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校於12月11至12日熱烈慶祝創校123週年校慶，11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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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於啟明苑演講廳舉行慶祝大會暨傑出校友

頒獎典禮，表揚特殊貢獻獎、第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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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王金平院長、前教

育部吳鐵雄次長、教育部蘇德祥督學、王家貞市議員、臺南市中西

區區長汪慶龍、校友總會理事長吳東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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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歷任校長、師生同仁以及

校友與社會各界的支持，母校秉持教育使命，五萬多名的校友在世

界各領域貢獻所長，在校師生突破創新、多元展能。卓越的辦學成

果，獲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經費累計1億9,658萬元，以及補助7億

3,640萬元以新建府城校區教學研究大樓及綜合活動大樓，期以豐

沛的教育資源及學習環境，傳承百年輝

煌、再創校史新猷。

11日下午的慶祝暨表揚典禮貴賓雲

集，戴謙副市長、前教育部吳鐵雄次長、

教育部蘇德祥督學、蔡旺詮市議員、李啟維

市議員以及校友總會理事長吳東林等各界代表、

校友皆到場祝賀，讓典禮倍增光彩。今年度獲特殊貢獻獎為前立

法院王金平院長、有富國際集團洪村騫總裁，黃校長由衷感謝王

院長與洪總裁對南大的支持，提攜後進，不遺餘力。接著，頒贈

第34屆傑出校友共8位，分別為教學類：陳欣民、朱蕙君校友；行

政類：柯幸宜、葉信村校友；學術（含創作）類：王淑芬、方金

雅校友；服務類：李際春、楊玉盆校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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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南大之光。

此外，對於捐款資助學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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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度教學績優教師、業務績優暨創新行政人員，以及

服務滿10、20及30年的資深教職員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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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2日持續各項校慶慶祝活動，下午進行體育學系大隊接

力競賽，緊張又刺激的過程，每年皆吸引眾多師生與附近居民駐

足觀賞，為年輕學子加油，也為母校校慶增添熱鬧歡樂氣氛。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418期）

校 園 大 事 紀

來自越南目前就讀母校的高冰雪以獨特的創造力，在嶄新的移

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臺南市第一服務站入口處，繪製繽紛綻放的世界

多國國花，象徵新住民在臺灣寶島上落地生根、蓬勃發展，並巧妙

地融入該站舊廳舍「城堡」式的外觀，打造富含「回憶」且獨一無

二的意象圖，一進門就讓人為之驚艷！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大隊長

謝文忠親自頒發感謝狀，除了感謝她意義非凡的創作，也期許在臺

就學的外籍生都能發揮優勢，畢業之後留在臺灣貢獻所學。

高冰雪表示，繪畫是她從小的興趣，在9歲那年學校老師將她

的作品拿去參賽，獲得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美術獎二等獎，也開啟她

的藝術之路。後來高冰雪得到獎學金至胡志明市念大學，因為所唸

的科系並非藝術相關，因此她利用晚上再到另一所學校進修美術，

「做自己熱愛的事感到很幸福！」對於繁重的課程她從不喊累，反

而樂在其中。大學畢業後，在越南外商

廣告公司工作期間，學到了不同的東西

也開拓了視野，因此萌生出國念書的想

法。

2014年高冰雪選擇來到臺灣，就讀

母校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在臺南府城

這座充滿人文風情的古都裡，更

加能揮灑自己的創意，她獨樹一

格的手繪陶器，大器中不失唯

美，如同清水出芙蓉渾然天成，

令人耳目一新，也曾受邀舉行創作個展，獲得許多好評及關注。

高冰雪指出，來臺這些年，移民署對於外國人的親切服務讓她

印象深刻，也見證臺灣政府在吸引外國人才上所作的努力，因此未

來畢業後也打算留在這塊土地，持續創作、用心生活。精通中、

英、越3種語言的她，相當樂意盡自己的力量，利用多語優勢協助

政府傳遞最新攬才資訊，讓更多國際優秀人才認識臺灣。

 （節錄自大成報2021.11.26）

歡慶123週年校慶

為響應環保，推動本刊電子化，如您欲取消

紙本改以E-mail方式收受本刊PDF檔，請掃描

QR-code填寫相關資料，我們將協助更改發送

方式，感謝您和我們一起為地球盡份心力！

越南籍藝術家學生高冰雪「吸睛」創作 
成我國攬才最佳宣傳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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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校友通訊臺南大學校友通訊 110年度特殊貢獻獎暨第34屆傑出校友 風雲錄
特殊貢獻獎  

國立臺南大學自民國93年8月1日，由臺南師院改制以
來，延續「杏壇搖籃名遠揚」師院培育人才的光輝；成為

大學後奮力培植「世紀新秀成棟樑」，必將有更多優秀的

人才自臺南大學踏上社會。尤其「人文科技、內聖外王」

陶冶學生多元的學習，注重充實人文與科技方面的學問，

精外在的學習，成內在的涵養，金平2011年6月11日獲頒
名譽博士，謹記「鯤島之光，學海領航」，願再續心力為

「臺南大學 桃李騰芳」效勞。

王金平

2011年獲頒本校名譽博士

2021年獲日本頒授最高等級「旭日大綬章」

曾任立法委員44年、立法院院長17年

現任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董事長

特殊貢獻獎  

很榮幸獲頒臺南大學特殊貢獻獎，臺南大學一直以來

以教育英才為己任，帶給青年學子及社會許多正能量。

「做事要用心、做人憑良心」，這就是我經營人生之

理念。做事要用心—經營人生、經營事業、經營家庭都需

要用心經營，就可以將人生中每一件事情經營成功。做人

憑良心—人生經營成功的同時，做人一定要憑良心，若不

能秉持善心做人處事，就算事業再成功、賺到再多的財

富、社會地位再高，也會因你的成功造成他人的傷害，進

而危害到社會，得到的成功也是一時的、不會永久。若能

秉持良心做人，成功賺到財富、得到社會地位後，能回饋

社會、造福人群，才是真正的成功，才是真正德配其位。

洪村 騫

有富國際集團總裁

現任新北市市政榮譽顧問

傑出校友
服務類

從事教職40年，退休11年，感謝評審委員的審查與肯
定，讓我退休多年後獲得最大的榮耀與驚喜，重新增強自

己的信心，堅定的朝社會服務之路更勇健的前進。

「傑出校友」是多麼高不可攀的身分！接獲通知，內

心無比震撼與欣喜！不禁回顧與盤點多年來的點滴：任教

職時兢兢業業、恪遵職守；當老師時，認真教學與班級經

營；當主任時承上啟下，是校長的得力助手；當校長時盡

心盡力規劃校務、領導統御，行有餘力擔任國教輔導團召

集人，擴大服務層面。退休後投入志工行列，服務社區擔

任文教協會理事，運用專長推展親職教育⋯⋯等，而這一

切作為所需的能力與態度，均來自母校的培育、師長的教

誨、校風的薰陶。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回首來時路，點點滴滴都是感

恩，誠惶誠恐接下傑出校友無上的榮耀，有生之年將更努

力將生命發光發熱，不辜負母校的器重。祝福我敬愛的母

校校運昌隆，永續作育英才！

以教育為終身志業

楊玉盆

臺南師專暑期部二年制國校師資科65級

臺南師院初等教育學系80級

臺南師院國民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學分班91級

曾任�國小教師、主任、校長、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

輔導團諮詢委員、志工督導、召集人

現任�臺南市家庭教育中心親職教育講師、南瀛科學

教育館志工隊長

榮獲教育部教育奉獻獎

獲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頒贈行星獎與恆星獎

參與天文特色課程研發，協助辦理天文課程博覽

會、天文遊俠校園巡迴等活動

擔任家庭教育輔導團召集人，推展家庭學校教育

傑出校友
服務類

謝謝母校各位師長、校友的支持，今後將繼續參與母

校及校友會相關活動。

謙卑自持　慨捐公益

李際春

臺南師範普通師範科42級

省立屏東農專(屏東科大前身)森林科

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森林系研究

曾任鎧興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南星釣具股份有限公

司創立董事長

創立南星釣具股份有限公司、鎧興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膺任董事長，產銷高檔漁具等用品

國際扶輪3470地區‧臺南西區扶輪社前社長，投身

社會公益事業

創業有成，熱心公益，歷年多所贊捐，捐款額度為

臺南市各扶輪社之佼佼者

傑出校友
教學類

南大的求學歲月，是我的西點軍校時光。每天沈浸於

讀英文、修課與寫論文，往往週五Semina r結束回到房
間，再出門已是週一早晨。我常徹夜埋首於論文，提醒我

時間的是5點零星的車聲、鳥叫聲與8點時噴射機的聲響
⋯⋯，這些聲音伴我度過許多早晨。就這樣，我如願3年
獲得博士學位。感謝恩師黃國禎講座教授，讓我在博一時

負責南大理工學報、承辦資教學門成果討論會等，奠定了

我深厚的研究根基。老師曾說：「學術界沒有同情票。扮

演強者，你會更成功。」南大的生活，塑造了我的心性，

點點滴滴，永在心頭。

行動學習與自主學習的耕耘與推動

朱蕙君

臺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博士98級

曾任東吳大學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現任東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特聘教授、系主任

國際翻轉學習機構(FLGlobal)評選為全球前50名翻

轉學習領導教師

榮獲資訊月「傑出資訊人才獎」教育類

榮獲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榮獲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研究傑

出獎勵

當接到母校南大的通知時，覺得非常的榮幸與感恩。

我是南師數理系89級，謝謝數理系葉啟村老師的數學專業
科目教學奠定我數學知識與概念的基礎，謝堅老師的教材

教法激發我朝數學教育領域邁進！謝謝語教系的張清榮教

授、李漢偉教授帶領我一窺兒童文學的美好，謝謝所有師

長們循循善誘的身影和典範，讓我學習到為人師表應具有

的視野與態度。

正是南大校園多元且豐沛的滋養，如今欣民才能在教

育園地上開花、結一點點果子。我以身為南師的校友為

榮。

三學共構　跨域共好

陳欣民

臺南師院數理教育學系89級

嘉義大學理學碩士

高雄師範大學理學博士

曾任�嘉義縣朴子市大同國民小學老師、課程組長、嘉

義縣教育審議委員會委員

現任�嘉義縣東石鄉東石國民小學教務主任、嘉義大學

數理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榮獲教育部110年師鐸獎

指導學生獲109年福岡亞太兒童會議(APCC)臺灣代表隊

資格

跨域整合AI智慧，教育部科教計畫主持人

帶領教師專業成長，數學亮點學校計畫主持人

傑出校友
教學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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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榮幸能獲此殊榮，感謝南大師長們授予的師培教

育，畢業後在教育工作上兢兢業業、全力以赴，教育是很

美好且神聖的工作，從級任教師開始，歷經組長、主任到

校長等職務，承蒙許多前輩先進的引領提攜，讓自己積極

實現教育理念、傳承教育經驗，幫助更多學生找到舞臺，

發光發亮。

教育領導如同農夫般要懂得鬆土，給予適切的沃土，

才能任其適性發展，亦才能自主學習。同樣地，領導與經

營學校，要適時的放手其實是向前，其實是凝聚、是成

長。因此身為教育人員，更應該時時思考教學的本質不是

在教導記問之學而已，更重要的是讓學生的能力得以提

升，視野得以開拓以及心靈得到解放。

走在教育這條路34年多，獲得母校這至高無上的殿
堂，想起一路上幾位恩師的提點，我會繼續大無畏昂首前

行，並以絕佳的行動力、跨領域的整合力，讓「卓越」透

過「共好」來實踐，營造出更優質的教育環境。

教育就是在孩子的需要上看見自己

柯幸宜

臺南師76級

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系82級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

曾任國小教師、組長、主任

現任�新竹縣新豐鄉新豐國民小學校長、新竹縣中小學

體育促進會理事長

榮獲教育部師鐸獎

爭取新豐國小軟硬體經費計5千多萬

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銀質獎

榮獲教育部攜手計畫學校類優選

傑出校友
行政類

110年度特殊貢獻獎暨第34屆傑出校友 風雲錄
傑出校友
行政類

「人生的無奈與理想的執著」這是畢業前，陳英豪校

長對我們演講的題目，校長以自身為例，對生涯發展尚處

茫然的我，提供一帖良方，至今逐漸能體會校長當時對我

們的同理和期待。

畢業迄今屆滿30年，接到母校通知獲選為傑出校友，
深感榮幸也覺惶恐，榮幸的是努力被看見，惶恐的是南大

人才輩出，自己只是一顆小螺絲釘，恐難擔此榮譽。離開

學校後，除一面從事教學工作外，也透過進修讓自己得以

自我提升，原已取得南大第一屆初等教育碩士班、第一屆

國民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的進修機會，惟因考量交通因素，

忍痛放棄可三進三出母校的殊緣，至今都深感惋惜。

假日常與內人（亦是母校80級特殊教育學系畢業生，
目前任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校長）至臺南旅遊時，一同

漫步於南大校園，回憶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求學情景，也

懷感恩之心，因有母校的培育，今日才有機會能對教育盡

微薄之力。

秉持專業 服務教育

葉信村

臺南師院初等教育學系80級

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系博士

曾任�國小及高中教師、兼任助理教授、監察院監察

調查處調查員、調查專員、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專門委員

現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秘書室主任

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教育行政科第1名

擔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務校安組專門委員

時，著手協助成立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為防止校園安全事件發生，積極規劃及補助學校警

監設備及緊急求救鈴

傑出校友
學術(含創作)類    

從小在偏鄉地區、文化不利的環境中成長。幸而進入

臺南師專就讀後，因為圖書館豐沛藏書，以及當時優秀與

充滿熱忱的老師們引領，讓我對文學的喜好就此萌芽生

根，滋養出日後能持續寫作的動力與根基。

榮獲傑出校友是一種肯定，也有著母校這個大家庭對

已離校門的子弟們，保持關注的深厚情感。因此得獎除了

開心自己的努力被看見，更驚喜母校的培育情誼多年之後

溫暖仍在。校名雖歷經幾次更改，但當年南師特有的溫煦

關懷，也一直都是校友們心中的美好回想。

創作不輟 徜徉童書與手工書天地

王淑芬

臺南師專70級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

曾任國小教師、主任

現任�兒童文學創作者、手工書推廣老師

小說《我是白痴》獲「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獎，

也是臺灣首部被改編為韓國電影的少年小說

榮獲金鼎獎

《為什麼，為什麼不》獲信誼幼兒文學獎文字創作

類首獎

《巫婆變心》獲海峽兩岸徵文童話組優等

傑出校友
學術(含創作)類    

起心動念於對城鄉資源造成孩子學習落差之深刻體

驗，促成以識字、閱讀教學、研究為職志之使命，也因此

開啟孩子學習之門、翻轉生命。非常榮幸被推選為傑出校

友，感謝委員們對晚輩的肯定，更是一份期許與努力之策

勵！回想過去在母校學習的美好、溫馨，往事歷歷在目；

在南師，我不僅結交到一生的摯友，返回母校工作時，在

良師益友提攜下，進修求學、工作事業也都能順利開展，

更因此結得良緣，衷心感謝母校師長。虔誠祝福母校「校

運昌隆、繼往開來」，我以身為「南師人」為榮。

以閱讀 深耕學習 豐厚生命底蘊

方金雅

臺南師專79級

臺南師院初等教育學系85級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碩士、博士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閱讀研究中心訪問學者

曾任�國小教師、教育局科員、大學秘書、助理教

授、副教授、教授、教學發展中心組長、師資

培育中心主任

現任�高雄師範大學師資培育處教授

獲科技部補助至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閱讀研究中

心擔任訪問學者

連續5年榮獲高雄師範大學研究優良獎勵

榮獲教育部教材教法設計徵選指導教師獎

建立全國性識字量檢測系統及閱讀讀本分級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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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校友通訊臺南大學校友通訊
校 園 大 事 紀

一踏進學校，眼前有座巍峨屹立的紅磚三層校舍，就是

紅樓。它是南大南師人的精神堡壘，從日治時代落成以來，

經過戰火的摧殘以及多次的整修，紅樓記錄了我們的過去與

未來，現在就讓我們來回顧這段歷史的滄桑。

百年故事的起點

根據史料記載，日治時代委請臺南州政府所設計的紅

樓，於民國11年3月10日落成，從這天開始紅樓陪伴我們即

將滿1世紀。這棟地標卻於二次大戰期間，在盟軍的空襲當

中造成了空前慘重的毀損，紅樓的屋頂全毀，校區成了斷牆

殘垣，直到現在紅樓牆壁上的彈孔坑洞仍紀錄著當時戰爭的

慘烈。

紅樓的整修歷程

民國36年，對紅樓進行光復後的第一次整修，紅樓屋頂

請了日本人按照當時的設計再度重建，並特地將材料從日本

空運來臺，重現當年完工後的紅樓。民國51年，因南部地區

發生大地震，為了加強紅樓的結構，所以進行了第二次的整

修。民國62年，紅樓屋頂全部抽換新瓦，改為綠色板瓦及金

黃色簡瓦之琉璃瓦，並將紅樓加以粉刷。民國86年，因琉璃

瓦剝落惟恐傷及師生和迎接百週年校慶，將原有琉璃瓦換回

原先灰色新瓦，並仍從日本進口材料且主體加噴紅砂漆，恢

復當時紅磚黑瓦的原貌。

南大南師人的精神堡壘

這座伴隨著

南大南師人的百

年老建築，是我

們心靈上的故

鄉，許多已經離

開母校的校友們

印象最深刻的莫

過於紅樓了，那

麼多年以來校園

經過無數次的整

建，紅樓仍是按照當初草創時期的建設佇立在這裡守護南大

南師人，提醒我們莫望初衷。

紅樓百歲慶系列活動

為歡慶紅樓滿百歲，母校將於今(111)年3月6日起舉辦

系列慶賀活動，有紅樓文物史料展覽、紅樓百週年音樂會、

紅樓攝影比賽展等，歡迎各界校友一同共襄盛舉，一起向紅

樓說聲生日快樂！

 （部分內文節錄自南大報導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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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樓的歷史與特色

       本刊創刊

滿30週年紀念

活動網頁

紅樓百歲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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