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校走過122年的崢嶸歲月，感謝歷任校長、師生同仁的群策群

力，以及全體校友與社會各界的關愛支持，讓母校在優良基礎上日漸

茁壯，賡續輝煌。校務評鑑、師培評鑑以及系所評鑑全數通過，獲教

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累計達1億4,588萬元，辦學成效頗受肯定。

這一年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威脅，母校師生同仁團結一

心，以完善的校務治理機制，建構安全健康校園，師生持續力求

突破，疫情影響下仍繳出亮眼成績。教師期刊論文發表約300

篇，執行政府科研補助、委辦計畫及產學合作之經費逾5億元，

並榮獲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學生部分，超過

160名校友（含應屆生）通過教師甄試成為正式教師，特殊教育

學系李文煥博士生榮獲總統教育獎，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陳羿如

碩士生榮獲全國美術展油畫類金牌獎，教育學系郭玫君同學榮獲

教育部「Cool English線上英語學習平台」教案設計國小師資生

組第一名，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學生團隊榮獲中技社AI創意競賽

第一名，各學系學生參與各項競賽亦屢創佳績。 

為實踐具在地特色且與世界接軌的校務發展願景，母校致力

提升教學研究能量及落實社會服務責任，並積極爭取建設更優質

的教學與學習環境。衷心感謝校友與社會各界慷慨解囊以及教育

部大力支持，母校自行籌建的經濟弱勢學生宿舍（淑慎樓）已順

利進行設計興建作業，教育部亦於本（109）年9月同意補助新建

府城校區教學研究大樓及綜合活動大樓。期盼在不久的將來，讓

各位看見更具歷史文化、人文風采、及創新多元的母校。

感謝各界貴賓及校友蒞臨參與校慶慶祝活動，與我們同享生

日喜樂、獻上祝福與鼓勵，有各位的支持，學校更能大步前進、

邁向卓越！

校長 2020.12

校 園 大 事 紀

母校於12月4日上午舉辦122週年校慶迎聖火及揭幕開鑼活動，

校長帶領校內師生前往創校地點─臺南市三山國王廟點燃聖火，並

邀請附屬中學、附設實驗小學、附屬啟聰學校師生，全學園齊聚府

城校區紅樓前，一同敲響122週年校慶的銅鑼12聲響，鏗鏘有力的

鑼聲響起，宣告校慶系列活動正式熱鬧展開。

每年校慶前夕，校長及師生前往三山國王廟點燃聖火，象徵在

地化、傳承續以開創之意。黃宗顯校長表示，學校走過122年的崢

嶸歲月，感謝歷任校長、師生同仁的群策群力，以及全體校友與社

會各界的關愛支持，讓南大在優良基礎上日漸茁壯，賡續輝煌。

點燃聖火後，黃宗顯校長、校友總會吳東林理事長及附屬中

學、附設實驗小學、附屬啟聰學校等全學園師生，於府城校區紅樓

前為122週年校慶揭幕開鑼。揭幕典禮於音樂系管樂團輕快的樂聲

中揭開序幕，續以俏皮可愛的附小幼兒園小朋友帶來為你加加油舞

曲、附聰學子以手語歌舞的慶賀校慶、南大熱舞社團員展現青春熱

情的舞步，以及邀請臺南市玉井國小八極拳社團展演套路和擊破，

各項精彩的表演，齊為122週年歡欣慶賀。最後，由母校與附小、

附中、附聰4位校長及學生代表共同敲響122週年校慶的銅鑼12聲

響，並為今年校慶主題標語「臺南人文薈萃鯤島揚教化 大學作育

菁莪寰宇展風華」揭幕，現場喜氣洋洋、熱鬧滾滾。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392期）

幸福南大 歡慶122週年

122週年校慶

幸福揭幕開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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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校友通訊臺南大學校友通訊
傑出校友
行政類

109年度特殊貢獻獎暨第33屆傑出校友 風雲錄
特殊貢獻獎  

因喜愛書法，不忍傳統國粹被遺忘，持續盡己棉薄之

力，於數所大學及中小學推廣書法，希望將書法往下扎

根，並持續挹助國語文學系，鼓勵學生進行書法研究，致

力於將傳統文化發揚光大。

蔡江東

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博士

冠南有限公司總經理

聯江企業董事長

從小，我就希望能讀臺南大學，這是父母藏在心裡已

久，但我一直無法為他們實現的心願。2011年，我終於如

願進入南大博士班，與教授、同學們一起在紅樓學習的景

象仍歷歷在目，從海大航管系至南大教育系的跨領域學

習，感謝教授們的教導提攜，讓我能帶著美學的教育思

維，以兼容並蓄、更具彈性的觀點看待教育。

感謝母校師長們的培育，讓我能感受到教育工作帶來

的快樂，能以欣賞孩子的心，發掘孩子的潛能，更能從孩

子的笑靨裡，感受教育的幸福。

天上的爸爸，您看見了嗎？我終於實現您的心願，進

入臺南大學就讀，更有幸獲選為傑出校友，希望天上的您

能以我為榮！

首先感謝永遠支持的家人，太太瑋琦相知相伴和包

容，才讓我在家庭、事業及專業圓滿如意。其次感謝母校

師長的教導，博班指導教授尹玫君老師以溫暖笑容和嚴謹

治學，引領我探索浩瀚的教育殿堂；博班授課與大學導師

歐陽誾和鄒慧英老師，奠定我的教學專業，開拓學術視

野。最後感謝洪榮進校長，以身作則，傳承行政領導，葉

和源校長充分信任讓我發揮所長，更感謝崇學國小全體教

職員生的協力！我以身為南師人，在南大榮獲傑出校友深

感驕傲！

全力付出發現孩子的可能

葉雅菁

臺南大學教育系博士106級

曾任雲林縣崙背鄉豐榮國民小學教師、訓育組長

現任雲林縣崙背鄉豐榮國民小學教導主任

投注教育　戮力奉獻

張琬翔

臺南師院初等教育學系93級

花蓮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行政與領導研究所教育行政碩士

臺南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博士班教育學博士

曾任�佛光山臺東縣私立均一國民中小學教務及資訊組

長、新北市三峽區龍埔國民小學課研組長

現任�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教師兼課研組長、臺南大

學教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教育部科學教育計畫協

同主持人

獲悉當選為本屆傑出校友，深感榮幸也深覺惶恐。感

謝母校師長的肯定與鼓勵，在此畢業滿43年即將退休的時

刻，獲此殊榮。回顧離開母校後近40多年的歲月裡，我都

是一個最平凡的師專生，僅是一本初衷克盡職守，做個盡

本分的基層教育者，始終堅守澎湖離島偏鄉的教育工作。

年輕時南師求學時光令人難忘，畢業後投身基層教育

工作，長期受到母校師長學長的照顧與提攜。這份榮譽更

提醒著我今後要倍加努力，秉持初衷，百年樹人、無私奉

獻，以期不負南師人之使命。

教育是一種「人影響人、生命影響生命的希望工

程」，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也說：「教育的

本質是一棵樹搖晃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

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教育領導的歷程就是正向的影響

與塑造。古人有云：「園有百花庭自芳」，尊重教師的教

學自主權，提升教師自我增能，肯定自我的能力與動機，

會激發老師的教學能力。美式足球教練霍茲提醒他的隊

員：「能力是你能做什麼，動機決定你做什麼，態度決定

你做得如何。」可見在教學的歷程中，動機就是一切。學

校經營者更要激發每一位學生的學習動機，培養其終身學

習的習慣。更由老師所展現出來的尊重與同理心，學生也

學習到體諒差異與關懷弱勢。如此一來，教育方能有其成

效，「全人」的教育目標才有得以實現的一天。感謝母校

引領我成長茁壯，讓我有能量一直在教育園地中奉獻。現

在個人行有餘力，在母校擔任兼任助理教授，期待能奉獻

一己心力，發揮「金針度人 耕耘福田」的精神與力量。

終身奉獻　堅守偏鄉離島教育

許進來

臺南師專66級

高雄師院教育系

臺南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

曾任�國小教師及主任、澎湖縣望安鄉望安國民小

學、西嶼鄉內垵國民小學、湖西鄉隘門國民小

學、馬公市中興國民小學校長

現任澎湖縣馬公市東衛國民小學校長

金針度人　耕耘福田

黃俊傑

臺南師專76級

臺南師院進修部初等教育系82級

高師大教育學系碩士、博士

曾任�國小教師、組長、主任及校長、大學兼任講師及

兼任助理教授

現任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校長

傑出校友
教學類

傑出校友
教學類

傑出校友
行政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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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
學術(含創作)類    

傑出校友
學術(含創作)類    

109年度特殊貢獻獎暨第33屆傑出校友 風雲錄

從不認為自己傑出，有的只是長期專注一件事後，天

時、地利、人和匯聚下的意外。感恩陳惠萍副校長的推

薦，感謝15位評審的肯定。

師專5年影響一生。南師在當時9所師專中相對校風開

放，提供了許多社團供莘莘學子探索、學習；結交了一群

「勁竹」兄弟，豐富我的生活。5年的校園生活，我不是

在彈吉他、唱歌，就是在球場的路上，今日卻因攝影創作

而入榜第33屆傑出校友，真是意外！

將影像化為詩意的視覺觀察家

黃勝鳴

臺南師專76級

臺南師院進修部82級

東華大學花蓮師院社會科教學碩士

曾任國小教師、組長

現任藝術攝影創作者

獲選為母校第33屆傑出校友，首先感謝母校師長的栽

培，特別是碩士班指導老師吳鐵雄教授，啟發我研究的興

趣、奠定學識的基礎，讓我能在教育崗位上擁有源源不絕

的能量，不斷地自我超越與自我實現。

其次感謝評審委員的青睞，獲選為母校傑出校友，這

是教育生涯的肯定，也是一份榮耀！我會帶著這份榮耀繼

續貢獻所學、服務社會，讓我們的教育更加美好！

數位科技融入教育

陳新豐

臺南師院88級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曾任�國小教師、國民教育輔導團資訊科輔導員、屏

東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

現任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傑出校友
服務類

接獲母校黃校長的道賀電話，內心澎湃不已。余乃一

介平民，並無顯赫功績，亦無非凡成就，只有服務社會的

熱忱。離開母校一甲子，行將八十，竟能獲選母校傑出校

友，感恩母校的關懷與勉勵，自然百感交集。

母校南師孕育余成長，教導余為人處事之道，培養余

將逆境轉為逆增上緣的心境，恩同再造。

謹將此項殊榮，獻給曾經助余的師長、同學、親友，

願大家共同分享這份難得的喜悅與榮耀。

感謝母校及黃校長的厚愛，謹祝母校校運昌隆，校

長、師長身體健康，學弟妹身心愉快，學業進步。

積極投入社會服務之法律人

陳里己

臺南師範49級

臺南師專54級

觀護人高考優等及格

司法官特考及格

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班第13期結業

曾任�國小教師、觀護人、檢察官、法官、律師

現任�吉安醫療社團法人吉安醫院暨附設護理之家董

事長、中華元英慈愛會理事長、銘里律師事務

所主持律師

傑出校友
服務類

能夠獲選為母校第33屆傑出校友，深感榮耀與欣喜，

想想40幾年前曾經在那求學受教的景象，師長的諄諄教

誨、有如親人般相處的同學們，一切仍歷歷在目，內心總

是充滿感恩、懷念之情。

畢業後，不論從事哪項工作都大致順遂，非常感念母

校給予扎實的啟蒙教導，目前仍在社會教育的領域中貢獻

所長，這是我人生中難得的歷程。未來，我更期望能秉持

這份熱情與意志，繼續作為社會服務教育的一棵長青樹。

社會服務教育的長青樹

施才憲

臺南師專64級

成功大學交通管理學系

中山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碩士

曾任�國小教師、銀行辦事員、國稅局稅務員、大學

兼任講師

現任聯德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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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校友通訊臺南大學校友通訊
各縣市校友會訊息

公告

【校友總會】

◎108年4月22日召開第2屆第8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8年9月9日召開第2屆理監事聯席第3次臨時會議。

◎108年9月28日召開第3屆第1次會員大會，選舉第3屆理事、監

事。

◎108年10月18日召開第3屆第1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選舉第3屆常務理

事、常務監事、理事長。

◎109年5月27日召開第3屆第2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

◎109年9月11日舉辦「母親教我的

歌—張惠玲與郭南慧聯合音樂

會」。 

◎109年11月21日舉辦第3屆第1次會

員聯誼活動「港都風情一日遊」

暨第3屆第3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第3屆第2次會員大會。 

【臺北市校友會】

◎108年3月4日函報社會局會員大會改選相關事宜。

◎108年3月11日奉社會局核發黃南輝理事長當選證明。

◎108年4月14日校友參加53級校友黃阿修女兒顏華容鋼琴家獨奏

會。

◎108年5月18日召開第10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108年6月30日黃南輝理事長、張清楚校長及總幹事連袂慰問榮譽

理事長陳希典。

◎108年7月8日校友蔡先口仙逝，張清楚校長代表校友會參加公

祭。

◎108年8月1日祝賀77級張鍾榮校友榮任桃源國小校長。

◎108年9月6日召開第10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感謝張淑媛學長提供

場地。

◎108年12月16日辦理會員冬季旅遊暨第10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宜蘭

縣羅東落羽松、龍潭湖步道。

◎108年12月30日校友蔡金樺仙逝，張清楚校長代表校友會參加公

祭。

◎109年4月14日張清楚校長及總幹事連袂慰問前任校友會總幹事陳

顯榮校長。

◎109年9月6日邀請曾國烈校友進行「數位時代的金融面貌」講

座，並召開第10屆第5次理監事會議。

【新北市校友會】

◎108年3月30日舉辦108年南師校友會活動。

◎108年12月13日召開理監事會議。

◎預計109年12月召開理監事會議。

【桃園縣校友會】

◎108年5月舉辦校友聚會。

◎108年12月舉辦校友聚會。

◎109年9月舉辦校友聚會。

◎預計109年12月舉辦校友聚會。

【臺南市校友會】

◎108年11月13日召開第2屆第6次理監事會議。

【高雄市三山校友會】

◎108年4月10日召開第6屆第1次會員大會，選舉第6屆12位新任理

監事。

◎108年4月10日召開第6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選舉余添義理事

長及黃耀進監事主席。

【屏東縣校友會】

◎109年9月4日召開第1屆第4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109年11月28日召開第1屆第5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及第1屆第2次會員大會

暨環境教育參訪活動。

【澎湖縣校友會】

◎108年6月22日召開第7屆第1次會員大會，選舉第7屆理監事。

◎108年12月13-14日，由陳理事長智賢援例率領理監事及校友，返

母校參加校慶活動，祝賀母校校運昌隆。

◎109年7月3日召開第7屆第2次會員大會。

◎109年11月9日召開第7屆第3次理監事會議。

◎109年12月18-19日，由陳理事長智賢援例率領理監事及校友，返

母校參加校慶活動，祝賀母校校運昌隆。

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捐款芳名錄
(109.09.01∼109.11.30)

校務基金捐款芳名錄
(109.09.01∼109.11.30)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81級進修部暑

期初教丙班
41000 81

幼教系系友會 6500 

余欣潔 2000 97

吳月鄉 2000 81

李文章 2000 66

李玉華 2000 69

李連珠 1000 

李萍娜 2100 

林○○ 20000 

邱仲軒 5000 91

邱順發 1500 49

郇小春 20000 

翁永澧 3000 48

張清榮 8000 

張靖敏 5000 79

許宛萍 2100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郭祝府 20000 47

陳水却 5000 57

陳慎謙 2000 83

陳瑞柳 10000 51

陳義弘 2000 51

陸麗雪 2000 

楊讚 10000 44

葉佩旻 2100 95

臺南師專70級

美勞組
20000 70

蔡江東 300000 

蔡順勝 2000 93

蔣麗珠 1500 80

蕭素鑾 2000 59

謝端福 1500 63

龔彩鸞 100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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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柏盛開發有限公司 200,000

翁岳生 500,000

陳淑貞 400,000

黃○○ 100,000

◎捐款用途：李寶珠教授紀念獎學金

姓名 捐款金額($)
王○○ 3,000

黃○○ 3,000

◎其他捐款用途

姓名 用途 捐款金額($)

李宗原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學生獎助學金
200,000

邱慈意 本校桌球校隊使用 10,000

（依用途及姓氏筆畫排序）

各縣市校友會訊息

校務基金歷年捐款資

料，請掃QR code詳
見捐款芳名錄

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歷年捐款資料，

請掃QR code詳見捐款芳名錄

財團法人國立臺南大學
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捐款專戶

國立臺南大學
校務基金捐款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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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匯款

◎銀行：臺灣銀行 -臺南分行

◎戶名：國立臺南大學 401專戶

◎帳號：009036071199

◎銀行代碼：004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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