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 校 自

1899年創校迄

今，歷經師

範、師專、師

院與大學，橫

跨3個世紀，

為歡度121歲

生日，特舉辦

了一連串校慶

活動。黃宗顯

校長及師生特於去（108）年12月2日上午至創校地點三山國王廟點

燃聖火，並在府城校區紅樓前舉辦校慶開鑼揭幕，象徵南大在地深

耕、永續傳承之意。

校慶開鑼揭幕由黃宗顯校長、附中陳森杰校長、附聰陳秀雅校

長、附小許誌庭校長及師生們共同參與，敲響121週年校慶的銅鑼

12聲響，並為121週年校慶主題標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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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宣告121週年

校慶系列活動正式開跑。

接著，12月14日熱烈慶祝創校121週年校慶，上午9時於操場舉

行運動會開幕典禮，由黃宗顯校長帶領所有師生歡喜迎接生日盛

宴，下午2時30分於中山體育館舉行慶祝茶會暨傑出校友頒獎典

禮，表揚特殊貢獻獎、第32屆傑出校友，並致送感謝狀給各項捐款

與獎助學金捐助者，場面熱鬧溫馨。

運動會開幕典禮到場祝賀貴賓包含前教育部吳鐵雄次長、臺南

市政府教育局鄭新輝局長、王家貞市議員、蕭泰華區長、校友總會

吳東林理事長、陳金雄名譽理事長、各級學校代表及校友等。各學

系學生活力十足，以別出心裁的裝扮進行創意進場表演，為校慶開

啟歡樂序曲。黃宗顯校長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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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異的辦學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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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

與全體師生同仁持續努力，展現特色並創造優勢。

下午的慶祝暨表揚典禮貴賓雲集，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前教

育部次長吳鐵雄及校友總會吳東林理事長、陳金雄名譽理事長等各

界代表、校友皆到場祝賀，讓典禮倍增光彩。今年度獲特殊貢獻獎

為陳淑貞老師、翁岳生前司法院院長、李茂盛董事長、邱慈意董事

長及町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黃校長由衷感謝獲獎者對學校的支

持，提攜後進，不遺餘力。接著，頒贈第32屆傑出校友共有8位，

教學類：徐子蔚、郭素珍校友；行政類：洪榮進、葉萬全校友；學

術（含創作）類：劉惠美、林二郎校友；服務類：顏文雄、葉修校

友。黃校長推崇當選者的傑出成就，希望藉此樹立典範，鼓勵學子

勇敢追求夢想，向著標竿前進，未來在各行各業發揮所長，成為學

校之光。

此外，對於捐款資助母校，也藉此機會致贈感謝狀表達謝意；

並邀請獎學金捐助者親自頒發獎學金給獲獎同學。最後，表揚今年

度獲業務績優暨創新人員2人、服務滿10、20及30年的資深教職員

工共13人，為典禮增添光彩，對於得獎者的表現，與會人員給予熱

烈的掌聲。

母校121週年校慶運動會閉幕典禮前上演每年緊張又刺激的體

育學系大隊接力競賽，吸引眾多師生與附近居民駐足觀賞，為母校

校慶增添熱鬧歡樂氣氛。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366期）

母校歡度121歲生日
校園大事紀

各地校友會點滴

母校校友總會於去（108）年9月28日教師節，舉辦一年一度的會

員大會，進行理事及監事的改選，由出席會員投票，順利選出理事21

名及監事7名。並於10月18日召開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中票選出7名

常務理事，並由68級校友、前總統府副總統警衛室少將主任吳東林將

軍接任理事長，承先啟後推動校友總會業務。

新任吳東林理事長從母校畢業後即投身軍旅，曾任總統府副總統

警衛室少將主任、海軍陸戰隊學校教育長、海軍陸戰隊司令部第三處

作戰官、訓練首席參謀官等職，並取得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博

士學位。吳東林理事長表示，昔日南師嚴謹的生活教育，以及通才教

育中習得的多元素養，使他面對軍中

嚴格的磨練時，仍得以自我調整保持

心中的熱情，開創人生道路。

校友總會新任常務理事6人，包括前教育

部次長吳鐵雄校友、致和證券董事長陳招棍校友、升富營造董事長曾

助雄校友、立銪集團總裁黃明榮校友、大成國中前校長翁資雄校友、

臺南市婦女權益促進會榮譽會長吳美滿校友。另理事14人，分別為正

銓企業董事長洪進益校友、前臺南一中校長張添唐校友、虎山實小校

長林勇成校友、前臺南海事校長陳海雄校友、屏東縣校友會理事長李

振芳校友、嘉義縣校友會理事長周育賢校友、母校教務長陳惠萍校

友、母校學務長邱敏捷校友、前澎湖縣教育處長葉子超校友、屏東大

學教育學院院長楊智穎校友、南華大學學務長柳雅梅校友、嘉義大學

教授陳政見校友、前朴子國小校長陳淑娟校友、安平國小校長林泓成

校友。

常務監事為前成功大學工設系教授林振陽校友，監事有前海埔國

小校長楊奇才校友、勝利國小校長葉和源校友、進學國小校長周生民

校友、前安定國中教務主任王福村校友、龍崗國小校長陳彥良校友、

母校師培中心主任卓國雄校友。

另前任理事長李登木校友、陳金雄校友獲聘名譽理事長，潘元石

校友、王金榮校友為名譽理事，吳新華校友、李國華老師、謝金美校

友為諮詢顧問。  （節錄自中華新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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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校友通訊臺南大學校友通訊

【開學後】

母校防疫小組因應疫情調整防疫措施，訂定「南大校園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應變計畫」，3月2日開學後，實施校園單一出入口，

全面量體溫。不論師生或外賓、民眾進出校園，府城校區一律由前

後門防疫站、榮譽校區由前門防疫站，得通過紅外線測溫區始得進

入校園。若體溫超過37.5度，由衛保組護理師評估及協助後續處

理。因應校園單一出入口設置，府城校區前後門側邊人行道劃設機

車臨時停車格，降低對師生的影響並維護校園周邊交通秩序。此

外，也對於上課、停課、補課等各項安心就學方案，以及招生考

試、校內集會活動辦理訂定詳細規範，並建置「雲端健康系統」，

落實師生健康自主管理，掌握師生健康情形。

為讓各地的學生了解開學後學校的各項防疫措施及檢疫動線，

透過學校防疫專區網站、學生社群、電子郵件廣為宣導，黃宗顯校

長及楊文霖副校長也帶領主管及同仁在開學前夕逐一檢視並模擬演

練，確保開學測量體溫動線順暢。開學當日，校內同仁排班協助檢

疫，退休同仁也自發性返校擔任防疫志工，展現南大南師人的團

結。師生們依序排隊量體溫，大部分都主動戴上口罩，秩序良好，

對於學校採取嚴謹的防疫措施表示認同與配合。

母校黃宗顯校長表示，面對嚴峻的疫情，學校採取嚴密的防疫

措施及各項彈性的就學方案，以全面性的防疫，讓所有師生及同仁

安心上班與學習。防疫工作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為了確保防疫

工作完整無疏漏，從開學起即實施多道的防疫措施，對師生、民眾

難免產生不便，敬請體諒與配合，希望大家一起共體時艱，為防疫

盡一分心力。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370、372期）

校園大事記

【開學前】

母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於春節期間即成立「南大校園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小組」，掌握疫情並研議校園防疫及就學措

施。防疫小組由黃宗顯校長擔任總指揮，依疫情變化隨時召開防疫

小組會議，進行疫情資訊蒐集宣導及校內疫情防護。2月4日防疫小

組會議決議108學年度第2學期延至3月2日開學，並取消開學典禮，

全面調查教職員生赴中港澳地區之接觸史，就註冊繳費、選課、修

課、考試成績、請假及休退（復）學、畢業資格及相關輔導協助機

制等面向，訂定彈性修業機制，讓學生皆能安心就學。

母校於2月10日前自港澳返校的10名港澳學生，採校內一人一

房集中健康管理，訂定港澳學生集中「居家檢疫」管理作業，由學

校指派專人專車至機場，將學生接送至獨棟宿舍進行居家檢疫，提

供具衛浴設備之寢室入住，三餐飲食專人送達，並由學務處同仁輪

值進行24小時關懷管理。10名學生已於2月25日完成14天的居家檢

疫，健康狀況均良好，並由母校衛生管理專責人員實施相關衛教課

程，強化學生防疫觀念。

而總務處及學務處為使全體家長、學生安心返校、返宿，安排

清潔消毒公司於2月25日進行全宿舍消毒作業，2月26日封舍一天徹

底落實消毒，2月27日先由委外的清潔公司進行宿舍公共區清潔打

掃，並於各樓層提供酒精、漂白水等清潔用品，待3月1日宿舍開齋

後，提供住宿生自行清潔。此外，2月28日針對校園之教學區、行

政區各大樓全面進行消毒，讓師生安心上課。

超前部署  全面防疫  安心就學

臺商邱慈意董事長為億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大陸臺商聯

誼會副會長，事業經營有成，為回饋社會及鼓勵清寒學生，邱董事長

自104年起每年捐助母校發展國語文多元學習課程，去（108）年更贊

助攜手點燈品學兼優獎助學金，扶助學子安心就學，5年來總捐助金

額達百萬。母校特於12月14日121週年校慶慶祝茶會中頒贈特殊貢獻

獎，感謝邱董事長對本校的支持以及對莘莘學子的提攜，希望藉由頒

贈特殊貢獻獎，表達全體師生的感謝之意，也期勉學子以邱慈意董事

長為學習榜樣，成為「擦亮自己、照亮別人」的南大人。

邱董事長在經商過程，有感於國語文能力對新世代學子的重要

性，邱董事長連續4年每年捐助20萬元，讓母校得以投入更多資源，

以最佳的練習場所及師資，深化語文課程及活動，提升學生語文能

力。母校學子在豐富的學習資源下，參與全國語文競賽佳績不斷，

104年8位同學進入前六名；105年抱回兩項第一名、三項第二名；106

年6位選手奪得前六名；107年勇奪兩項第一名、第二名及第三名各一

項的佳績。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367期）

臺商邱慈意董事長熱心教育

    攜手照亮學子未來

杜忠誥教授為日本筑波大學藝術學碩士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

文研究所文學博士，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所專任暨美術學系所

兼任副教授、明道大學國學研究所講座教授等職。作品曾三度獲全

省美展第一名、國家文藝獎、中山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等獎項，

多次於臺灣、日本與中國等國際美術館與藝廊展出作品。

母校為啟發與提升學子人文藝術素養，於108學年度邀請臺灣

書藝大師杜忠誥教授擔任駐校藝術家，上學期杜忠誥教授透過多場

演講、教學與師生交流，分享書法就像我們在各自的心中開闢筆墨

心田，種下一粒種子，無論是筆法工夫，或是與道合一的心靈層

面，只要用心培育，終將開花結果。每場演講受到熱烈迴響。

母校延續此一書法與生命意涵於本學期安排三場主題講座，3

月24日和3月25日杜教授以「書藝中的心靈美感」、「一代書篆大

家－王壯為」以及「賞、述、作、忘－道法四階論」為題，帶領師

生走進書藝世界的視覺饗宴，並分享自身書藝創作的四層次，陶冶

校內師生藝文涵養，也帶動南部地區文化藝術風氣。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374、375期）

駐校藝術家杜忠誥教授
引領師生享受書藝美感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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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活動看板

畢業一甲子  48級校友踴躍返校歡聚
去（108）年12月21日（星期六）是母校48級8班校友返校歡聚的

好日子，出席踴躍；啟明苑懷舊憶往，誠正大樓大合照，思源樓16桌

餐會，出刊通訊錄與紀念文集，隨喜贊捐攜手點燈助學計畫與校務文

教發展基金54萬餘元，媒體騰載，成果豐碩；母校黃宗顯校長、校友

總會吳東林理事長全程參與，均表稱許與讚揚。

陳金雄總召集人（前任校友總會理事長）表示，母校每年舉辦畢

業30、40、50、60週年級友會返校聯誼，各屆校友極為重視，尤其畢

業60年是最後一屆舉辦，雖然年屆八旬，8班校友們，特以每班增加

召集人2至3位，經過2次籌備會，積極鼓勵踴躍出席，達成「聚首道

驚喜，分手情依依」的世紀返校回憶。

48級校友諸多特色：或奉獻教育，或從事公職，或自行創業，總

以母校「仁智誠正、勤奮篤實」的師範教育精神，力爭上游，締創佳

績；參加校友總會人數多（30餘位），榮任部次長等政務官多（張有

惠、黃營杉、王得山、黃瀧

元、蔡榮桐、康炎村、黃振

福等），膺選傑出校友多

（32屆27位），回饋母校贊

捐額度多（50週年返校捐款

達215餘萬元、張見齊校友

歷年捐款達582餘萬元）、

林榮校友撰著《生於憂患，

知所奮發—收錄南師48位傑

出校友事蹟》等殊榮，光耀母校，令人感奮！

備極辛勞的各班召集人，忠班：王進吉、侯文雄、曾德華，孝

班：王水松、周乃文、楊耀雄，仁班：蘇料引、孫生法、許昭雄，信

班：林雪輝、田孟君、洪慧芬，義班：鍾琴、江美智、蔡東輝，特師

一：廖鴻池，特師二：陳金雄、張基泉，特師三：葉修、吳靜枝、徐

秀信。

詩文並茂的文集撰述者：陳金雄〈紅樓遊子  甲子歸來—寫在南

師48級畢業60週年級友聯誼會返校前夕〉、王水松〈戀戀紅樓—來去

南師‧長念師友〉、黃營杉〈結緣南師一甲子〉、蘇料引〈聽見響亮

的聲音—代邀請函〉及〈愛喝老同學泡的茶〉、王邦雄〈傳統與現代

的對話—談古典今銓的文化產業〉、林雪輝〈48級畢業60週年感

言〉、江美智〈心靈力量是21世紀健康的秘密武器  心靈的傷，身體

會記住〉、〈心靈維他命（大師語錄）〉、〈身言心語（身體內在自

我的聲音）：臺灣身心靈全人健康醫學會DM〉、蘇俐煇〈來美後的

第一份全職工作（My First Full time Job）〉等鴻文。

（48級級友會撰稿）

冬至前一天的上午9點，我心裡多少有點近鄉情怯的感覺，漫步

走進母校校門，警衛熱心的指點我：「參加南師48級校友會的同學，

請向右轉直走。」這時候，突然有一位看似陌生的長者，靠近我輕聲

的問：「請問你是哪一班的？」我愣了一下，就很快親切的回答他：

「我是孝班的。」「孝班？我怎麼不認識你？我也是孝班的啊！你是

⋯⋯？」他仔細的上下端詳著我，我連忙補上一句：「我是王春生

啊！」他恍然大悟，急忙拉起我的手，一面哈哈大笑的自我介紹：

「我是呂石焜！」難怪啊，都60年啦，往日的同班好友，時至今日竟

然認不出，我腦子裡立刻浮現了賀知章的詩句：「相見不相識，笑問

客從何處來？」

我到接待處報到簽了名，便開始在校園中尋找記憶中的夢。

我凝視著那嚴肅而親切的紅樓，好似回到60年前與同學們筆硯相

親的歲月，使我忘記了現實的世界。

音樂教室、勞作教室、視聽教室、圖書館⋯⋯等，有的改建了，

有的依然矗立在原地，伴隨著一年又一年，不斷進進出出的學子。

來到操場上，讓我想起當年上軍訓課，在教官的口令下，我們持

槍劈刺的那一幕，這一直就是令我感到自己年輕、刺激、驕傲的年

代；還有在雄壯的樂隊前導下，正步通過司令台的分列式，那整齊劃

一的隊形，直到如今還活生生的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2019年12月28

日，一個普天同慶

的好日子。清晨，

南師58級各班同學

紛紛趕車，投向母

校的懷抱。

早上9時之後，

同學陸續趕到，聚

集在啓明苑大門口

寒暄。甲班召集人陳文山、乙班召集人王燉欉、丙班召集人李永和、

丁班召集人徐碧珍忙著招呼同學。丙班朱善嘉熱心地拿著高級相機，

跑來跑去，專業地為大會捕捉珍貴的鏡頭、留下永恆的影像。

10時20分，大家在啓明苑演講廳坐定，開始級友聯誼會大會儀

式，大會司儀丁班鄭錦芳首先請大家起立為已故師長、同學默哀1分

鐘。接著大會主席甲班吳子京致詞介紹各班，各班同學依序起立，熱

情地喊出班呼。甲班有9人參加，大家喊：「寒松，寒松，衝衝衝，

繼續往前衝！」乙班有14人參加，齊喊：「旋風，啪啪啪，旋風，啪

啪啪！旋風，旋風，旋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丙班

有16人參加，用力喊出：「凌虹！凌虹！凌虹！加油！加油！加

油！」丁班有 3 0人參加，齊聲高呼：「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六五四三二一，綠園園丁永遠笑嘻嘻呀，笑-嘻-嘻！」大家容光煥

發，精神抖擻，高聲歡呼，贏得熱烈的掌聲。

在餐桌上，老同學們似乎又回到60年前的模樣，說說笑笑、毫無

忌憚的暢所欲言。就我們這一班來說，48年畢業的時候，原有48位同

學，經過60年之後，已有12位辭世，其餘的也有半數或因健康情形欠

佳、或因遷居國外、或因工作及家庭因素不能趕來與會的，今日能在

這裡現身的只有十幾位，但是我們都念念不忘的給他們祝福，也希望

讓他們知道，大家都很懷念他們。

田孟君同學，也是我孩子讀國中時期的老師，感謝她念念不忘的

一直關懷著她的學生；當她知道孩子如今也是3個兒女的父親了，田

老師不禁也搖頭感嘆，難怪我們都是一頭白髮了啊！

另外我在「級友會紀念集」中看到吳靜枝同學辭世的消息，心中

很悲痛，她是我的同學，也是我的同事，為人謙和好學、樂於助人，

禱念她在天之靈快樂。

我是民國45年進入南師

就讀；51年母校改制，又讀

完師專課程；76年改制師範

學院，也繼續進修過。母校

的紅樓，和我有親切的緣

份，祝福南師南大校運昌

盛，更感謝師長給我們的諄

諄教誨與栽培。

（48級王春生校友撰稿）

擁有街頭藝人證照的主席，拿起電吉他以「快樂的出帆」曲調為

大家獻唱：「今日是快樂的聯誼會的好日子，南師專58級回到母校的

懷抱裡。50年的分離，沒有把你忘記。大帥哥、大美女再度見面真歡

喜，彼此祝福相互勉勵，保重身體保持聯繫，60週年再相聚！保重身

體保持聯繫，60週年再相聚！保重身體保持聯繫，60週年再相聚！」

大家都熱情地高呼一定會保重身體、保持聯繫，60週年要再相聚！

母校黃宗顯校長及校友總會吳東林理事長接著上臺報告學校近

況，歡迎校友歸來。主席代表致送建校基金後，甲班謝江清、劉振

崑，乙班王燉欉、陳春興、汪榮林，丙班陳聯松、洪萬隆，丁班徐碧

珍接連上臺，介紹了班上同學近況。

在誠正大樓合影後，大家移往文薈樓地下1樓聚餐，舉杯相互祝

福，暢訴離情，朗爽的笑語迴響四起。畢業50年，漫長的歲月，大家

雖已年近古稀，但心仍是那樣地年輕。昔日5年南師生活點滴，同學

情誼，永在心中。再度相聚，每個人都有講不完的故事，畢業50週年

重聚，成為大家難忘的回憶！

相見時難別亦難，「都門帳飲無緒，方留

戀處，蘭舟催發」乍相逢，臨別又匆匆，依依

南師惜相送，林梢已是夕陽紅，50年往事已

迷濛，都在相思夢中。

58級同學們：保重身體、保持聯繫！期

待60週年再相聚！

 （58級吳子京校友撰稿）

相見時難別亦難—58級級友聯誼會側記

南師畢業60週年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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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捐款芳名錄  (108.11.28∼109.03.31)

校務基金捐款芳名錄  (108.12.01～109.03.31)

歷年捐款資料，請參閱母校網頁（http://www.nutn.edu.tw）下方「捐款芳名錄」

公告

母校為慶祝紅樓兩甲子風華，特別製作120週年限定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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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元以上者，贈送「120週年保溫杯」1只及「120週年紀念

專書」1本，所剩數量不多，敬請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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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本

中心今(109)年度停辦就業博

覽會徵才活動，改以線上徵

才或小型職涯講座辦 理，相

關資訊將於6月公告於母校網

頁，歡迎參閱。

【更正啟事】
本刊第88期第2版「全運會
勇奪4金2銀  郭祝府校友回
饋母校頒發獎金」，共發
出5萬元獎金，特此更正。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48級級友會 76195 48

78級級友會 54578 78

丁媖雯 2100 

方曉苓 500 78

王水松 30000 48

王合 2000 71

王信貴 20000 58

王美晴 2100 

王進吉 30000 48

王曉婷 2100 

幼教系系友會 2211 

田孟君 121015 48

白華枝 2100 

石素瑜 5100 

朱若梅 100 

江佳芸 300 

何佳真 1000 93

吳秀津 2100 

吳麗媛 2100 

呂卓娟 100 

李旭純 2100 

李宜學 500 78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李敏鳳 2100 

李淑娟 2100 

李連珠 2100 

杜怡靜 300 

杜美櫻 2100 

私立臺南仁愛
之家

50000 

私立瀛海高級
中學

1000 

周育賢 10000 78

林召曼 500 78

林幼雄 300 58

林妙徽 2100 

林宜璇 2100 

林畇彤 300 

林哲毅 2000 84

林淑美 2100 

林翊楨 100 

林貴香 2100 

林慈海 100 

林聖曦 2100 

邵長靖 100 

施芸瑾 4200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施雅玲 500 78

洪阿滿 1200 62

洪勁亭 2100 

洪啟民 100000 47

洪慧芬 10000 

郇小春 2900 

音寶有限公司 10000 

孫生法 10000 48

孫鈴翔 11668 

秦旭昇 2000 95

翁琪雯 12000 

財團法人東和
音樂學術研究
獎助基金會

10000 

高德馨 100 

國立台南女中 2000 

康淑娟 2100 

張晏甄 2100 

許淑萍 100 

許曉露 2100 

郭怡吟 2100 

郭秉彥 2100 

郭阿華 2000 48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陳佳君 300 

陳怡文 500 78

陳怡伶 2100 

陳怡靖 2000 

陳金雄 11500 48

陳素娥 6000 58

陳梅碧 2000 75

陳雅圻 300 

陳瑞柳 10000 51

陳聖芳 100 

陳嘉興 2100 

陳曉涵 100 

陳韻如 2100 

傅慧芳 2100 

彭敏嘉 2000 

曾助雄 11500 50

游明芳 4200 

馮文美 5000 48

黃好 10000 48

黃良艷 30000 48

黃武村 1000 81

黃惠雀 500 78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黃菁媚 2100 

楊珮萱 300 

楊淳惠 300 

楊惠純 2100 

楊耀雄 30000 48

聖功女中 1000 

臺南市立中山
國民中學

1000 

臺南市立忠孝
國民中學

1000 

趙崇祈 4100 

德光中學 1000 

潘彥慈 1000 67

蔡孟芬 500 78

蔡雅憓 300 

顏綺真 2100 

顏慧敏 2100 

羅心玫 2600 

蘇玉琴 3000 80

蘇料引 30000 48

蘇順輝 2100 

（依姓氏筆畫排序）

◎捐款用途：攜手點燈品學兼優助學計畫

姓　　　名 捐款金額 ($)
王得山 100,000

江○○ 5,000

吳○○ 25,000

李○○ 5,000

林○○ 25,000

真愛密碼 50,000

賴○○ 10,000

龔○○ 5,000

◎ 捐款用途：本校民俗體育發展中心承辦
之「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姓　　　名 捐款金額 ($)
功群台寳股份有限公司 6,000

卡斯伯有限公司 6,000

寶島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6,000

◎其他捐款用途

姓　　　名 用　　　途 捐款金額 ($)
王金榮 王金榮、曾靜子體育獎學金 150,000

周煥臣
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學雜費全額補助千
萬基金

3,000

徐正龍
國立臺南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之「基
因調控分子醫學實驗室」研究專用

300,000

財團法人中華
跨域管理教育
基金會

行政管理學系「2020年台灣公共行
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暨國際
學術研討會」

150,000

財團法人中華
跨域管理教育
基金會

行政管理學系「台灣政策模擬教育之
現況、問題與展望」論壇

500,000

財團法人台南
市奇美文化基
金會

2020視覺藝術與設計學術研討會 5,000

財團法人劉羅
柳氏文教基金
會

學生職涯諮商業務費，「財團法人劉
羅柳氏文教基金會學生就業輔助」

50,000

（依用途及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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