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內疫情嚴

峻，各級學校畢業

典禮皆改採線上視

訊或停辦，母校於

6月6日在府城校區

啟明苑演講廳舉行

110級線上畢業典

禮，雖然形式改

變，仍依原畢業典

禮的程序隆重進

行，黃宗顯校長勉

勵 1 , 4 1 0位畢業

生，堅定理想、勇敢逐夢，創造璀璨美好的未來。

黃宗顯校長代表全體師長透過線上視訊向畢業生祝賀畢業與送

上祝福，並為現場代表同學進行撥穗及頒證。此外，典禮中穿插畢

業生在校期間之學習與活動花絮影片，並播放預錄的母校特有畢業

祭孔儀典讀告聖文、畢業生代表致詞及創作畢業歌等，讓畢業生即

便採線上視訊參與，仍有正式隆重的畢業典禮。

黃宗顯校長致詞表示，過去一年多來，雖然疫情改

變大家的生活及學習方式，但師生們團結合作，守護了

彼此健康及校園安全，並在師長用心帶領下努力學習，

在各項競賽及展演都有亮眼表現。黃校長肯定每一位畢

業同學都是優秀的人才，並以學習感恩、自我肯定與懷

抱夢想勉勵同學，期許畢業生讓夢想成為人生的導航，

用熱情堅定信念、用行動實踐理想，並將所學服務人

群、回饋社會，創造生命的價值。

接著，姜麗娟教務長宣讀博士

學位16人、碩士學位458人、學士學

位936人，共計1,410位畢業生獲得學

位，由畢業生代表博士班張國輝、碩士

班林彥良、學士班王鍵樺等3名依序逐一入

場，接受校長撥穗與頒證，並由司儀宣讀學行優良獎，智育、德

育、音樂、美育、體育、市長獎、議長獎、志學獎、僑生優異獎等

61名獲獎畢業生，恭賀所有畢業及獲獎同學。

除了撥穗頒證的正式儀典，也播放由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王鍵

樺、曾昱涵、盧鈺婷三位同學代表畢業生的致謝詞影片，展現大學

生的熱情及對師長的感謝，以及以《南大，府城ㄉ古早味》為創作

主題的畢業歌，由諮商與輔導學系碩士生許儷馨、楊竣煒共同創作

與演唱，透過他們的歌聲，傳達出畢業生在學習旅程的點點滴滴與

歡樂回憶。

母校110級線上畢業典禮在溫馨隆重中，完成大學殿堂應有的

學位宣告儀典並傳送無限祝福，希望每位畢業生展翅高飛、鵬程萬

里。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405期）

校園大事紀

疫情襲來，讓很多畢業活動緊急喊卡。母校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特於6月9日下午以MineCraft教育版遊戲軟體，為該系110級畢業生

舉辦線上畢業典禮，由畢業同學發揮所學，將母校著名的百年古蹟

紅樓外觀建造於線上畢典，也打造空中纜車與觀景步道供同學在線

上拍照留念，該系畢業同學皆可免費登入參與，親身經歷畢典所有

流程，也多了份溫馨又有趣的氛圍，讓畢業生留下專屬而難忘的回

憶。

籌劃此次線上畢典的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畢業生高嘉晨與黃宣銘

二位同學表示，一輩子才一次的大學畢業典禮，是人生非常重要的

階段，不想帶著遺憾而畢業，在與班上同學討論後，規劃MineCraft

線上畢業典禮，將學校的場景及師長致詞、頒獎、撥穗、頒發畢業

證書等畢業流程完整的搬到線上，並加入煙火施放與拍照留念活

動，此外，因遊戲軟體無法進行撥穗動作，特別設計由系主任林豪

鏘教授以敲打畢業生可愛的頭來代表撥穗，增加互動及趣味性。

參與線上典禮的莊宗

嚴教授給予畢業生祝福表

示，從這次典禮看到數位

系學生源源不絕的創意跟

不畏挑戰的行動力，相信

每位同學都能在社會中找

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

另外，伍柏翰副教授也勉

勵畢業生，雖然疫情讓同

學經歷超長寒暑假、全課

程的線上學習，以及令人記憶深刻的畢業典禮，但這也讓大家看見

數位系同學的競爭力，同學們打造獨一無二的畢業典禮，為自己寫

下非凡的歷史，期盼數位系畢業生們都能翻轉逆境，讓自己成功逆

轉勝！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林豪鏘主任表示，很感動學生們能自主建構

這麼龐大精美的MineCraft畢典會場，不僅設計南大南師的百年紅

樓，還有雲霄飛車、空中觀景步道、噴水池、動物園、森林、煙火

等，甚至連孔廟都蓋出來了，十足發揮數位系的專業與創意。畢業

的學生們都非常優秀，有

創業開公司、錄取台積

電、應聘國立大學教職、

公費師資生，以及許多繼

續進修研究所，祝福畢業

同學都能擁有自我揮灑的

天空，展翅高飛。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405

期、親子天下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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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系學生發揮創意  舉辦MineCraft線上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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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校友通訊臺南大學校友通訊

母校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研究生季和穎入選西班牙歐洲現代博物

館第11屆繪畫與雕塑大賽。該項比賽是歐洲相當知名的國際具象繪畫

大賽，評審團包括赫赫有名的西班牙寫實國寶大師東尼奧‧洛佩斯‧

加西亞(Antonio Lopez-Garcia)以及多位國際知名藝術家等，入選的作

品有來自英國、美國、智利、俄羅斯、西班牙、大陸、哥倫比亞、法

國、荷蘭、瑞典等國家。季和穎同學作品「私密對話」在眾多優秀作

品中脫穎而出，入選作品將在西班牙歐洲現代博物館展出至明(111)

年1月。

「私密對話」是季和穎同學的自我對話系列作品之一，主要闡述

自我與樹屋之間的談話過程，以臺南著名景點安平德記洋行樹屋進行

創作發想，呈現樹枝蔓延古屋而形成的樹屋意象。當走進樹屋時，似

乎也走進了樹屋的身體裡，像是被包圍在樹屋的核心世界，透過遊走

與呼吸間感受樹屋的光影與生命力，就如同與樹屋之間的私密談話。

而畫中的「浴缸」代表著與自我對話的媒介，試圖揉合私密的符碼與

意識，創造出寂靜的對話空間，讓樹屋有了不一樣的意涵與品味。

季和穎同學表示，「私密對話」是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創作而成，

作品送去西班牙之前，面臨各種問題接踵而來，像是疫情期間運費的

漲幅、包材的選擇、封箱的方式、進出口法規等，每一個環節都必須

謹慎面對並從中學習。很感謝一路上所有幫助並給予鼓勵的人，特別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郭玫君同學作品「動物數隻數隻之終極密碼大

戰！」，榮獲「運用Cool English網站資源‧融入英語課程教

學」教案設計比賽國小師資生組第3名。

◎特殊教育學系103級林和秀系友、105級羅綉靜系友獲得110年教

育部師鐸獎。

◎特殊教育學系103級林和秀系友、93級吳惠如系友榮獲110年臺

南市師鐸獎。

◎特殊教育學系89級何嘉文系友、102級潘素鳳系友、博士生陳美

玲同學榮獲臺南市優良特殊教育人員獎。

◎特殊教育學系89級黃雪偵系友榮獲桃園市優良特殊教育人員

獎。

◎幼兒教育學系96級石素瑜系友榮獲110年臺南市師鐸獎。

◎體育學系汪芷綾同學榮獲110年全國運動會女子組風浪板金牌；

孫國瑋同學榮獲男子組風浪板金牌；碩士在職專班吳佳雲同學

榮獲女子組四人雙槳划船金牌。

◎諮商與輔導學系105級林蘋汝系友、碩士班柯仲修同學榮獲臺南

市109年度性別平等教育教案徵選特優。

【人文學院】

◎國語文學系102級王嬿惠系友榮獲臺南市110年度市長盃語文競

賽教師寫字組第1名；109級羅文呈系友榮獲臺南市110年度市長

盃語文競賽教師寫字組第2名；108級余侑恩系友榮獲臺南市110

年度市長盃語文競賽教師寫字組第3名。

◎國語文學系林俊臣助理教授榮獲桃美館「橫山獎」首獎。

◎國語文學系110級唐愷翎系友榮獲110年臺南美展書法類優選。

◎國語文學系99級余侑恩系友榮獲臺中市第26屆大墩美展篆刻類

第1名。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梁家銘助理教授與交通大學陳建志副教授共同指

導黃郁雯同學、葉旻純同學、杜孟軒同學、聶羽柔同學、張惟

喬同學，榮獲第16屆無線、隨意及感測網路研討會(WASN 

2021)佳作論文獎。

◎資訊工程學系李建樹教授指導吳文凱同學參加 A C M 

Inter nationa l Conference on Multimedia Ret r ieva l舉辦之

ICMR2021 Grand Challenge PAIR Competition，榮獲3項大獎：

競賽冠軍、Best Accuracy Awa rd、Best Bicycle Detection 

Award。

◎資訊工程學系高啟洲教授、劉奕賢老師、吳其哲老師指導學生

參與2021 T貓盃全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賽榮獲佳績：蔡沐恩

同學榮獲數據分析組佳作；廖韋翔同學榮獲基礎實務組特優；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季和穎
入選西班牙歐洲現代藝術博物館第11屆繪畫與雕塑大賽

感謝指導教授洪明爵老師細心、耐心的引導、提點與幫助我成長。

黃宗顯校長表示，對於季和穎同學優異的表現與有榮焉，期許繼

續加油，未來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具優秀師

資、專業課程及跨領域的豐富學習資源，期盼培育更多的藝術新秀，

促進臺灣文化藝術發展。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412期）

曾亦芳同學及黃紹綸同學、黃怡璇同學及黃嬿臻同學、林韋志

同學及梁師睿同學分別榮獲基礎實務組優勝；陳祉瑀同學、黃

靖傑同學分別榮獲基礎實務組佳作。

◎資訊工程學系陳宗禧教授指導黃均維同學榮獲第16屆無線、隨

意及感測網路研討會(WASN 2021)優良論文獎。

【環境與生態學院】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鄭尊鴻同學榮獲2021 T貓全國資安基礎實

務能力競賽數據分析大專院校組季軍。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尤劭齊同學、吳念恆同學榮獲2021 T貓盃全

國資安基礎實務能力競賽數據分析組冠軍。

【藝術學院】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林美吟老師榮獲2020放視大賞貢獻獎。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羅尹均同學、蔡岳珍同學、陳姵君同學、

張喻婷同學創作《踅菜市仔》，榮獲「2021臺南畫世代動畫競

賽」佳作。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季和穎同學榮獲臺東美展西洋媒材類第2

名；郭書瑜同學榮獲臺東美展西洋媒材類第3名。

◎視覺藝術與設計系季和穎同學入圍西班牙歐洲現代藝術博物館

第11屆繪畫與雕塑大賽。

◎視覺藝術與設計系110級張庭語系友版畫作品「晚霞之醉」，榮

獲台銀藝術祭「台銀優質獎」，作品並獲台灣銀行典藏。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童育湞同學榮獲110年度「大家e起動起來

~GIF動圖徵件比賽」自由發揮創作組金賞(第1名)。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吳佳宣同學榮獲2021臺南美展東方媒材優

選、焦可愉同學榮獲佳作；郭書瑜同學、張霈晴同學榮獲2021

臺南美展西方媒材優選、林淑芬同學榮獲佳作；陳亮元、吳敏

如、溫思愷、洪權楷、蔡佩真等同學榮獲2021臺南美展西方媒

材入選。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曾冠菱同學榮獲國藝會2021「表演藝術評

論人專案」補助，計畫名稱：「再現與形塑地方感：展演與社

會脈絡下的在地記憶保存觀察」。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陳竑宇同學作品《歸去來兮》，榮獲110年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學生組戲劇劇本項優選。

【管理學院】

◎經營與管理學系沈詠琪同學、郭凰鈺同學、連姵涵同學榮獲

2021 COOL酷酷比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競賽大專創新簡報組優

等。

◎經營與管理學系蕭如邑同學、杜奇哲同學、簡瑄熒同學、林琬

真同學、吳采真同學、梁家瑜同學榮獲台灣中油2021 CUP&GO

來速咖啡產學合作經營競賽第1名及最佳創意獎。

校園大事紀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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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方形臉上，戴著方形眼鏡，永遠掛

著和藹笑容，奉獻臺南藝術文化教育一

甲子的教育家兼藝術家潘元石校友，獲

頒「臺南文化獎」、「教育奉獻獎」

等，他是臺南許多人敬愛的潘老師，也

是奇美博物館親切的潘館長。

◎奮力成長的藝術家幼苗
小學時期，潘元石校友為躲避美軍空襲避難到鄉下，完全荒廢了

課業，光復後回到學校，成績自然殿後。原本打算重讀一年，父親的

友人建議他去南英商工學校旁聽，學珠算和記帳，畢業後到友人的文

具店見習。

南英商工有一位教地理的趙老師教學有一套，上課不用課本，自

己畫張大地圖掛在黑板上教。潘元石校友看著地圖，很感興趣，照樣

畫在筆記本上，結果地理科考試全班第一名。老師很讚賞他，請他利

用下課時間幫忙畫了三張大地圖。

趙老師看潘元石校友有繪圖天分與嗜好，建議他去讀剛成立不久

的臺南師範「藝術科」。當時，潘元石校友一位就讀臺南女中的姊

姊，保留了初中三年所有的課本和筆記簿，於是，就向她要來自學，

不懂的就請教姊姊。一心想考上師範藝術科，潘元石校友拚命讀書，

每天上課帶的不是學校的課本，而是姊姊給的課本、筆記簿。

皇天不負苦心人，18歲那年，潘元石校友果真如願以償！南英校

長許仲瓙特別高興，因為一個私立商工學校的學生，能考上競爭激烈

的臺南師範藝術科是學校的榮耀。

在南師，潘元石校友很努力，作品《靜物》榮獲全省高中大專組

特選第一名。畢業時，校長朱匯森推薦他去臺南盲啞（後改為啟明、

啟聰）學校服務。因為，盲啞學校很重視美術科，培養聾生的繪畫能

力，可以解決他們將來的謀生問題。

◎版畫教學　獻身特殊教育
潘元石校友發現，聾生因為聽覺有障礙，與他人溝通不良，常引

起誤會情緒容易起伏。他想起小時候在米街看過雕版印刷，他說，

「從構思、繪圖、製版到印刷，創作過程繁複，時間很長，可以讓學

生心平氣和了解計畫、組織的過程，培養學生的專注力和耐性。」於

是研究各種教材教法指導學生做版畫。

學生的作品很多，潘元石校友多次將優秀作品送到國外參賽，屢

獲佳績，他藉此勉勵學生：「你們能力很強，只要你們有信心，肯努

力，可以和普通人一樣。」

潘元石校友把學生看成自己的兒女一樣愛護教導。因為他知道，

一個家庭有這樣不幸的兒童，對家庭影響很大。潘元石校友說，「這

些孩子對父母不會尊重，但很尊重老師。他們雖然聽不到聲音，但頭

腦是靈活的，最怕思想偏差了不容易糾正。」因此，他肩負著亦師亦

父亦友的角色。

二十五年的教學生涯，潘元石校友竭盡心力，他的心願是：「不

僅教孩子美術，最重要的是輔導他們有著健康的心理，能跟正常的孩

子一樣，畢業後到社會上工作、結婚、生子，過著與常人同樣幸福的

生活。」

潘元石校友將教學經驗與相關資料，編寫成《怎樣指導兒童

畫》、《聽覺障礙兒童美術教育》等書，並示範教學，帶動學校版畫

教育風氣，因此榮獲多項教育獎章。

◎熱愛藏書票　耕耘一甲子
潘元石校友熱愛木刻版畫，他的作

品包括藏書票全都是水印版畫。內容多

取材自鄉土、民情、生活點滴，畫風純

樸簡約，饒富童真趣味。潘元石校友表

示，整天跟小朋友在一起，心境自然如

此。他喜歡畫跟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人事

物，認為表現出來更純真，更有情感。

二十五歲時，潘元石校友的鄰居賴

建銘邀請他去家裡看書，自此認識了所

謂紙上寶石「藏書票」。藏書票的特性，正好符合事務繁忙，又醉心

木雕版畫的潘元石校友。除了個人創作、國外參賽外，更大力推廣藏

書票文化。他在2000年創辦了「臺灣藏書票協會」，2010年與臺灣文

學館合辦「臺日藏書票特展」，2012年赴日獲頒「貢獻獎」。潘元石

校友在藏書票藝術領域耕耘六十年，樂此不疲。

藏書票結合了閱讀與美術，潘元石校友說：「蒐集製作藏書票可

以養成愛書、讀書、藏書的好習慣。」他認為，讀書是書香社會的要

素，一個人如果愛書、喜歡讀書就不會變壞。「啟聰學校的孩子不喜

歡看書，書本也不會好好保存，所以用製作藏書票的方式引導他們如

何愛書、讀書、藏書。」他說確實有成效。

◎實踐社會美育　協創奇美博物館
「精神生活是無限的；物質生活是有限的。一個人從小就重視心

靈上的陶冶，享受就越豐富，人與人之間就會互相尊重， 社會就會

和諧。」潘元石校友感嘆：「我們社會文化氣質不夠，美感教育推廣

不夠，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這個世紀就出了這麼一位大人物！既富有又愛好藝術。」潘元

石校友非常推崇奇美集團創辦人許文龍先生。「許文龍說人會生病，

所以蓋了醫院給人治病。有了健康的身體不夠，還要有健康的心理，

才能達到真正的健康，所以要蓋博物館，讓美麗的藝術品陶冶人們的

心靈。」潘元石校友很高興兩人的理念一致，所以退休後窮盡三十二

年的時光，專心協助許文龍籌建營運奇美博物館。

即使公務纏身，潘元石校友藝術創作的熱情從未消減，他把握每

一個清晨短暫的寧靜，沉浸在刀筆與水印中，回歸本來的美好純淨。

雖然，每年展出的作品不多，潘元石校友謙虛而誠懇的說：「我的作

品不是很好，但是我很用心。」

【展訊】手心的對話——潘元石雕版印刷教學特展

    時間：2021.5.15~2021.11.14  臺南美術館1館◇
（節錄自大紀元報2021.08.05 B5版）

熱忱不懈 雕版藝術教育家 潘元石校友

母校研發處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學生團隊參加教育部「大專畢業生

創業服務計畫(U- START)」，教育部公布入選第一階段的學生團隊

中，共有3組團隊入選，分別是「Dr. OSCE」、「Biomorphic Robotic 

Arm」以及「冰心遊戲工作室」。每組團隊各獲得50萬元的創業金，

協助學生團隊成立公司，實踐創業理想。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為協助及鼓勵青年學生實現創業夢想，推動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 START）」，每年吸引各大專院校

的學生創業團隊報名。母校今年得獎團隊中，由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學

生所組成的「Dr.OSCE」團隊，開發醫學臨床的行動裝置應用程式，

使學習者能使用行動裝置，來進行醫學臨床案例的學習與診斷，包括

問診、檢查、手術、儀器、治療等，透過模擬操作使學習者了解實際

會遇到的情況，以及對應的處置方式。而同樣由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學

生組成的「Biomorphic Robotic Arm」團隊，則是針對現有的工業用

機械手臂，進行更細微的研究，使其可以做出更接近人體動作，提升

機械手臂的應用性，未來更計畫推廣至企業或學校課程之中。另外，

「冰心遊戲工作室」是由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學生組成跨校團隊，發

展具有主題特色的遊戲，希

望讓臺灣自製的手機遊戲可

以在國際舞台發光。

母校以教育部高教深耕

計畫與創新創意教育計畫，

搭配校內三創課程與舉辦跨

校三創競賽，累積學生的創

新創意創業能量，並提供相

關資源及輔導。學生們也不

斷學習與努力，透過師長指

導，精進創業想法，調整商業模式，更貼近市場需求，例如

「Biomorphic Robotic Arm」團隊，自前年起就積極參與校內創業課

程與工作坊，去(109)年第一次申請U-START計畫，雖然沒有成功，

還是持續參加各項研習與競賽來調整產品，今（110）年成功通過

U-START第一階段審查。母校學生創新創意的能量持續成長，期盼獲

獎團隊與所有學子勇敢築夢、創業成功。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404期）

3組學生團隊獲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創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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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臺南大學校友通訊臺南大學校友通訊

【110年教育部師鐸獎】
柯幸宜校友 (76級) 

新竹縣新豐鄉新豐國民小學校長

郭炎煌校友 (80級)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教師

莊政道校友 (82級)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國民小學校長

陳欣民校友 (89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教務處課程組組長

張淑女校友 (90級) 

高雄市甲仙區甲仙國民小學總務主任

林和秀校友 (103級)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民小學輔導室特教組組長

羅綉靜校友 (105級) 

私立惠明盲校教師

【110年教育部第16屆教育奉獻獎】
翁資雄校友 (47級)　

臺南市立大成國民中學校長退休

公告

校務基金捐款芳名錄
(110.05.01∼110.08.31)

◎ 捐款用途：攜手點燈品學兼優助學計畫

姓名 捐款金額($)

吳東林 25,000

黃○○ 100,000

謝金美 50,000

（依用途及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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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110.05.01∼110.08.31)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59級甲班 20,000 59

59級級友會 28,448 59

王政彥 4,000 

王塗發 200,000 57

王福村 5,000 50

李金偉 3,000 90

吳東林 1,000 68

吳瑞昌 5,000 59

邱仲軒 5,000 91

邱明發 10,000 59

南臺學校財團法

人南臺科技大學
1,600 

姜義 3,000 50

范○○ 6,000 91

張清榮 8,000 

陳林森 10,000 59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陳雲娥 3,000 46

陳義弘 2,000 51

黃麗鳳 1,000 81

葉乃華 5,000 47

臺南市立忠孝國

民中學
1,000 

蔡江東 200,000 

薛俊麟 20,000 

（依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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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學年度國民小學初任校長】
張惠玲校友 (76級)

新北市石門區乾華國民小學

吳順發校友 (92級)

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

鄭宇盛校友 (101級)

臺南市南化區玉山國民小學

林秀慧校友 (97級)

臺南市東山區聖賢國民小學

吳俐雯校友 (97級)

臺南市新營區新橋國民小學

張吉宏校友 (102級)

臺南市佳里區通興國民小學

吳政諺校友 (93級)

臺南市新營區新生國民小學

顏素麗校友 (91級)

臺南市西港區松林國民小學

劉協成校友 (96級)

臺南市北門區三慈國民小學

黃秋翰校友 (87級)

高雄市美濃區中壇國民小學

薛瑞君校友 (88級)

高雄市鳳山區新甲國民小學

王雅嫺校友 (102級)

澎湖縣白沙鄉鳥嶼國民小學

【110年度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翁世盟校友 (74級)  

臺北市北投區北投國民小學校長

洪榮進校友 (81級)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民小學校長

曾建勳校友 (89級)  

高雄市茄萣區興達國民小學校長

【獲頒臺南市卓越市民獎】

林智信校友 (44級)  

油畫、版畫家

潘元石校友 (44級)  

前奇美博物館館長、版畫家

陳輝東校友 (65級)  

西畫家

校友活動看板

59級校友於5月3

日回母校，舉辦畢業

50週年級友聯誼會，

活動當日校友攜家帶

眷約50人出席，有的

遠從北部搭乘高鐵下

來，甚至有行動不便

的校友，也在家人的

陪同下出席，老同學

聚首，氣氛溫馨感

人。黃宗顯校長、校

友總會吳東林理事長

也應邀參與，黃宗顯

校長歡迎校友們回母校，並感謝校友們長期對母校的支持與貢獻。

109年為南師59級畢業50週年，但去年因為疫情爆發，各種聚會

活動紛紛停辦，所以延至今(110)年舉辦，由邱明發校友擔任活動主

席，劉當安校友、魏明美校友、鄭美春校友擔任各班聯絡人，各奔東

西的校友們回到充滿年少回憶的母校團聚，重溫求學及生活點滴。

紅樓留痕―59級畢業50週年級友聯誼會
校友回憶南師求學時光提及，那年代師

專的教育非常權威及嚴謹，男女份際分明，

如果男女生有事要溝通，得到教官室當著教

官面前講話。但年少情懷總是詩，難免會有心儀的

對象，大家都會在當時圖書館旁邊的水池庭園處徘徊，因為這裡剛好

是進女生宿舍必經之路，希望能見到喜歡的人一面，久而久之就變成

偷偷碰面、甚至約會的地方，也成為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而嚴格的

求學生涯中，也不乏令人暖心的回憶，女生班校友提到，當時大家都

要住宿，工友阿姨有次發現一位同學得了腸胃炎獨自在宿舍，工友阿

姨就特別熬煮白粥給同學吃，讓離家在外的學子感受無比溫暖。

「紅樓留痕」這四個字，大大的落在59級畢業紀念冊上，此紀念

冊的總編，也是本次級友會主席邱明發校友，他特別提到冊上標誌是

以「久」字形畫出一個5、連著一個

9，再加一個圓點，代表著59級，更

代表的是「59連心，友誼永存」。

本次級友會在校友們齊唱當時的校

歌中圓滿完成，校友們互相珍重再

見，期盼再度重回母校相聚。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403期）

（如有誤植或缺漏，惠請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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