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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戀 北師之情
－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會員（代表）大會側記

◎祕書室 校友中心

本屆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會員（代

表）大會於 109年 6月 21日選定在淡水河上的
大河之戀皇后號郵輪上召開。蔡松棋理事長的熱

情，給了大家一次難忘的全新體驗。

經過周密的規畫、聯繫與接待，參加的理

監事及會員代表們於當日下午 3點半左右陸續登
船報到，一陣熱烈的寒喧敘舊後，即進入各項議

程，在粼粼波光的映照下，討論各委員會工作報

告、工作計畫、預算，並完成年度工作及財務決

算報告、預算及工作計畫等，讓會議增添了些許

浪漫的色彩。

夕陽餘暉中，皇后號在靜謚的河心，迎著

微風緩緩前行，站在甲板上，兩岸燈火飽覽無

遺。大夥兒一邊談天說地，分享學生時期的點點

滴滴；一邊享用著豐盛又精緻的 Buffet晚餐。
看著天邊多層次的雲彩幻化，及灑滿了金黃色的

漣漪，和著海天連成一波波的晶亮；迷人的淡水

夕照隨即呈現在眼前；此刻過往的年輕趣事、師

長、好友似乎一一浮現眼前。只見大家紛紛拿起

手機相互合影，留住心中的悸動與永恆。

隨著郵輪漸漸靠岸，大會接近尾聲，全船

近百人替吳萬福教授慶祝九十歲大壽，在船艙裡

高唱生日快樂歌，並合影留下最美好的回憶，大

夥兒相約明年再見！

 ▲會議開始，司儀介紹與會來賓。（由左至右：張清

煌榮譽理事長、劉奕權榮譽理事長、本校前時任主

任秘書的何義麟教授、蔡松棋理事長、吳萬福永久

特別顧問、陳聰明顧問、曹金平監事長）

 ▲大會尾聲，眾人為吳萬福教授（中著紅色 POLO衫
者）九十歲大壽高唱生日快樂歌。

 ▲本屆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暨會員（代表）於皇

后號郵輪上合照。

 ▲大會進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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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山繫起國北情 — 傑出校友聯誼會第一次活動 ◎秘書室校友中心

傑出校友聯誼會於今（109）年 7月 11日
假圓山辦理第一次聯誼活動。當天來自各地的傑

出校友們歡喜相聚，參加人數超過 80位，不僅
母校新任校長陳慶和教授親臨指導，本校最受敬

重的幾位退休師長吳萬福、郭明郎、程日利及廖

幼芽老師也共同出席與會，活動圓滿順利，大家

都留下難忘的美好回憶！ 
去年成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傑出校友聯

誼會」之初，便約定每年要用心規劃辦理聯誼活

動，今年第一次聚會即選在見證臺灣發展一甲

子、宮殿風格古色古香的臺北圓山飯店。當天聯

誼活動分為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探訪充滿神

秘色彩的圓山密道，由圓山飯店專業的導覽人員

帶領大家一起踏查，伙伴們走過彎曲的密道，感

嘆先人的智慧。

第二個階段場地移到圓山聯誼會，在簡單

隆重的開幕式後，安排兩場精彩絕倫的講座。開

幕式由傑出校友聯誼會會長，亦是本校校友總會

理事長蔡松祺先生代表歡迎大家，接著由本校前

時任主任秘書的何義麟教授代表前時任校長張新

仁教授致詞、新任校長陳慶和教授致詞勉勵，本

校傑出校友新北市教育局張局長明文也上台與大

家閒敘家常。第一場講座由傅紀清先生主講，講

題為互聯網新知，傅先生為前阿里巴巴香港及臺

灣區總經理，現職活力臺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演講內容提到很多時代趨勢，讓我們獲益

良多。第二場次是由歐立達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卓

永仁先生談保健新知，講題為：找回最初的感

動⋯⋯知「足」常樂，健康從腳開始。卓經理幽

默風趣，談的又是與每眾人相關的健康新知，每

一位伙伴都專心聆聽；聯誼會副會長陳逸弘學長

為歐立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提供出席的資深

學長（姐）健康鞋墊兌換券，讓大家除了聆聽新

知，也能免費體驗！

本次活動感謝蔡會長松祺贈送所有出席傑

出校友「口腔健檢護照金鑽卡」，黃清章副會長

協助聯繫圓山聯誼會並為下午茶加菜，所有幹事

群及委員會伙伴的熱心服務，更重要的是大家的

熱情參與。整個聯誼活動在充實、溫馨的氣氛中

結束，大家約定 11月 6日第二次聯誼會，北師
校友音樂會再相見！

 ▲聯誼活動幕後勞苦功高的夥伴們。

 ▲本校傑出校友

聯誼會第一次

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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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北師同門　慶群傑首聚
──承邀列席傑出校友聯誼會盛大首會，欣喜感動之餘，追記傑友會成立之

初心與濫觴

◎郭明郎 (北師校友總會顧問 本校退休教師 )

人生有五樂

素來古人皆謂：人生有四大樂事，即：

「洞房花燭夜」、「他鄉遇故知」、「久旱逢甘

霖」、「金榜題名時」，世俗人似皆奉行不渝。

今筆者願欣然加列一樂而為第五樂，此樂姑且自

命為：「生為北師人」，終生奉行。

惜緣北師人

筆者出生、成長在臺灣中部偏僻的窮鄉

（彰化縣），十五歲初中畢業那年，隻身負笈

「闖蕩」臺北，投考母校前身─省立臺北師範三

年制普師科，運氣甚佳，幸獲錄取。從此與北師

結緣，展開三年的師範生活，也在心理上立下了

未來從事教育工作的宏願。同學多來自臺灣各

地，泰半是農家子弟，祗有少數幾位是海外僑

生。因為背景相似，成長環境雷同，大夥聚在一

起相處格外融洽，加上公費生制度下，飯食、住

宿和上課，步調完全一致，所以同學間的感情特

別和諧，親密又融洽。對於當時學校實施的「半

軍事化」管教制度，多能敬謹接受，奉行不渝。

所以，雖然不過僅有短短的三年北師生活，大家

卻已培養出十分親密、深厚的「革命情感」了！

總會話濫觴

母校畢業後，筆者在國民學校任教總共五

年時光。另外服兵役兩年。之後，終於有幸獲得

母校保送臺灣師大進修四年，完成大學學程後，

很幸運地獲得母校任教的機會，受聘擔任助教。

初期的工作是輔導學生社團活動。記得專科時代

母校的學生社團活動十分蓬勃、興盛，有規模、

有組織的社團總數多達四、五十個。我當時因為

年紀尚輕，和社團的學生們相處非常融洽，亦師

亦友，情如兄弟。

身為校友，在母校服務期間，母校總是給

予我很多機會，包括寫作論文、發表著作，研究

所進修學位以及參加各種大小規模的學術研討

會⋯⋯等等，使我不斷地成長、成熟，十多年

中，我也慢慢一級一級地升等，由講師而至副教

授。

在擔任實習輔導處長期間，最值得回味的

事，便是因為受命籌辦母校百週年校慶的重大活

動，意外認識了許多校友，他 (她 )們都比我年
長，都是我的學長、姊，不但熱心，努力地協助

我規劃、推動有關各項校慶的活動，另外還協助

募款，鼓吹各地校友踴躍樂捐，幫忙母校支應各

項必要的經費開銷等等⋯⋯。

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分別促動全國各縣市

成立北師校友會，在達成全國有過半數縣市都成

立校友會之後，立刻備妥資料向內政部申請成立

全國校友總會。

終於如願以償，就在母校隆重慶祝創校

一百週年校慶大會的同時，我們的「北師全國校

友總會」也同時成立！

而在母校舉行百週年校慶紀念大會上，最

引人注目，也是最受校友們感動落淚的儀式便是

─首次表揚傑出校友，而且第一次表揚人數便達

一百位之多！

許多校友都欣喜若狂地表示：終於有了表

揚傑出校友這個節目啦！期盼今後每年校慶都會

繼續辦下去⋯⋯。

世上最困難，卻是最有意義和價值的事，

便是從 0到 1，從無到有，好高興我們終於做到
了！

傑友要常聚

每年一度的母校校慶慶祝大會上，都會有

傑出校友的表揚。時光匆匆，如今傑友表揚活動

共已舉辦過二十四屆了。累計歷屆接受表揚的傑

友人數已達三三七名之多。每一位接受母校隆重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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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網頁建置研習

◎秘書室校友中心

國北教大校友總會資訊委員會於 109年 07
月 11日假母校視聽館 5樓 F503電腦教室辦理
校友網站介紹和資訊知能講解，校友總會網站後

台連結說明、使用方式及實際操作研習，由召集

人溫明正校友、林智遠校友和張安邦校友負責講

解。

校友總會官網建置於本校首頁—行政單

位—校友中心暨校史館網頁上（https://anbon.
works/ntue_alumni/index.php），已建置內容有校
友總會及各功能委員會資訊，包含校友組織委員

會、教育關懷委員會、藝文委員會、健康促進委

員會、國際及兩岸委員會、資訊委員會、志工委

員會及傑出校友聯誼會和校友合唱團等，各地區

分會相關資訊與活動、校友資源網站、歷屆校友

表揚的傑友，不論是個人的才華、能力和卓越的

成就，表現莫不受到母校師長和學弟妹們的肯定

與推崇，且更普受社會各界、海內外同胞的欽佩

與尊敬，真正是出類拔萃，實至名歸！

典範貴傳承

北師傑出校友的表揚，不僅已經建立起卓

然不易的制度，而其名聲顯揚，更已傳播遠揚全

國內外大專友校，紛紛派人前來取經。此乃母校

的榮耀，更是全體校友的殊榮。

唯世上凡事，欲求其完美無瑕，其實不

易。現任校友總會理事長蔡松棋學弟榮任之初，

即曾多次與筆者聚敘傾談，言下之間頗多同感，

感認為：每年傑出校友於接受母校隆重表揚後，

即各自賦歸，士農工商，各司其職，不僅鮮少與

母校或師長聯絡，無緣展現長才，奉獻於母校，

盡其一臂之力，並且各屆傑友彼此之間，或因畢

業年份、期別不同，非但相互陌生，即使偶遇，

也多視而不見，生如路人。凡此種種現象，皆令

人深感遺憾，而且十分可惜之至。

蔡理事長為人謙和且彬彬有禮，言談之

間，每多感慨期盼我眾多傑出校友應設法予以結

合，發揮群力，大家貢獻智慧、能力，各展長

才，應能對母校，對學弟妹甚至對社會、對國家

和全人類皆會有所助益，⋯⋯筆者於聞悉其規劃

與做法後，十分動容，當下首肯，願傾力相助

之⋯⋯。

本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二時，就在圓山大飯

店聯誼會館，親睹百餘位來自海內外各地的傑出

校友，大夥兒齊聚一堂，親切互動，傾談甚歡！

尤其是筆者目睹數十位年青的學弟、妹志工們在

會場內外忙進忙出，親切招呼、接待，會場一片

融融樂樂，渾然忘卻彼此原本陌生⋯⋯。

好感動的第一次傑友聯誼會，不僅辦得非

常成功，更且展現北師傑友們最棒的理念與傳

承！真正令所有與會者終生難忘啊！

郭明郎記 民國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本校退休師長郭明郎老師。

 ▲本校校友總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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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社群群組平台連結等。

本次研習有來自全國各地區的校友會及總

會七個功能委員會的負責人共三十餘人參加，總

會張榮輝秘書長及陳載福副理事長親臨指導，校

友服務中心李佳玲組長全程參與，陳慶和校長特

別關心校友總會網頁建置的情形，並多次提及母

校對校友會的支持。

期許透過校友總會官網的建立，能加強校

友彼此間及校友與母校之間的連結與互動，並記

錄各樣相關活動成為校友美好回憶。

情深依舊 — 簡文秀唱說答問！
◎秘書室校友中心

2020年 8月 8日下午 2點半，本校傑出校
友聲樂家簡文秀女士在國父紀念館大會堂舉辦

『情深依舊－簡文秀唱說答問！』講座，與觀眾

們一起感受音樂、開懷歌唱。

簡文秀女士曾在美國布希總統「就職慶祝

音樂會」中獻唱並獲頒贈「國際音樂獎」；於加

拿大、英國、希臘、日本國際聲樂大賽中，榮獲

二個首獎及四面金牌；更獲得總統親頒社會特別

貢獻獎、教育部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個人獎；

並於 2018年 12月榮獲港澳臺灣慈善基金會第
13屆愛心獎，該獎項為兩岸四地愛心的最大殊
榮！

今年世界各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簡

文秀校友有感而發，人間世事變幻無常，她認為

 ▲學員於課後合影留念。

 ▲聲樂家簡文秀女士情深依舊講座，現場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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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多年來受到國家社會的栽培、鼓勵與肯定，

希望藉由此次講座，與觀眾分享她的人生經歷及

歌聲，為社會帶來安慰與盼望。

「助人可以有任何方式與機會，即使是一

個熱烈的鼓掌，都會鼓舞人心。」簡老師將聲音

和愛分享到這社會，她總說 :「藝術源自於周遭
的生活。」，她要讓所有聽到她歌聲的人都能產

生內心深處的迴響。在無數的基金會、志工、醫

院、教會的音樂會裡，都能聽見簡老師溫暖的嗓

音，看見她親切的身影，她將生活中的一切融入

在自己的歌聲當中，讓更多更多的人從歌聲中得

到希望。

在這次的講座中，簡老師除了教導大家唱

歌，也希望透過與民眾一起開口高歌，產生更多

的正向能量，使大家的心情能夠更加歡樂喜悅。

一生用愛奉獻給社會的簡文秀女士，正用

自己的方式去照亮社會上的一角落，用歌聲去溫

潤孤獨的靈魂，是她用堅毅的行動，帶著大家的

希望快樂出航。

宜蘭頭城農場、龍潭湖一日遊 ◎秘書室校友中心

109年 8月 11日校友總會健康促進委員會
和臺北市校友會合辦宜蘭一日遊活動。原本擔心

受米克拉颱風的影響，行程會在雨中進行。幸

好，老天爺賞臉，給了一個好天氣，讓所有參與

的校友們有一趟開心愉快的

旅遊！

此次活動，包含國北合

唱團 30人、校友總會、臺
北市校友會等校友、眷屬和

自行開車的校友們，一共近

百人參加。兩輛遊覽車，分

別由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

和臺北市校友會理事長連寬

寬校長擔任領隊。車上，大

家自我介紹，有些校友在退

休後仍持續為社會貢獻一己

之力；有些校友則是持續運

動和養生，活得健康又自在！甲車上還有兩位

91歲高齡的長者，一位是體育系吳萬福老師；
一位是劉新民老師，其中，劉新民老師還幽默的

告訴大家他年輕時如何追到蔡麗華校長的故事，

 ▲簡文秀聲樂家會後與到場校友合影留念。 ▲講座現場 2500位滿場觀眾戴口罩大合唱。

 ▲校友於宜蘭頭城農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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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聽了都哈哈大笑，更祝福兩位恩愛夫妻白頭

到老！

到了頭城農場，迎接校友們的是臺灣小吃

美食，有冰涼的綠豆湯、好吃的宜蘭湯圓、芋頭

米粉湯等等，任君享用。接著，導覽解說員分別

帶著兩車的人員進行農場的導覽和解說，如：蝴

蝶區；水稻體驗區；土牆厝；細腰蜂生活區；還

有牛舍，養了四頭水牛等等，都是臺灣早期農村

生活常見的生態環境，在導覽休息時，又讓我們

品嚐了在地的米苔目。

中午用餐前，來了多位貴賓：本校新任校

長陳慶和教授暨學務長蔡葉榮教授；宜蘭縣校友

簡信斌、施智文、張聰明、丁進添、朱源泉、何

賢堯等人暨傑出校友陳漢鍾（現任宜蘭縣副議

長）等人，特別來到現場和所有校友們共進午

餐。宜蘭縣校友們贈送每位校友黑豆奶和宜蘭特

產∼牛舌餅。陳校長、蔡學務長、陳漢鍾副議長

在總會蔡理事長、臺北市校友會連理事長的陪同

下，一一到各桌向大家致意，使校友們感到備受

尊榮！

在享受了美味可口的佳餚並稍事休息後，

遊覽車來到龍潭湖風景區讓大家休憩拍照，欣賞

宜人的湖光山色，也讓吃撐的胃消化消化！再次

搭上遊覽車，歡唱卡拉 ok，大家快樂平安的回
到臺北，在心中留下美好的回憶！感謝校友總會

和臺北市校友會合辦這次的活動。未來，校友總

會健康促進委員會將陸續辦理相關旅遊活動，有

興趣參加的校友們，可以透過學校校友總會官網

查詢並報名參加，大家一起為自己的健康而走

吧！

 ▲校友於美麗的龍潭湖前合影。

 ▲用餐前，陳慶和校長（前排右四）、蔡葉榮學務長

（後排左一）、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前排左

四），與部分校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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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見初心　歡喜三十 ◎ 79級畢業 30年同學會籌備會（乙班）

－ 2020.08.21 師專 79級畢業 30週年同學會

悠遊話當年　夏風敘舊情

一轉眼我們已踏出母校 30年。久違不見的
同學、懷念的北師大禮堂、臥龍街飄香的蘿蔔絲

餅、明德樓通往道藩圖書館的「終南捷徑」、

琴房裡年少輕狂的錚錚往事⋯⋯。以上的年少

印象，在 2020年母校再次召喚校友回娘家，
這讓我們感到雀躍也感受一些惶恐， 心想：在
COVID-19疫情下散在臺灣各地的同學，願意來
參加一期一會的同學會嗎？還好這個難題因為政

府不建議國人出國旅行，讓身為籌備會的我們寬

心些，燃起在盛夏季節舉辦的信心，邀請 79級
同學參與一場年度限定版的同學會，悠閒的回母

校話當年敘舊情。

找到同學　就找回青春

歲月帶來的閱歷，讓我們有軌跡去照見我

們在當年就讀北師的初心，大夥聚集回首那些年

母校的栽培，還有好多好多住在我們心裡的師

長、同學。因此，由同學提交表單許下願望，終

於能邀請到十幾位 30年不見的授課老師到場參
加我們的畢業 30週年同學會，師生再度同聚一
堂。

再請同學以手機連結 kahoot系統，設計
「喚醒那些年的過往」，以 1990年前後學生時
期的人、事、物為主題，進行簡單手機線上回覆

的有獎搶答，除活絡同學情誼也增進樂趣。而近

些年也是我們面臨退休與否的抉擇期，因此邀請

已退休的同學分享，他們退休進行式的生活安

排。及北師全國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蒞臨指

導。最後以音樂班同學現場鋼琴伴奏、指揮帶領

全體師生來賓領唱校歌劃上句點。

是的，熟齡同學會就是充滿回甘韻味，深

深謝謝那些年老師們的諄諄教誨，身教言教並重

的教育我們，更感謝超棒的 79級同學們熱情支
持，讓我們熱力四射、溫馨滿懷、歡喜 30。

 ▲全體參與者一起合影，留下

美好的畢業 30週年同學會影
像。（第二排左起依序為：校

友中心李佳玲組長、魏得璟教

官、水心蓓老師、吳雄老師、

廖幼芽老師、洪盛朗老師、郭

明郎老師、吳萬福老師、陳永

倉主秘、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

長、蔡葉榮學務長、校友總會

國際與兩岸教育交流委員會召

集人池勝和先生、曹中瑋老

師、林慧瑜老師、校友總會

校友組織委員會召集人連寬

寬女士、校友總會張榮輝秘書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