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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屆傑出校友當選名單 
 ◎秘書室校友中心

姓名 性別
母校畢業

科系級別

最高

學歷
重要事蹟 現職

麥福泉 男 師專 58級 碩士  • 慷慨捐助母校，多次受政府機關委託查核各
級單位經費，並無給職擔任本校稽核人員。

正興會計師事務

所會計師兼所長

楊德宏 男 師專 58級 學士  • 慷慨捐助母校，並積極進行社會服務工作及
捐助國小輔導經費。

宏普會計師事務

所會計師

蔡軒宇 男 師專 68級
師資科生化組

碩士  • 77、89、98年獲臺北市九九體育節優秀教
練獎

 • 80、82、95、100年獲臺北市十大優秀教練
 • 五屆奧運、三屆亞運、六屆東亞運、兩屆世
大運、三屆亞洲盃、兩屆青奧游泳教練

國小主任退休

南港高中外聘游

泳教練

王佩蘭 女 師專 72級
兒英所碩士班

94級
課傳所博士班

102級

博士  • 擔任基隆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主任期間，連
續兩年榮獲服務品質獎第一名。

基隆市信義區東

信國小校長

陳郁仁 男 師院國教所碩

士班 86級
博士  • 推動國際教育合作交流達 25年，績效卓

著：設立「臺越教育論壇」促成雙方教育

部長對話、成功行銷我國「華語文能力測

驗」。協助母校推動與越南華師來臺研習

與交流，並支持創辦「新南向政策教育論

壇」。

總統府新南向政

策辦公室

教育副參事

李凱莉 女 師院社教系 88
級

學士  • 105年教育部師鐸獎
 • 105年教育部友善校園評選傑出導師獎

新北市汐止區保

長國小教師

張超倫 女 北教大音教所

碩士班 96級
碩士  • 97年獲雲林縣「特殊優良教師」

 • 99年獲雲林縣師鐸獎、教育部師鐸獎
 • 102年獲教育部大愛菁師獎
 • 103年獲教育部第一屆藝術教育貢獻獎

雲林縣斗六市雲

林國小教師

謝傳崇 男 教經系教政所

博士班 96級
博士  • 擔任國中小校長時榮獲教育部「標竿一百」

學校獎

新竹市政府教育

處處長

邱乾國 男 教經系教政所

碩士班 98級
碩士  • 榮獲行政院三等功績獎章，成功推動幼托整

合法案並完成立法程序。

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署長

張信務 男 教經系教政所

博士班 105級
博士  • 91年獲全國校長創意領導獎

 • 94年獲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 102年獲教育部師鐸獎

新北市新莊區昌

平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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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總會南港公園健行。

校友久逢相聚　養生漫步公園

 ◎秘書室校友中心

校友總會又到了定期開會的時候了，於 105
年 11月 6日召開校友總會第七屆第三次理事會
暨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邀請各縣市的理

事長及總幹事與會，會中理監事們或許因為也

有一段時間不見，見面時情緒格外激動昂揚，

互相分享近況。

會中除跟校友們討論「北師

校友育才基金」的募款計畫外，

更選出執行長來幫助理事長推動

募款，期待能早日達成目標，協

助母校招收優秀的學子就讀，傳

承北師精神。

日前，由於吳萬福老師曾經

提到要注意養生保健，因此在張

清煌理事長的精心安排下，校友

們會後來到附近的南港公園進行

健行活動，在周瑞雲秘書長的事

前聯繫之下，當天也有社區大學的專業講師負

責導覽，讓理監事們不僅能活動筋骨，還能深

入瞭解當地的風土民情。最後大家帶著愉快的

心情踏上歸途。

 ▲長虹 55級校友於校友服務中心相聚。

長虹五十　55級乙班校友返校紀實
 ◎秘書室校友中心

105年 11月 27日早晨，天色些許灰暗，一
群約莫年過七旬的校友，步伐雖然不快，但看的

出來表情十分雀躍、期待，或許正想著老同學們

不知道過得怎麼樣？身體還硬朗嗎？看著他們時

而跟同學互相傾訴日常的煩惱；時而看著畢業紀

念冊，把「茶」話當年，真心覺得內心一陣溫

暖。

不管大家畢業後到了哪裡，做著什麼事

情，「長虹」這個班號，一直都跟著 55級乙班
的校友們，他們甚至出版班刊，分享心情及各項

事物。這群彷彿回到求學階段的老孩子們，

相約在母校唯一認得的建築物─禮堂裡的校

友服務中心談天說地，由學弟招待喝茶，經

過一番聊天敘舊後，相偕來到學生餐廳用

餐，雖然不可能回到當初用餐的餐廳，但多

少感受一下氣氛。

餐後，學長姐們帶著滿滿喜悅的心情，

離開這又熟悉又陌生的校園，繼續進行他們

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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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週年校慶捐贈校務基金受獎名單 
姓名 /單位 金額 捐贈用途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 $2,500,000 贊助北師美術館全年度教育推廣與年度展覽活動
簡文秀 $1,0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 $1,000,000 捐贈北師美術館（指定用途館務發展）
張清煌 $6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麥福泉 $3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劉新民 $3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楊宗仁 $300,000 捐贈特教系獎學金
蕭錦聰 $25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張鈞泰 $200,000 捐贈人才培育福智獎學金
郭文宗 $180,000 捐贈 105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教系郭肇坤清寒獎學金
彩虹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50,000 捐款指定南海藝廊專款專用
功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雪泥總裁）

$100,000 捐贈人才培育福智獎學金

張文雄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陳伯源 $100,000 捐贈數資系專款專用
陳逸弘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楊春賢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楊德宏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蔡松棋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蔡麗華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丁占鰲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張靜二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開丕股份有限公司（陳昌鴻）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廖玉蕙 $100,000 捐贈語創系「海外贈書運費」及「著作發表獎勵金」專用
薛平南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張新仁校長（中）與捐贈校務基金 10萬元以上受獎者合影。

 ▲捐贈校務基金 50萬元
以上受獎者張清煌理

事長（右）。

 ▲捐贈校務基金 100萬
元以上受獎者簡文秀

老師（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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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芳名錄（105.1.1∼105.12.31）

日期 捐贈內容 金額

105.01.14 葉碧蘭—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5,000.00

105.01.14 廖玉蕙—捐贈語創系「海外贈書運費」及「著作發表獎勵金」專用 100,000.00

105.01.25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捐贈北師美術館（指定用途館務發展） 1,000,000.00

105.02.24 Lloyd M. Dunn & Leota Dunn—捐贈特殊教育系獎學金 18,800.00

105.02.24 陸莉—捐贈特殊教育系獎學金 18,800.00

105.03.03 郭美江—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

105.03.04 滅劇場（34800802）—捐贈南海藝廊專款專用 2,000.00

105.03.04 財團法人台北市華視文化教育基金會—贊助辦理「105級畢業展演—真空」活動經費 5,000.00

105.03.07 紀惠芳—捐贈音樂系專款專用 1,000.00

105.03.07 顏美芳—捐贈音樂系專款專用 1,000.00

105.03.07 黃甦—捐贈音樂系專款專用 1,000.00

105.03.07 吳尚藹—捐贈音樂系專款專用 1,000.00

105.03.07 曾瑞君—捐贈音樂系專款專用 1,000.00

105.03.07 吳雪靜—捐贈音樂系專款專用 1,000.00

105.03.07 劉惠真—捐贈音樂系專款專用 1,000.00

105.03.07 邱淑媛—捐贈音樂系專款專用 1,000.00

105.03.16 開丕股份有限公司（21229847）—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0

105.03.28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104年提供校務基金捐款、學生獎助學金及贊助學術交流使用 150,000.00

105.03.29 梅花鹿影業—捐贈音樂系專款專用 6,000.00

105.04.15 北師 45級甲班畢業 60年同學會—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2,000.00

105.04.25 張欽全—捐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吳季札教授鋼琴演奏獎學金」 10,000.00

105.04.27 李正堯—指定鋼琴研討會專用 20,000.00

105.04.27 游章雄—贊助藝設系 105級畢業展演 5,000.00

105.04.28 104年康謳獎學金定存 390萬元利息收入 53,766.00

105.05.04 張清煌—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400,000.00

105.05.05 簡文秀—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00

105.05.10 陳安美—捐贈設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音樂學系—陳水鏡醫師紀念獎學金」 15,000.00

105.05.12 臺北市立第二殯儀館回饋地方經費管理委員會—捐助人文藝術季 10,000.00

105.05.13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27935073）—指定為『校長盃籃球賽』專用 20,000.00

105.06.22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18496209）—贊助北師美術館全年度教育推廣與年度展覽活動第一期 1,000,000.00

105.06.22 周芳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6,400.00

105.06.28 麥福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300,000.00

105.07.04 康謳獎學金定存 390萬元利息收入 53,766.00

105.07.04 楊德宏—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0

105.07.25 樂活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10,000.00

105.08.11 蔡耿銘—捐給音樂系協奏曲音樂會 5,000.00

105.08.23 曾美菁—指定國際鋼琴音樂節活動使用 50,000.00

105.09.09 郭文宗—捐贈 105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郭肇坤清寒獎學金 180,000.00

105.09.14 何義麟—捐贈「圖說台北師範校史」—書版稅（指定臺文所進行校史研究之專款） 10,220.00

105.09.14 財團法人黑松教育基金會（31935271）—捐贈康樂研習社作為社團營運之經費 50,000.00

105.09.22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18496209）—贊助北師美術館全年度教育推廣活動第二期款 1,000,000.00

105.09.22 台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18496209）—贊助北師美術館全年度教育推廣活動第三期款 500,000.00

105.09.22 達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7272270）—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50,000.00

105.10.05 日碩電子有限公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教育組 106級畢業製作贊助金 4,000.00

105.10.20 囍庄茶鋪—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5,000.00

105.10.20 鐵哥的羽球專門店—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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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贈內容 金額

105.10.24 瑞通食品有限公司（86538199）—捐贈排球校友盃專用 30,000.00

105.10.27 陳安琪—贊助北教大藝設系設計組 106級成果展 30,000.00

105.11.01 胡為真—捐贈「葉霞翟校長獎學金」（900007生輔組） 30,000.00

105.11.02 黃淑鴻—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3,000.00

105.11.02 黃淑鴻—指定捐贈兒英系款項 10,000.00

105.11.02 麋研筆墨有限公司（16785978）—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1,000.00

105.11.02 迅聯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28489023）—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10,000.00

105.11.02 謝易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教育組 106級畢業製作贊助金 50,000.00

105.11.03 張鈞泰—人才培育福智獎學金 200,000.00

105.11.04 光合果汁—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100.00

105.11.04 長佳機電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贊助學校運動代表隊專款專用 100,000.00

105.11.04 瑪莎蒂美食坊（42354692）—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300.00

105.11.08 彩虹餘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捐款指定南海藝廊專款專用 150,000.00

105.11.08 中英透析健康事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藝術教育組 106級畢業製作贊助金 12,510.00

105.11.08 張清煌—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0

105.11.10 好食早餐店—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1,000.00

105.11.10 豚太郎—贊助體育表演會經費 300.00

105.11.10 功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培育福智獎學金 100,000.00

105.11.14 大寶國際行銷有限公司—贊助「109級體育系迎新宿營活動」經費 10,000.00

105.11.14 高林文創基金會—贊助北教大藝設系設計組 107級大型展演 20,000.00

105.11.16 楊春賢—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0

105.11.16 財團法人錸德文教基金會（17417810）—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0,030.00

105.11.16 辛智秀—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07,786.00

105.11.16 李志勳—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0,030.00

105.11.16 辛麗津—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95,330.00

105.11.16 顧炳容—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07,786.00

105.11.16 張文裳—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0,030.00

105.11.16 新瓦建設有限公司（27583513）—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55,030.00

105.11.16 李國賢—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55,000.00

105.11.23 中華兩岸人民和平交流協會—捐贈 6,000.00

105.11.25 李明晏—鐘點費捐贈給音樂系 26,460.00

105.11.25 游章雄—捐贈藝術系表現優秀獎金 18,000.00

105.11.28 財團法人陳定南教育基金會—贊助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系學會「環遊數界益智成長營」活動經費 5,000.00

105.11.28 蔡麗華—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0

105.12.01 蔡松棋—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0

105.12.01 丁占鰲—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0

105.12.01 蕭錦聰—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250,000.00

105.12.06 周芳玉—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6,000.00

105.12.06 丁進添及張文斌—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104006）—丁進添 6千及張文斌 2千 8,000.00

105.12.06 張春榮—捐贈語創系獎學金 20,000.00

105.12.06 張春榮—捐贈語創系獎學金 180,000.00

105.12.09 吳萬福—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

105.12.27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00981952）—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0,030.00

105.12.27 台北市南港扶輪社（81582287）—捐贈體育學系系學會辦理「106年寒假期間大專院校社會服務
活動經費」

20,000.00

105.12.31 國立臺灣大學—捐助體育學系表演活動經費 30,000.00

105.12.31 蔡松棋—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00,000.0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捐款方式 
本校竭誠歡迎各界捐款，無論使用哪一種方式捐款，務請您致電校友中心（02-27321104轉

82085或 82185），告知我們您的大名、連絡電話與捐款金額。若有指定用途，也煩請告知。感謝您！

現金捐款 請逕至本校校友中心或出納組（行政大樓 2樓）直接捐款。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專戶」為收款人，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以
掛號郵寄「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中心收」。

銀行匯款

與 ATM轉帳
●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　● 帳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專戶
● 帳號：185350004105　（銀行匯款與 ATM轉帳需負擔手續費，敬請注意）

信用卡捐款 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書，填寫完畢後，傳真或送至校友中心，傳真號碼：(02)2738842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姓名／機構名稱

聯 絡 方 式 電話：（ 　 ）　　　　　　傳真：（　  ）　　　　　　行動：

通 訊 地 址
□□□ -□□

電 子 信 箱

身 　 　 分
□北教大校友，民國　　　　　年　　　　　　　　　　系／所／班　畢（結）業

□北教大教職員　　□家長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捐
款
內
容

捐 款 金 額 民國　　　　　年　　　　　月，本人捐款新台幣　　　　　　　　　　　　元整

捐 款 用 途
□校務發展基金　　□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指定用途（請說明） 　

信
用
卡
捐
款

持 卡 人 姓 名 卡 別 □ VISA　　□MasterCard　　□ JCB

卡 號 □□□□ -□□□□ -□□□□ -□□□□
發 卡 銀 行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有 效 期 限 西元 20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方式如下：

□單筆捐款　於民國　　　　　年　　　　　月，單筆捐款新台幣　　　　　　　　　　　　　　元

□固定捐款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

　　　　　　固定　□每月　□每年　捐款新台幣　　　　　　　　　　　　　　元

收
據

抬頭名稱：□同捐款人　　指定 　

寄送地址：□同通訊地址　其他 　

＊捐款可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列舉扣除額 100％扣除。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網站與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是　□否 
填妥本單後，傳真或郵寄此捐款同意書至秘書室校友中心，即完成捐款手續。

● 捐款專線電話：02-27321104 或 02-66396688轉 82085 林智遠先生　　● 傳真號碼：02-27388427 
● 郵寄地址：10671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秘書室校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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