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校自107

年起執行教育

部高教深耕計

畫，至111年累獲2

億4,862萬元經費挹注，以

實質行動積極回應此份肯

定，期間深耕勤耘、整故

納新，在全校教職員生齊

心協力下精益求精，執行

成果逐年豐碩成長。這兩

年面對疫情影響仍致力突破、靈活應變，110年成效卓著更勝以

往，特以靜態、動態雙展齊出，並建立「NUTN 110年度高教深耕

成果展」網站匯納精彩集錦，與全國分享交流，激盪教育及學習

全新花火。

深耕7大主軸：主軸A「教學品保、課程優化」關注學生適性

化學習，規劃課程地圖，發展學習成效預測模組，整合為職涯輔

導品保系統(QICC)，並發展特色課程；主軸B「基礎扎根、未來躍

升」著重全人發展，銜接素養導向教育，多元課程厚植學生語文

力、資訊力、領導力、服務力，以世界公民為基礎，進而成為新

時代青年領袖；主軸C「教專發展、教師成長」拓展創新教學模

式，設計思考、翻轉學習，對外跨校、跨區、跨域拓展學生學習

場域，並因應後疫情時代，不斷充實雲端學院內容，提供學生不

設限學習機會；主軸D「寰宇移動、翱翔國際」培植學生優異外語

知能，能自不同角度融洽多元文化視野及思考脈絡，涵養國際觀

成為世界公民典範；主軸E「學產攜手、前景在握」結合產學合作

機制，積極培育學生創新、創意、創業、創生之四創能力；主軸F

「博藝師培、百年樹人」為立校百年來重大特色，強化師資生科

教、英語、本土語等多元專長，為社會培育能思辨、肯創新、願合

作且善領導的教育者；主軸G「傳承實踐、在地創生」根植臺南，

與在地社區創生共榮，進一步將正向影響力擴及全臺。此外，於深

耕計畫盤整下，發揮高教公共性馳援經濟弱勢生，成立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輔導原住民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為偏鄉而

教」深入臺南七股，翻轉偏鄉教育。

高教深耕計畫秉持「教創領航 PERMA*I2」為理念核心，期以

當前高等教育重視的適性化(I)及跨域化(I)精神，培育學生具備幸福

五要素（P正向、E投入、R關係、M意義、A成就感）並進一步貢

獻於社會，將賡續落實整個城市都是師生學習場域之無邊界大學理

念，配合大臺南以「文化古都」、「智慧新都」、「產經重鎮」、

「創生城鄉」等發展願景不斷創新，翻轉教學與學習文化，培養出

能安身立命、立己達人，成為國家發展與社會進步推動者之學生，

彰顯人文、專業、在地、國際、創新及永續兼具的辦學特色，達成

「具在地特色與世界接軌的精緻典範大學」之願景。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4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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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校友通訊臺南大學校友通訊
校園大事記

母校推薦2名學生參

加「111年青年節表揚大

專優秀青年」遴選並雙雙

獲獎，教育學系3年級洪

明正同學榮獲「中國青年

救國團中華民國各界慶祝

111年青年節菁英會全國

表揚」、教育學系3年級

賴竫涵同學榮獲「臺南市

政府青年節大會表揚」。

教育學系3年級洪明

正同學，目前為第14屆學

生會會長，在校期間積極

母校學生社團

大成國樂社於3月

1 0日參加教育部

「110學年度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絲

竹室內樂合奏大專

團體B組，以指定

曲「層疊」及自選

曲「大漠」兩首曲

目發揮精湛演出水準，在南區大專院校崢嶸頭角獲「優等」佳績。

國樂社以「大成」為名，創社於民國45年，始於師專時期，培

育相當多的國樂才子，迄今逾一甲子，悠揚琴韻成為畢業典禮祭

孔、校慶慶典最佳的伴樂。歷年參與全國音樂比賽，屢獲佳績殊

榮，109、108學年度因疫情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停辦，國樂社不因疫

情中輟練習與傳承，積極參與校內活動，例如校慶音樂晚會、南大

之光頒獎典禮，以增加表演經驗。本次比賽，自去(110)年12月報

名，所有社員即展開密集練習，寒假期間更是犧牲假期，主動留校

團練，開學後利用課餘及假日彼此琢磨琴藝、精益求精，除了細膩

地詮釋每一個音符細節，更將情感融入於樂團的旋律中，優異的表

現榮獲佳績殊榮，全體社員歡欣獲得榮耀與自我肯定。

國樂社社長國語文學系張晨苡同學表示，國樂社是個溫馨的大

特殊教育學系李文煥博士生
榮獲2020總統教育獎

榮譽榜

榮譽榜

◎ 本校張德生老師、王健仁老師、白富升老師、卜一宇老

師、許正良老師等5位教授榮登「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

單」（該榜單由美國史丹佛大學John P.A. Ioannidis 團隊

從學術資料庫所建立，從近700餘萬名科學家中遴選出世

界排名前2%的頂尖科學家，排名分22個領域和176個子領

域，並分為「學術生涯科學影響力排行榜（ 1 9 6 0 -

2020）」以及「2020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兩個部分）

◎ 體育學系3年級陳柏翰同學獲市長頒贈「臺南之光」表揚

優秀運動員

◎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蔡咅璟系友榮獲2022年「高雄獎」首

獎

◎ 呂隆義校友、孫玉芳校友分別榮獲2020臺灣地方特色歌謠

創作比賽閩南語教師組優等及佳作。

參與各項學生自治組織課外活動，除辦理全校性多元學生活動外，更

是擔任學生與學校之溝通橋梁，協助建構更貼近學生需求的學習環

境。此外，亦主動參與多項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以所學專

業知能提供國小學童課業輔導及特殊教育等社會服務。洪明正同學表

示，很榮幸可以代表學校受領獎項，希望可以以自身經驗鼓勵在學同

學與學弟妹，於求學階段多參與各項社團課外活動，增加與不同科系

背景同學合作的經驗，培養人際互動能力，也能從社團活動中學習問

題解決的能力。

另一位獲獎的教育學系3年級賴竫涵同學為親善大使團幹部之

一，在校期間除參與多項校內外大型活動的親善服務外，亦積極投入

學系與校際活動，在學業表現上亦備受肯定。賴竫涵同學表示，很開

心能夠獲得肯定，未來也將繼續努力學習並持續精進自己的本職學

能，為學校及自己爭取更多榮耀。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427期）

家庭，參與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一直是社團的一大盛事，參賽的同學

都非常重視這項比賽。感謝社員們辛苦努力及畢業學長姐的支持與

協助，更感謝社團指導老師無私奉獻的耐心教導，讓參賽同學更加

瞭解樂曲特色，演奏與詮釋更加得心應手，獲得好成績。

黃宗顯校長相當讚賞國樂社的優異表現，此次的獲獎肯定正是

對國樂社同學們勤奮精進的最佳回饋。期許同學們讓國樂文化繼續

發光、發熱，並將此份熱情與感動延續下去，未來能持之以恆，透

過樂音的陶冶，豐富生活的美好，也透過社團參與培養自己的興趣

或專長，讓大學生涯更加多彩多姿。 （節錄自南大報導第426期）

洪明正、賴竫涵同學獲111年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國樂社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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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46年 逾百位64級校友 回母校相聚歡
校友活動看板

期盼再見，

盼了6年，一百

多位64級畢業校

友，終於在110

年12月26日上午

重聚啟明苑。女

同學們開心地、

熱呼呼地相擁，

男同學們也相互

拍拍肩、碰碰肘。好久不見！別來無恙？

這次級友會由甲班楊奇才校友擔任總召兼主席，校長黃宗顯、校

友總會理事長吳東林，以及郭晉忠、甘夢龍、林錦鑾、陳海泓、王武

俊、李國華等教授列席參加。

黃宗顯校長首先致詞，簡介母校在老師、同學及校友的努力下蓬

勃發展的現況，以及在校生優異的成績表現。68級吳東林校友表示，

回想15歲剛進師專時，曾經受到學長蘇友泉和郭源瓊的照顧，感覺學

長帶學弟好像大人帶小孩。

曾經是學生偶像的甘夢龍教授和64級學生情誼最深了，原本封

麥，經總召代表籌備會再三邀請才同意上台。甘老一席話，讓底下在

座的學生重溫當年聽課的情境。往昔翩翩少年和清純少女，如今是阿

公、阿嬤級了，的確別有滋味在心頭。

王瑞輝校友代表甲班發言。他提到，

剛進師專時看到參加盲師訓練班的成

員，怎麼都是那種體型的？一回首，

自己就是那個又老又胖的，不但成熟

而且熟透了！引得大家會心一笑。

林茂生校友代表丙班發言。他感

恩師專老師的勉勵教誨，讓他日後在

教育界有所貢獻。他爆料自己曾經做過

一件轟轟烈烈的事—升旗典禮時在紅樓大

放鞭炮！

丁班代表劉月華校友幽默表示，班上同學堅持當一輩子的好女

人。她很慶幸，「我們64級生逢其時，初中最後一屆、就業早、退休

早，好處都沒少。」呼籲大家多回南師找青春。

戊班蔡其雪校友經常是妙語如珠。她說，「當年我們都很土，乍

見林錦鑾老師驚為天人！」她提到，昔日運動健將羅麗英，退休後每

天穿登山鞋「腳踏實地愛臺灣」。邱美娥住在阿里山奮起湖，「徜徉

在雲霧間當神仙」，今天冷颼颼，還穿短袖！

己班張月蕊校友壓軸表示，己班沒有召集人，所以之前沒人報名

參加。感謝戊班薛梨真和丁班劉月華幫忙聯繫，戊班蔡鶯鶯鼓勵己班

李婉菁當臨時召集人，她也給同學寫了一篇短文，終於邀到了26位！

她說，歲月無情，要把握相聚的機會。 （64級孫幗英校友撰稿）

64級友會畢業46載

不 畏 寒 冬  無 懼 疫 情  百 餘 校 友 歡 喜 相 聚

64級友聯誼會原預計於109年辦理畢業45週年聯誼會，因遇疫情

困擾，展延於110年辦理。這次各班召集人更熱誠的一一電話邀請同

學，過程中秉持堅毅的使命感和歡喜心要辦好此次的聯誼會，班與班

同窗的相互邀請，展現了革命情感，同窗們顯現有溫度又熱絡的情感

交流。

校友總會點滴

111年3月12-13日，校友總會吳東林理事長帶領臺南大學校友隊參加

2022年全國大專校友盃慢速壘球錦標賽，榮獲全國冠軍！

當日同窗們不畏

寒冬，遠從中部、北

部，更有的從澎湖搭

飛機踴躍趕來參加；

又無懼疫情復起，勇

敢的回娘家相聚。入

場時，大會播放「歡

迎歌」，增進同窗們

的喜悅。大伙們在餐

敘中聯誼，歡樂融

融，餐會結束後，在

互道「珍重再見」中

圓滿完成，校友們紛

紛結伴巡禮校園，有

的還相約喝下午茶繼

續話家常，更期待爾

後常相聚！

（64級楊奇才校友撰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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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總統府「御林軍」頭頭，前後負責4位正副總統的維安，

本身練就一身「八極拳」好功夫。2013年吳東林校友在服務軍旅34

年後，從總統府侍衛長一職退休，至今在玉井鄉間過著閒雲野鶴般

的生活。閒暇就到玉井國小、山上國小和玉井國中推廣現在連大陸

高官侍衛隊也在學習的八極拳。

吳東林校友為南師68級，但後來轉任軍旅，畢業於海軍陸戰隊

學校正規班，曾任海軍陸戰隊少將、海軍陸戰隊學校教育長、海軍

蘇澳基地副指揮官、國防部作戰參謀官。

吳東林校友因緣際會轉任總

統府侍衛室主任，曾負責呂秀

蓮、連戰、馬英九及蔡英文等正

副元首維安工作，以少將官階退

伍，雖是永康人，卻選擇隱居玉

井山區，假日打打棒壘球，更喜

歡到學校推廣八極拳。

目前也是母校校友總會理事

長的「吳將軍」，本身也是八極拳

總教練，他強調，八極拳不是太極

拳，兩者差別很大。既然是保護國

家元首的主力武術，這種武術強調

「一次到位」，意思是一次就要撂

倒對方，所以，臺灣就國家特勤隊

和總統府侍衛室隨扈將這種武術列

為必修。據他了解，大陸保護國家元首的中央警衛局也在學習這種

武術。

吳東林校友指出，八拳擊的特色在於近身攻防，不像跆拳道的

遠攻。它「致命一擊」的特色，更適合女性防身，因為女性不會跟

人家決鬥，只要用於緊要關頭能給歹徒致命一擊然後脫身，就已達

到效果。

至於八極拳在南部少見的原因在於特勤隊都在北部，吳將軍建

議南部學校也能推廣八極拳，並將它納入比賽中，只要他撥得出時

間，很樂意到基層學校為八極拳札根。 （節錄自中華新聞雲報導）

吳 東 林 校 友   一 身 八 極 拳 好 功 夫
人物特寫

公告

紅樓的歷史與特色

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捐款芳名錄
(110.09.01∼111.03.31)

校務基金捐款芳名錄
(110.09.01∼111.03.31)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64級級友會 82,061 64

丁于雅 200

方金雅 20,000 79

王合 2,000 71

王書逢 2,500

王瑞輝 3,000 64

王福村 5,000 50

佘惠美 1,500 49

吳幸蓉 2,000

吳芳郁 2,000 64

吳惠卿 3,000 61

吳鐵雄 2,500 47

李月里 20,000 64

李秀枝 500 81

李季美 2,000 64

李婉菁 6,000 64

林幼雄 1,000 58

林金城 6,000 64

林○○ 20,000

林智信 10,000 44

施才憲 10,000 64

胡巧頤 200

國立台南女中 2,000

國立新豐高級

中學
1,200

國立臺南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
1,000

張文富 2,000 64

張慶隆 20,000

莊國水 2,000 62

許榮賓 5,000 64

郭玥妡 200

郭祝府 10,000 47

郭純汎 200

陳文政 5,000 64

陳芊榕 2,100

陳欣民 10,000 89

陳金雄 2,500 48

姓名 捐款金額($) 級數
陳俶花 2,000 63

陳海雄 2,500 53

陳啓南 1,000 61

陳淑珍 2,000 64

陳雪貞 2,000 64

陳雲娥 1,000 46

陳瑞柳 10,000 51

曾助雄 2,500 50

曾明貴 10,000 50

黃美宜 200

黃榮源 2,000 62

黃碧連 5,000 64

楊玉盆 10,000 65

楊和枝 2,000 52

楊奇才 10,000 64

楊明慧 2,000 78

楊淑貞 20,000 47

楊清益 5,000 64

楊筑鈞 200

劉月華 10,000 64

劉仙雲 2,000 64

潘冠云 200

蘇桂鈺 20,000 64

蔡江東 200,000

蔡吟萁 200

蔡特龍 20,000 45

蔡順勝 2,000 93

蕭博元 2,000 91

薛梨真 10,000 64

謝春美 2,000 65

謝桂美 1,000 64

謝清德 10,000 64

羅仰光 2,000 69

蘇友泉 2,000 64

蘇美綢 1,000 64

蘇雪珠 2,000 64

蘇雯甄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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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10,000

吳東林 25,000

李○○ 10,000

李際春 1,500,000

財團法人志光林進榮教育基金會 50,000

張芳嘉 50,000

蔡○○「紀念蔡明海先生」 50,000

賴○○ 20,000

龔○○ 10,000

◎捐款用途：2021國際先進鋰離子電池與氫能燃料電池電化學儲能研討會
姓名 捐款金額($)

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創奕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其他捐款用途

姓名 用途 捐款金額($)
○○有限公司 贊助校內系際盃籃球賽事 20,000

○○基金會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基於AI-FML

代理人之機器學習工具於AIoT未來

應用

700,000

林進榮
人文學院辦理「臺南學的重要先驅-

盧嘉興學術研討會」活動使用
30,000

林進榮 人文學院辦理學術活動使用 1,000

社團法人台灣獼

猴共存推廣協會
充實改善生態系各項教學相關業務 125,872

財團法人大眾教

育基金會

辦理研討會、贊助講座暨學生獎

(助)學金等
100,000

財團法人台南市

奇美文化基金會
2022視覺藝術與設計學術研討會 5,000

國立臺南大學(南

師)校友合唱團
校務基金 5,000

蔡○○「紀念蔡

明海先生」
蔡明海先生獎助學金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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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基金歷年捐款資

料，請掃QR code詳
見捐款芳名錄

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