會賢達的愛護支持下，孕育校友超過五萬名，造

就各行各業人才，在海內外各領域發光發熱。校譽宏開、枝繁葉

茂。優異的辦學成效及師生表現，獲教育部107及108年度高教深耕

計畫補助累計達9,488萬元，107年度校務評鑑四大項目全數通過。

近年來，因應教育發展趨勢及世界人才競爭的挑戰，母校發揮

「人文、專業、在地、國際、創新及永續」兼具的辦學特色，鼓勵

教師教學創新、拓展學生多元學習、強化國際交流與產學合作。過

去一年，母校教師期刊論文發表逾300篇、執行各部會委辦與產學

計畫約500件，研發智慧機器人人機共學教室、發展綠色能源科

技、出版臺南學專書、成立社會參與辦公室與在地共榮。今年，超

過150名校友

（含應屆生）

通過正式教師

甄試，在校同

學參與全國語

文競賽、學生

美展、新一代

設計展、大專

校院運動會、

資 訊 軟 體 創

作、動畫及創

新發明等各項

競賽屢創佳績，展現師生豐沛的創能與亮麗的成果。

母校也積極優化教學設施與校園環境，設置多功能教室、增進

啟明苑演講廳使用功能、新建排球場及機車停車棚、活絡社團活動

空間，並規劃興建經濟弱勢學生宿舍與爭取府城校區新建工程計

畫，致力成為「盱衡時勢，鼎新革故，成南方強者；陶養德行，游

藝立言，培大學貞心」的南大。

專屬母校的生日樂章已翩然響起，竭誠歡迎各地校友與我們一

起在府城溫暖的冬陽下，感受學弟妹的熱情與活力，共享生日的喜

悅。

校長　　　　　　 2019.11

母校歡度121週年校慶，為展現師生研發能量，特於12月2日上

午在府城校區誠正大樓國際會議廳舉行「師生研發成果發表暨年終

記者會」，由黃宗顯校長主持，邀請校內師生團隊分享研發與展演

成果。

發表會在音樂學系林暐堉同學薩克斯風獨奏的悠揚樂音中揭開

序幕，黃宗顯校長歡迎各界貴賓的蒞臨。黃校長表示，學校十分重

視並支持師生的創新研發，積極推動增能展才的多元學習、獎勵教

師教學創新、厚實產官學創研能量，培育各領域菁英良才，感謝各

公私單位的協力，讓師生展現豐沛的創能與亮麗的成果。

師生研發成果分為靜態展示與動態分享，靜態展示有智慧機器

人、臺南學書籍、學生版畫作品、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以及國際交流成果等。動態分享首先登場的是資訊工程學系李健興

教授師生團隊執行科技部數位經濟AI分項計畫，與日本首都大學東

京久保田及山口實驗室共同合作開發智慧學習機器人，並成功推展

慶祝121週年校慶 舉辦師生研發成果發表暨年終記者會
至臺南市仁德國中、仁德國小、歸南國小，建置人機共學教室，提

升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第二，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以「守護溪頭

海尾-社會與生態共生的實踐」，獲教育部高教深耕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計畫（USR），教育學系108級校友張仲傑老師分享在校參與

此計畫，投入臺江地區生態調查，完成「臺江螃蟹地圖」編寫與繪

製的過程，讓更多人認識在地豐富的生態。第三，綠色能源科技學

系傅耀賢主任師生團隊，以「廢舊太陽能光電板循環經濟」為設

計，分享從節能、環保的技術層面，回收廢舊太陽能光電板材料，

研發兼具經濟效益及環保的商品，並於誠正大樓1樓展示太陽能

屋，讓與會來賓實際體驗母校的研發實力。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3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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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貢獻獎  

遙想當年，1983年隨同丈夫張見齊飄洋過海到美國洛

杉磯，在陌生的土地上，篳路藍縷，彼此扶持下創辦了美

國燿陽企業、美國錦輝紙業及美國皇佳商業銀行，之後便

長年旅居美國。事業逐漸平穩後，我與丈夫發願長期扶持

弱勢學子，捐助就學、提攜後進，而南大對學生們多方的

設想與輔助，我與丈夫都深感贊同，也冀盼略盡我們的能

力幫助更多莘莘學子。

陳 淑 貞

本校48級暨第21屆傑出校友張見齊先生之妻

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

曾任鋼琴教師

特殊貢獻獎  

在人生旅程上，最感謝當時進入臺南師院，也就是現

在的臺南大學。十分感謝母校對我的栽培，也為母校不斷

蒸蒸日上感到光榮，在此願意盡能力來協助母校各項發

展，也謹祝母校校運昌隆。

感謝母校的栽培與肯定，讓我有機會獲得如此難得殊

榮，即使已經畢業了十餘年，仍藉由回母校進修及參加教

育研習關心母校的發展，因此這些年來看到母校持續茁壯

與成長，為母校感到欣慰與肯定。每當回到母校研習，走

在校園裡，以前學習和成長的回憶點滴仍歷歷在目，讓我

對母校過往的栽培永保誠摯的感謝，這也化為我們在教育

現場持續用生命影響更多國家未來棟樑的動力與熱忱，再

次感謝母校的栽培與師長的諄諄教誨。

李 茂 盛

臺南師範49級畢業

中興大學農化系畢業

現任翔茂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偏鄉小校的小園丁

徐 子 蔚

臺南大學95級

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電腦科學碩士

曾任國小教師兼任網管、國小主任

現任臺南市南化區玉山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特殊貢獻獎

南師是我人生的轉捩點，讓我人生充滿希望，在母校

求學的階段，在學習和健康上都有大幅進步，奠定了日後

事業發展的重要基礎，非常感謝母校，希望微薄的捐款能

幫助到有需要的學生，也支持母校繼續蓬勃發展。

翁 岳 生

臺南師範42級畢業

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曾任司法院院長、司法院大法官

特殊貢獻獎  

特殊貢獻獎  

因感於華語文化發展的需要，也秉於回饋鄉里，故略

盡棉薄之力，協助學子發展國語文能力，並鼓勵清寒學

子，創造學習，挑戰自我，希望在未來世界的舞臺上，看

到南大學子的光彩。

創辦人吳氏昆仲秉持「因联結而喜悅」之經營理念，

臺南子弟回饋鄉里，捐助學校經濟弱勢學生宿舍興建及各

項計畫之推動，服務社會，也感謝學校特頒此獎項。

邱 慈 意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畢業

現任�浙江億威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大陸臺商聯誼

會副會長

町 洋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983年創立�

全球主要專業接線端子製造公司

傑出校友
教學類

傑出校友
教學類

服務公職42年中擔任教職35年，於公職生涯中轉了兩個彎後才進入特
殊教育的領域，也是我覺得人生最有意義的經歷。在我65歲屆齡退休前，
能獲得此殊榮，我心存感恩，謝謝母校給我的肯定，也感謝我的父母親，
把我生得健健康康，充滿活力，才能在工作崗位上，盡心盡力且不間斷地
服務與奉獻。
一路走來，我之所以成為今日的我，得之於人者太多，感謝培育我的

母校和服務學校王志全校長對我的肯定與期許，在我即將退休的前兩年，
再接下實輔主任這個重責大任，祈能為本校實輔工作開創新局。感謝學校
同仁的協助、教育夥伴的鼓勵、家人的包容與關注，我一定要與家人同享
這份殊榮！感恩我先生對我的一路扶持，總是給我最好的建議與協助。
我常鼓勵自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輕易說累、說煩、不

敢怠懈，因此學校同仁說我是「活力充沛的過動老師」，其實我只是希望
能貢獻自己所能，發揮功能、造福學生。「相逢即是有緣、歡喜做甘願
受」，我珍惜每個與我相處的人，無論是學生、家長、同事、朋友等，我
都希望能如一盞燈照亮周圍的人，帶給人溫暖！感謝我教過的學生和服務
過的個案們，因為你們讓我生命如此精彩有意義。
勉勵自己，在退休之後繼續為身心障礙的學生及家庭服務，提醒自己

「莫忘初衷」，並期許自己成為教育界的終身志工，帶著教育夥伴及孩子
們不斷地往前走，深深期盼著，盡己所能，服務更多人。

因「緣」投入  為「愛」獻身

郭 素 珍
臺南大學96級特教教育學分班

臺灣省立教育學院科學教育學系數學師資組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研究所碩士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數學教育組博士

曾任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助教、兼任講師

現任國立彰化特殊教育學校教師兼實習輔導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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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教育工作27年來，很感恩能在不同的位置上發散

並擴大影響力，建構熱心付出、創意無限的團隊一起努

力，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只要愛得夠深，沒有什麼不可

能，就會找到可著力之處，讓孩子們徜徉於自信的天空，

擁抱熱情與希望；我們傳遞的能量，感動更多的老師，就

能造福更多的孩子。教育是一條無止盡的道路，我會繼續

用心辦教育，堅持懷抱熱情，感染周遭每個人，營造有溫

度的校園，用生命成就學生，用典範造就傳奇。

創新經營「軟」「硬」兼施   
創造優質品牌特色校園

洪 榮 進

臺南師院81級

臺南大學國教所學校行政碩士

曾任�教師、組長、訓導、總務及輔導主任、教育局

課程督學、府會連絡人、臺南市中西區協進國

民小學校長

現任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校長

傑出校友
行政類

傑出校友
行政類

感謝母校的培育，今後我將持續踏穩腳步在教育的路

上，努力扮演好「經師」與「人師」的角色，讓師生能充

分地學習並有著豐富的愉悅與感動，讓師生在教育的路上

都能擁有美好的回憶與眷戀，並弘揚南師「仁智誠正」的

精神，讓南師人的精神能在澎湖離島發光發熱。

離島教育的開拓者

葉 萬 全

臺南師院84級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國小組長及主任、澎湖縣望安鄉花嶼國民小學

校長、澎湖縣望安鄉將軍國民小學校長

現任澎湖縣西嶼鄉合橫國民小學校長

能在南師求學是我的福氣，能獲選為傑出校友更是備

感榮幸。衷心感謝母校師長的諄諄教誨與培育，讓我有足

夠的智慧和勇氣，能在學術研究與教育的道路上，逐漸走

得穩健而踏實。期許母校的學弟妹們，秉持著勤奮篤實的

做事態度，在求學期間好好把握每一個可以學習和鍛鍊自

己的機會，為自己的未來儲備好前行的動力，創造有意義

的成功。同時也要時時感恩、惜福周遭人事物帶給我們的

省思和成長。

特殊教育研究的尖兵

劉 惠 美
臺南師專79級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研究所碩士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聽力與言語科學系博士

曾任�國小教師、視障巡迴輔導員、美國華盛頓大學

助教、研究助理、博士後研究員、訪問學者、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助理教授、副教授

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教授、科技部

教育學門召集人

傑出校友
學術(含創作)類    

傑出校友
學術(含創作)類  

當選「傑出校友」除了意外，更多的成分是不好意

思。我既不能虛矯的說「得之有愧」，更不能無禮的說

「却之不恭」，畢竟，在文學創作以及部落文史工作上，

我確實一直努力，不過那也僅僅是自己的選擇與投入，談

不上能為母校增添光彩。但或許，母校看到了我源自臺灣

文化研究所的訓練，所養成的韌性與堅持，在創作與研究

的領域持續有所成果，而給予了這個獎項，這令我感到無

盡的榮耀與感激。我允諾，將背負著校譽與榮耀，持續創

作與發表，努力不輟。

部落視角的文學創作者

林 二 郎

臺南大學94級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陸軍官校土木系

曾任陸戰隊軍官、本校軍訓教官

現任部落文史工作者、專職作家

傑出校友
服務類

來美國50年，接獲母校黃宗顯校長道賀，知悉被選為

第32屆傑出校友，深感榮耀、喜悅、感恩，感謝母校老師

們的教澤恩情。

華語文化及音樂藝術之傳揚為己任

顏 文 雄

臺南師範42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音樂組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音樂碩士

美國�加州大學民族音樂研究所The�Degree�of�

Candidate�in�Philosophy�of�Music

美國世界大學音樂文化哲學博士

曾任�國小教師、國高初中教師、講師、教授（臺灣

和美國）

現任美國羅省中華文化學院院長

傑出校友
服務類

今年適逢母校121週年校慶暨48級60週年級友會，萬

想不到，我也能在此時榮獲傑出校友這至高無上的殊榮，

內心充滿感恩、愉悅之情，不知何以回報。如今紅樓依舊

在，時時都在培育更多的菁英，但願能永遠依在紅樓的懷

抱中。衷心祝福母校校運昌隆，永不止息，永遠，永遠—

紅樓師恩盈溢終身

葉 修

臺南師範48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中等學校教師及教

育行政人員暑期進修班」

曾任�教師、教學組長、「中華民國抗癌人協會」創

始會員、理事、常務理事、理事長、《抗癌人

雜誌》編輯、執行編輯

現任財團法人「十方禪林」文教基金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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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校友通訊臺南大學校友通訊

母校為慶祝紅樓兩甲子風華，特別製作限定紀念品，

如右圖示。

延續紅樓兩甲子的熱情

凡捐款至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

1 銀幣已送罄，感謝校友們的支持！

2 1,000元以上者，贈送「120週年保溫杯」1只，所剩數

量不多，敬請把握！

3 500元以上者，贈送「120週年馬克杯」1只，所剩數量

不多，敬請把握！

紅樓兩甲子系列活動

紀念品大放送

財團法人國立臺南大學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捐款專戶

郵政劃撥
戶名： 財團法人國立臺南大學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
帳號：31294422

銀行匯款
銀行：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臺南分行
戶名： 財團法人國立臺南大學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
帳號：00600100005877
銀行代碼：8050067

公告

校務基金捐款芳名錄
 (108.07.01∼108.11.30)

◎捐款用途：攜手點燈品學兼優助學計畫

姓名 捐款金額($)

王恭亮 50,000

吳○○ 25,000

林○○ 25,000

邱慈意 200,000

真愛密碼 50,000

財團法人志光林進榮教育基金會 50,000

財團法人國立臺南大學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 705,439

郭福文（社團法人台南市雲林同鄉會） 200,000

陳金雄 150,000

陳淑貞 200,000

黃○○ 50,000

黃○○ 50,000

葉修 100,000

漢謄建設有限公司（社團法人台南市雲林同鄉
會）

50,000

賴欽麃（社團法人台南市雲林同鄉會） 50,000

謝金美 50,000

◎ 捐款用途：本校民俗體育發展中心所承辦之「全國各級學
校民俗體育競賽」所需之相關費用

姓名 捐款金額($)

中華龍鳳獅文化運動總會 6,000

功群台寳股份有限公司 6,000

卡斯伯有限公司 6,000

◎其他捐款用途

姓名 用途 捐款金額($)

蔡○○「紀念
蔡明海先生」

「蔡明海先生獎助學金」及「攜手
點燈品學兼優助學計畫」

100,000

尹○○ 李寶珠教授紀念獎學金 20,000

陳百棟
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學雜費全額補助
千萬基金

5,000

國立臺南大學
108級畢業生

圖書館購書 50,000

（依用途及姓氏筆畫排序）

姓名
捐款金
額($)

級數

68級丁班 5,000 68

68級級友會 52,102 68

王福村 5,000 50

台灣高揚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

204,136 

佘惠美 1,000 49

吳明亮 2,000 67

吳明根 600 83

吳玲君 1,000 68

吳淑惠 1,000 80

宋瑞美 2,000 68

沈依嬋 6,000 95

沈明宏 1,000 83

卓松富 3,000 43

周育義 1,500 68

林○○ 20,000 

林碧吟 1,000 68

邱仲軒 5,000 91

邱進仕 2,000 68

邱福慶 2,000 66

姜義 3,000 50

洪永清 30,000 

洪幸美 1,500 89

秦旭昇 3,000 95

姓名
捐款金
額($)

級數

張金玲 2,000 68

張清榮 8,000 

張惠玲 2,000 68

張愛珠 1,000 68

莊小慧 1,000 68

郭秋蓮 2,000 68

陳金蘭 1,500 68

陳俶花 2,000 63

陳雲娥 2,000 46

陳義弘 3,180 51

曾藍瑩 2,000 68

黃秀娟 500 76

黃美麗 1,000 68

黃國禎 1,000 81

黃寶燕 1,000 68

楊金葉 3,000 86

臺南應用科技
大學

1,600 

蔡江東 300,000 

鄭雅爽 600 47

謝金美 50,000 52

謝碧雪 1,000 68

蘇美麗 1,000 68

（依姓氏筆畫排序）

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捐款芳名錄
(108.07.01∼108.11.30)

【更正啟事】

    本刊第88期「校務基金捐款芳名錄」，戴秀弘先生

捐款「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學雜費全額補助千萬基金」

金額為1萬元整，原金額誤植，特此更正並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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