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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 68級畢業 40年校友回娘家
—溫馨感動感恩感謝 ◎ 68級校友　王曉璿

「哇！ 40年沒有回來母校了、大禮堂處處
溫馨令人懷念、40年前寢室情誼令人珍惜、周
六土風舞學習令人回味無窮⋯」

北師 68級同學畢業 40年的回娘家聚會，
處處溫馨，時時歡笑，迴盪在 108年 11月 23日
星期六的北師大禮堂，感謝校友中心佳玲學妹與

智遠學弟的費心幫忙，才能讓一群老學長學姊悠

游話當年、春風敘舊情。當天一大早，北師 68
級的老同學，在大禮堂快樂聚首，歡樂交流，11
時左右，由何主秘義麟老師代表校長，歡迎所有

同學回娘家，同時向所有同學說明母校的發展現

況與進步情形，接著由程日利老師帶領大家回想

過去在校美好時光，同時勉勵大家注意養生與運

動，繼而由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介紹校友會的

發展與相關規劃，以及校友中心佳玲組長說明學

校為每位校友準備的專書著作，真是受益良多。

最後承繼 68級同學會畢業 30年與 35年聚會傳
統，每位老同學進行介紹交流與互勉，其中充滿

公婆成群、含飴弄孫、遊山玩水、奉獻教學、感

恩母校、以及回憶師恩，所有老同學，皆從「記

得當時年紀輕、十五少年懵懂時；紅樓朗朗讀書

聲、轉眼寒暑已六十」，經過四十年時光，雖非

常見面，一見就熟稔，當年筆硯相親，晨昏歡

笑，如今依然記憶猶新，人生一甲子讓我們更成

熟、更耳順、更圓滿面對生活的點點滴滴，畢業

40年老同學再相會，感恩母校、感謝師長、讓
我們能夠平安健康悠游如意話當年、日順月順年

年春風敘舊情。

「2019愛您依舊」北師 124週年校慶校友美展的感言與抒懷
 ◎秘書室校友中心

張錦樹．40級

藉著這次的校慶北師校友美展，回到學

校，也帶著我的女兒與孫子、孫女一同參觀美

展及校園。離開學校至今 69年了，學校改變許
多，只有當時的禮堂（現今的校友中心）還依舊

存在，其他的建築物全都改變了。回到學校遇見

同學及好友，心情非常的愉快，就像回到當年在

北師念書的感覺。非常感謝這次的策展學弟妹

們辛苦的籌劃。 北師永遠是我最引以為傲的學
校，是我心中最棒最美的回憶之處。

林美智．52級

我是母校還是師範學校時，最後一屆的美

術科畢業，近二十年來，因為孩子已長大，時間

較為充裕，使我能夠重拾畫筆，做我最喜歡的繪

畫工作。這二十年來，我曾參加法國藝術家沙龍

及巴黎秋季沙龍展，計入選二十餘次，並得過銅

牌獎，但就是沒有機會參加母校的藝術活動，直

到今年 11月間，學妹陳志芬老師通知我，母校
將於 11月 30日校慶時，在學校美術館舉辦 5天
的美展，邀我參加，這是我畢業五十六年來第一

次參加母校的藝術活動，乃欣然答應。參加母校

舉辦的美展，見到許多在藝術界已頗負盛名的學

長與學弟妹們，使我體會到母校教學確實是成功

的，這時心中再度浮現昔日在學時，師長們無論

是學科或是品德各方面，竭盡心力在教導我們，

使我們能肩負承先啟後的責任。我慶幸我能進入

師範學校，接受嚴格的培育教育，在人生的道路

上能夠走得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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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進傳．57級

北師美術館設在本校校區，一向都是規劃

國際知名畫作展出，此次能有機會參展 2019愛
你依舊北師建校 124周年校友創作特展，倍感親
切榮幸！

我從東莞出發提前一天到學校先巡訪校園

一圈從防空洞到美術學系再經操場／禮堂到達展

覽會場，我第一次踏進這多功能的國際藝術殿

堂，從燈光畫作安排，畫家的年齡輩分都經過巧

思設計，實在太令人感動。我獨自一人綜覽全部

作品並試圖解讀每位校友的作品，享受創作者的

心情故事，用寫景記事或用抽象抒情，是用嚴謹

畫面結構或用奔放狂野揮灑可以說用盡所有媒材

透過各種表現形式展現不同的創作風格，我想到

的是這麼豐富精彩難得的展覽會如何擴展美育傳

播？如何落實北師在校學弟妹們！展出開幕當日

正逢傑出校友會成立大會，我們在數百位校友齊

聚一堂，共同拉開序幕畫家與作品合影！聆賞畫

家個人作品解說，互相交換創作意見！

我登記輪值接待了幾批的參觀學生，其中

印象深刻的記錄如下：1.兩位姊妹由爸媽陪同欣
賞作品之後由小朋友自己挑選一件作品進行小鳥

臨畫學習；2.台東一個小學由老師親自帶領 9名
學生到場參觀，把展覽會場當教學場所；3.兩位
外籍緬甸學生分享他們對作品的導賞非常精彩；

4.音樂班 100多人到場參訪，由郭博州院長介紹
學校，再由陳志芬主導分配林福全、王建旺、張

進傳負責導賞，我們用導賞者的引導語彙，啟發

欣賞者用心觀賞，進入創作者作品的內心世界，

這些音樂班的學生居然對林美智校友和施春茂校

友的作品情有獨鍾。

學生說林美智作品一看很霸氣，就知道是

一代女皇，很高傲的樣子，色彩用棗紅色為主

調，用白黑黃色線條色塊強調皇族的高貴權利。

對施春茂的書法學生說老子是古代人，現代人施

春茂竟然敢用野獸派的筆法來寫老子（引來一陣

哄堂大笑）這個學生很有創意也很能將自己的看

法放膽的分享！我們北師美術館等同法國巴黎羅

浮宮美術館。我們在國外看到美術館內有很多臨

摹藝術家在創作。我們也看到東京美術館展出羅

丹作品時會發動全國中小學生前往導賞學習。我

們有這麼優質的美術館，我們有國內橫跨三代的

精神導師藝術家，我們有老中青知名的現代藝術

家和在校的學弟妹，校內培訓大批導賞人員，從

這次愛您依舊 2019校友聯展出發，帶著北師精
神，航向創意的未來。

簡志雄．師專 60級

從「翠湖春曉」到「夜泊伯納 BURRARD
橋」，以油彩描繪加拿大洛磯峻嶺湖光山色與溫

哥華最古典的伯納橋影，這兩件作品很榮幸能應

志芬之邀，追隨多位前輩與新秀參加本次北師大

展，旅居加拿大十多年，雖常在國外，仍保留在

台幾個畫會經常越洋參與展覽。我自小即愛繪

畫，專業正規教育是從北師啟蒙的，尤其是在四

年級時（1969年）有幸受教於甫從法國回台在
北師首開油畫課的陳寶琦老師，在當年即能接觸

歐洲的當代藝術教育理念，後來又在師大美術系

受教於來自美國的客座教授馬納達老師，他們予

我藝術即生活的啟示，鼓舞且維繫著我在藝術

的大道上：「我不是在畫畫就是在往畫畫的路

上」。從北師畢業已近半世紀，北師大展也已大

功告成，但牽繫著北師人的藝術情緣不止“愛您

依舊”更是“愛你依久”，祝願大家：“北師教

育心，永續藝術情！”

林福全．73級

相識自是有緣！能與這麼多藝壇發光發

熱、表現優異的學長姊、學弟妹，在自己的母校

一起共襄盛舉參與這場盛事，真的與有榮焉！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走在曾經再也熟悉不過的

校園裡，然而畢業後離開母校三十幾年了，心中

難免有一些陌生。感恩校友總會理事長蔡松棋學

長催生籌劃這次的「2019愛您依舊」的大展，
在時間短促、人力不足下，透過校友會秘書長張

榮輝學長及藝文委員的學長姊、學弟妹們的全力

以赴使命必達，完成了一次幾乎不可能的任務，

燃起了藝術的熱力，融化了陌生，讓北師這個藝

文大家庭藉此拉近了彼此的距離。就如同大家心

中的期盼，希望來年我們可以再相聚，點燃藝術

火炬，再創北師藝術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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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國寬．74級

北師是國內孕育藝術人才，培育師資的經

典學府，高懸於校門的校訓「良師興國」更令代

代學子惕勵緬懷⋯⋯參展 2019北師建校 124週
年特展，懷著校友回娘家的心情，以一種親切喜

悅的心情拎著畫作繳件，散步於校史館的廊間，

映入眼簾的即是穿越三世紀的傳奇藝術人物，傑

出的前輩藝術家陳澄波，廖繼春、李梅樹、李澤

藩、李石樵⋯⋯等人的巨型海報立牌，巍峨校園

與輝煌校史相襯，烘托出北師在臺灣藝壇的重要

性⋯⋯展出開幕式當日在數百位校友齊聚，凝聽

主辦單位和致詞貴賓的禮讚，精心企劃的展出

盛宴，讓校友們寒冬暮春日，溫暖母校弘育恩

情⋯⋯北師美術館是座多功能建築，引領校友拾

級而上的是精心規劃的展出，一步一迴旋，處處

充滿藝術的亮點，從燈光、文宣、布置甚至作

品安排，都是經過策展人員的巧思與設計，推敲

琢磨再定位，讓北師「國際級的館舍」能在傑出

藝文界校友的作品穿搭下，更具不凡意義。成功

的展出是在完美的藝文服務，執行單位在各個展

日安排藝術家導覽，現場時時可見仔細聆聽的觀

眾和藝術家，面對面焦點對談，分享傳遞美學訊

息⋯⋯為展出劃下完美句點。

賴淑華．74級

北師藝術大展 2019校友聯展圓滿成功，看
到北師人的專業熱情和美術館的當代性展現。師

長和老中青三代校友大合照，留下難得的歷史鏡

頭，非常壯觀令人感動！展覽其間有緣為和平實

小 60位師生導覽，學生用心賞畫對話，搭起了
小學生走進北師美術館參觀的藝術教育推廣！我

愛北師，以身為北師人為榮！

劉池蓮．75級

昨天校慶的活動圓滿成功，離開學校已 35
年，校舍改變太多，還好有一些舊建物，才能找

回在校時候美好的回憶。感謝校長、理事長及您

們精心的策劃，讓我好感動，美術館的大作，

仿佛到了羅浮宮具高水準，很開心巧遇 67年在
彰化教育學院輔導系進修美術課的倪朝龍老師，

有感時光飛逝，臺北教育大學傑出校友會的成

立，意義深重，期集思廣益，珍惜時光發揮所

長，大家來思考，我們可以做什麼有益的活

動？期待再相聚。謝謝您！

吳遠山．89級

2019冷冽寒冬中，幸能與諸多心儀良久之
藝壇學長姐們，在北師美術館聯展，心窩不時

湧現驕傲之暖流。然而，個人私陋且狹窄之心

靈，亦於此間承蒙志工學長姐之義舉所感召與

洗濯。故卸展後，自覺非僅盈握藝術點滴，更

覺得有自省處世態度之必要，總之，感謝校友

會及學長姐一切無私奉獻與示誨，感恩。

翁家鐸．100級

很榮幸能參與這個多年才一次的校友聯

展。在活動中細細品味國北教大的悠久歷史與臺

灣現代藝術的初期發展貢獻，再看到現場出席的

許多資深校友開心認真的神情與精彩呈現的作

品，除了努力不懈的藝術成就之外，也表現了許

多豐富的人生故事，感受很美好。謝謝辛勤籌辦

活動的所有師長校友，並且慶賀「2019愛您依
舊」北師 124週年校慶校友美展，祝福大家。

黃麗凝．106級

感謝學校辦理這樣有意義的活動，在校

慶的時候更顯意義不凡。也因為校友美展更是

凝聚各屆校友的心，大家齊聚一堂，十分不容

易！再者，有些校友也許在畢業多年後回到學

校，看到由校舍改建的北師美術館，一定深深

以學校能有這種優質展覽場所為榮！若不是因

為這次校友會籌辦，筆者從未想過自己的作品

能有機會在此展覽，而且是與各位先進校友一

起共襄盛舉，透過與專業佈展公司合作，大家

的作品在北師美術館的呈現

令人感動！這一切都要感謝

校友會的用心與辛勞，也要

讚嘆背後所有參與這次活動

的工作者不厭繁瑣的辦事效

率！期待在校慶時期，透過

藝文活動，大家能再聚首！



校友園地

28

籃球校友聯誼會成立　首辦籃球邀請賽 ◎秘書室校友中心

北教大籃球校友聯誼會，於 108年 12月 28
日在母校正式成立，並假學校的體育館舉辦邀請

賽，參加隊伍有 16隊，兩天 32場次比賽，熱鬧
非常。

籃球校友聯誼會由本校體育系畢業，熱愛

籃球運動的校友所籌設，目的在於促進校友間彼

此聯繫，增進情誼；同時推廣籃球運動，精進籃

球技能，帶動籃球運動風氣。

籃球校友聯誼會隸屬於本校校友總會下

轄之健康促進委員會之分會，未來除了辦理校

友聯誼活動、籃球邀請賽事，還將辦理籃球教

練、裁判講習等增能活動。

凡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包括省立臺北師

專、國立臺北師範學院）畢、肄業同學暨曾在

母校服務之教職員，均歡迎申

請入會。（入會請洽 95級
黃金助 0925-515138、86級
陳煥修 0931-688059）

 第 24屆傑出校友名單  
姓名

性

別

母校畢業

年份科系所

最高

學歷
重要事蹟 現職

徐郁水 女
師範藝術科
47級 學士

• 99年獲邀新竹縣優秀藝術家邀請展並出版徐郁水畫集
• 104年教育貢獻獎 專業畫家

王健旺 男 師專 76級 碩士

• 教育部 106年全國藝術教育貢獻獎
• 國立古蹟林本源園邸園長
• 新北市藝術輔導團召集人
• 北師校友總會藝文委員會總幹事
• 教育部美感計畫宣講講師，推動偏鄉美感教育
• 文化部文化體驗計畫講師及課程輔導委員

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國小校長

吳昌期 男
教經系博士
班 95級 博士

• 83年全國社教有功人員
• 87年全國特殊優良教師師鐸獎
• 90年全國推展體育有功人員

退休校長

曾秀珠 女
師專 78級
教經系博士
班 107級

博士

• 86年安坑國小百週年校慶傑出校友
• 88年教育部頒推展家庭教育績優個人
• 89年教育部頒推展終生學習績優個人
• 教育部頒數位機會中心典範經理人楷模
• 103年全國校長科技領導卓越獎
• 106年新北市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

新北市新店區
北新國小校長

曾俊凱 男
教經系博士
班 95級 博士

• 106年教育部校長行動領導卓越獎
• 106年教育部行動學習優良學校全國特優
• 107年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銀質獎
• 107年新北市教學卓越獎全市特優

新北市鶯歌區
鳳鳴國小校長
（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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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德田 男
教經系博士
班 102級 博士

• 100年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銀質獎
• 100年教育部特色學校特優獎
• 103年新北市特殊優良教師
• 108年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新北市新店區
新店國小校長

顏學復 男
教經系博士
班 102級 博士

• 101年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 103年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
• 105年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 105年教育部藝術教育活動貢獻獎 (個人 )
• 108年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新北市板橋區
大觀國中校長

林明德 男
師範普師科
52級 博士

• 102年榮獲日本政府頒發旭日中綬章
• 專書著作：日本通史、日本歷史與文化、日本的社
會、日本中世近世史、日本近代史、近代中日關係
史、日本史等七本

臺灣二二八
和平促進會理事長

吳明烈 男
師專 78級
師院語文教
育系 84級

博士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 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 中華民國教育學術木鐸獎

國立暨南大學
特聘教授

陳漢鍾 男
資科系碩士
班 106級 碩士

• 宜蘭縣公民監督聯盟評鑑 問政優質議員
• 宜蘭縣公民監督聯盟評鑑 服務最佳議員
• 宜蘭縣公民監督聯盟評鑑 陽光議員

宜蘭縣議會副議長、
羅東鎮農會理事長

 124週年校慶捐贈校務基金受獎名單 
姓名 /單位 金額 捐贈用途

楊宗仁 $500,000 捐贈 107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新生獎學金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真如苑佛教會 $500,000 捐贈北師美術館「One Piece Museum館校合作計畫」

財團法人長虹教育基金會 $350,000 贊助「One Piece Museum 百聞不如『一件』—北師美術館藝企

合作計畫」經費及教育推廣計畫

尊彩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300,000 「北師美術館捐贈款」及捐贈北師美術館展覽及館務發展

楊天放 $300,000 捐贈指定運動傷害防護社專用、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 $200,000 贊助北師美術館「One Piece Museum館校合作計畫」

張春榮 $200,000 指定捐贈「沈阿鄉老師紀念獎學金」、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洪哲文 $195,000 捐贈辦理呂昭炫吉他作品國際學術研討會

郭文宗 $165,000 捐贈 107、108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郭肇坤清寒獎學金

臺灣銀行受託文化公益信託

葉俊麟臺灣歌謠推展基金專戶
$150,000 臺灣歌謠研究創作獎助金

財團法人花仙子教育基金會 $112,700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顧惠文 $107,328 捐助「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王小萍 $100,000 捐贈林貴美老師獎學金

顏藹珠 $100,000 捐贈「沈阿鄉老師紀念獎學金」專用

好習慣健康企業有限公司 $100,000

捐贈本校體育學系系學會辦理「第七期愛護地球推廣營」寒假志工服

務活動經費

贊助本校體育學系系學會辦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一期愛護地球

成長營」活動經費

財團法人薇閣文教公益基金會 $100,000 捐贈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張鈞泰 $100,000 常依福智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