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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澤流芳

—擔任北師校長十三年的葉霞翟博士生平簡介

◎胡為真　謹述

葉霞翟校長（1914-1981），原籍浙江省松
陽縣，民國三（1914）年生。父親慶崇先生為前
清末屆秀才，官費留日，同盟會會員，參加孫中

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民國成立後在浙江麗水

從事教育工作，聲蜚鄉里。校長在家中七位子女

中排行第三，自幼聰慧好學，力爭上游，於松陽

西門孔廟小學四年級始，即外出至麗水、杭州、

上海等地升學，先後畢業於麗水中學、浙江省立

農學院附中、浙江警官學校、及上海光華大學。

葉校長於民國二十八（1939）年對日抗戰
期間，自光華大學畢業，隨後赴美國留學，先

入位於首都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補修大學學分，於民
國三十（1941）年取得學士學位，繼申請到威
斯康辛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麥迪遜
（Madison）校區攻讀政治學碩士，獲得學位的
論文題目是《Home Demonstration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由於成績優異，獲得全額獎學
金攻讀政治學博士，輔修家政，是該校校史上首

位獲得全額獎學金攻讀博士的華人。民國三十三

（1944）年五月，獲得學位，博士論文題目是
《The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成為史上首位獲得美國著名大學政治

學博士之女性華人。五月底啟程返國，由於二次

大戰尚未結束，太平洋航綫不通，得以搭乘美國

軍艦，經由巴拿馬運河、南非好望角、至印度，

飛越駝峰後方始返回中國大陸，任教於成都母校

光華大學，並在金陵大學兼課。抗戰勝利後赴南

京，在復員後的金陵大學（今南京大學之前身）

專任教授，並於民國三十六年與胡宗南將軍結

婚。

民國三十七（1948）年底因大陸局勢變
化，帶著一歲的長子（即本文作者）赴臺灣。臺

大傅斯年校長聞知後，立即送臺大聘書到宅，但

因葉校長還在大陸作戰的夫婿仍有傳統老觀念，

盼望妻子專心理家，教養孩子，故而婉謝。直到

民國五十一（1962）年二月，胡將軍去世，而張
其昀先生在臺北陽明山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及文

化學院（今文化大學），請其協助，才應聘在華

岡擔任教授，自民國五十一（1962）年秋開始，
先後兼任家政研究所主任、家政系主任、訓導

長，教務長、副院長等職，熱心教學，出版專

書，照顧學生不遺餘力，被譽為華岡家政之母，

由於其學術著作及教學成績有目共睹，乃獲「華

岡教授」榮銜。

民國五十六（1967）年，校長接受臺灣省

 ▲葉霞翟校長於 1944年 5月取得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博士學位後即返國服務。（此為威斯康辛大學於

1970年特重製其於 1944年大戰時所發之文憑）

 ▲民國 60年校慶葉霞翟校長（中）與貴賓教育部羅
雲平部長（左二）、王亞權次長（右二）、教育廳

潘振球廳長（左一）、師大張宗良校長夫人（右

一）在校長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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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廳潘振球廳長親自登門邀請，前往素負盛

名、歷史悠久、在師範教育的學術領域內獨步

臺灣的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今臺北教育大

學），接替韓寶鑑先生擔任校長。自當年二月起

直至民國六十九（1980）年七月退休，主持校務
凡十三年半。期間致力辦學，嚴謹慈仁，改革創

新，教育萬千學生，畢業後均出任臺灣各國小教

師，或在國內外各行業服務，績效斐然，影響深

遠，今日臺灣許多不同行業出類拔萃之人士，都

是當年北師教育出來的精英。

那時所有的學生都是公費生，入學時大約

十五、六歲，葉校長每日均與大家生活在一起，

一心一意要好好教育這些來自全臺各地的優秀青

少年，希望他們畢業後到各個國校都能成為一個

好老師。

首先，不斷改善學校教學及生活環境，例

如擴建操場、開路、植樹等等，以便利全校師生

的學習及生活，方便各人進修；並建立各式花

圃，以美化校園。同時一面增進學生的學術技

能，另一面特別注重學生的生活教育，以便養成

良好品格、注重禮儀，以及愛國家的情操和守紀

律的習慣。自己每天親自主持升旗典禮，經常巡

視學生宿舍，還常請各界名人到學校的週會演

講，強調「良師興國」，作為校訓，俾增進學生

身為師專生的榮譽感。同時她每年必定到全省各

地、包括偏鄉僻壤去視察學生實習情形，鼓勵大

家「以教育為志業」，以備其畢業後到國小任教

時，不但有足夠的學術能力，尤其能在操守、作

風、行為上為人師表，受人敬重。

其次，由於當時臺灣省教育廳很多關於

「國民教育」政策的推展與實施，都以臺北師

專為範本，所以葉校長特別注重教師陣容的提

升：對在校優良教師，多予禮遇，對外界人才，

則設法聘請來校，俾建立堅強的教師陣容，嘉

惠學子，增進其學術與技能。當年許多學有專

長、在不同領域的一時之選，都在校任教，例如

屠炳春、陳壽觥、鄒季婉、陳漢強、柯維俊、王

鴻年、陳紉秋、林國樑、 夢俠、李毓進、何碧

蘭、宋瑞霞、伊文柱、吳萬福教授等人，都讓學

生受益良多，迄今難忘。甚至當北師附小校長譚

達士退休後，葉校長還特別從屏東覓得教育專才

蔡義雄接長附小多年，進一步提升了附小的水準

和功能，使之成為臺北的名校。蔡教授於本世紀

初還獲邀擔任教育部主任秘書，協助全國教育工

作的改善。

在教務及行政上，北師受省教育廳指示，

在民國五十九年開始，領導全省九所師專，將個

別招生改為統一招生，同日考試，結果順利成

 ▲民國 66年省立臺北師專音樂科第五屆畢業演奏會，會後葉霞翟校長（第一排左五）與音樂科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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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更強化了學校在師專系統中的龍頭地位：當

時許多有志青年，都以進入北師為第一志願，

例如民國六十六（1977）年，招收 180人，有
5698人報考；民國六十七（1978）年，招收 270
人，有 7290人報考；民國六十八（1979）年，
招收 266人，竟有 7844人報考，也就是，錄取
率僅僅 3.4%，此充分顯示學生們都是各地拔尖
的可造之才。校長每學期還必定數次親自主持各

科教學研討會，設法運用群策群力來解決各種教

學問題，精益求精；如果遇到了行政方面的困

難，則往往責成負責學校總務、幹練的繆瑜教

授，和曾在軍中工作，經驗豐富、負責庶務的張

志存兩位主任協助解決。同時特別改善教師升等

辦法，成立教師升等委員會，建立制度，以公正

無私的作法評定教師升等，使全校教師信服。

葉校長並善用在校教官們的經驗和組織能

力，強化學校行政與學生管理，例如率領學生們

除草，美化校園，增進團結與向心；而且學生們

因為在校生活已經是軍事管理，所以男同學每到

成功嶺受訓時，表現總是最優，獲得當地各級長

官一致讚揚，以致大家都引以為榮。此外，她為

提升教職員工的士氣和建立和諧的工作環境，每

年春節都在自宅宴請一級主管，同時亦不時組織

教職員團出外旅遊，以增進大家見聞及彼此之間

的情誼，把北師組成一個「快樂的大家庭」。

在改善學校硬體方面，根據當年主持了多

年教務和會計的黃友松和黃在斌兩位主任的回

憶，葉校長在不向上級請求特別補助或追加預算

的原則下，致力籌措並運用有限經費，增建了甚

多設備，例如建立「明德」及「新民」兩座教學

大樓，使夜間部及暑期部得以相繼擴充，以便利

更多國小教師在職進修；又如新建「科學館」，

改善了自然科學的教學效果；再如創建全部電氣

化的語言教室，讓每一學生都能自行操作錄音

機，在當年更是最先進之設施，得以極大增進學

生學習國語與英語的教學效能。至於將音樂教室

整合，建立音樂舘，聘請外界音樂專才如吳季

札、郭長揚等教授來校教學，則是另一創舉。音

樂舘建立後，還因為校友日本眾議員山中貞則在

民國五十六（1967）年返校參訪後的主動善意，
願意贈送鋼琴，而意外地獲得日本首相佐藤榮作

出面，捐贈學校一台高貴的山葉牌大鋼琴來充實

設備，並由日本當時的駐華大使芳澤謙吉代表首

相來校親送（當時日本承認中華民國並與我國有

外交關係，但 1972即民國六十一年田中角榮繼
任首相後便在當年九月與我斷交），給予北師莫

 ▲民國 65年 7月葉霞翟校長前往成功嶺探視受訓學生，與受訓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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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榮譽。此鋼琴便利師生使用，成為師專訓練

音樂人才的重要設備迄今。（請參考附錄一）

在國際合作方面，葉校長與美、日、韓等

國學術界亦多所交流，經常接見外國來訪學者，

例如美國專科學校校長訪問團，英國皇家音樂學

院教授團等，對外則屢次奉命率團擔任團長或副

團長，赴國外參加國際會議、參加學術機構，發

表專題演講，或率領教師們出外建立姐妹學校，

協助師生拓展其眼界及增進其對外聯絡、進修之

管道。其中一項最為各界稱許的成就，就是在其

親自赴美國，詳細考察有關智能不足兒童教育及

一般特殊教育之制度及機構後，回國便在北師開

辦了智能不足兒童教育師資訓練班，以培養國小

啟智班師資；同時並與師大類似的師資教育借鏡

連結，從此奠定我國國小啟智教育之始基，讓臺

灣絕對弱勢的族群有了更好的成長條件；所謂

「立舊制之所無，創新猷之所適」，而成為當年

各師專學習之標杆。

在此領域內，葉校長還在訪問韓國時，與

辦理類似慈善事業之韓國末代皇妃李芳子建立了

友誼，李芳子本人則於民國六十七（1978）年 3
月率團來臺參訪，並來北師演講。在此之前，葉

校長於民國五十九（1970）年在訪問日本姐妹校
時，經由山中貞則校友中介，還獲得日本首相佐

藤榮作接見，相談甚歡。事後此一對我國友好的

書法家首相甚至親函葉校長，對其來訪及致贈名

畫表達謝意與敬意（請參考附錄二）。校長於返

國後告訴筆者，佐藤首相在談話中還曾特別表示

對於其夫婿胡宗南將軍（抗日名將）尊敬之意。

葉校長在北師的十多年間，也是我國經濟

起飛，社會變遷迅速的時代，因而學生常有適應

困難的情形，甚至教職員也有心理難題。她遂於

民國六十五（1976）年特別成立「心理衛生中
心」，請留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育研究所畢

業、在校教授教育心理學及教育行政學之林惠英

副教授主持，協助輔導師生心理健康，致使多人

獲益，甚至還挽救了學生生命。

葉校長因以上種種作為及明顯之成效，深

獲歷任教育部長及教育廳各相關首長之肯定，而

榮獲全國特優人員之褒獎，在全國師專教育評鑒

中亦多榮獲第一（例如民國六十五年師大教育學

院院長雷國鼎教授領隊，來校評鑒後，即予評

語：「合作精神極佳，環境優美整潔」）。英國

劍橋大學國際名人傳記中心嗣將其列入一九八○

年的世界名人錄，美國洛杉磯市亦贈予榮譽狀。

師專同仁如曾擔任其多年秘書之陳墉教授則以優

美書法讚其為「仁慈、睿智、博愛、堅強、偉大

之教育家」！

校長亦係名學者及作家，著有教科書、學

術著作，及文學創作等二十餘種，包括《家政

學》、《家政概論》、《東方與西方的啟智教

育》、《婚姻與家庭》、《主婦與青年》、《軍

人之子》、《華岡之雨》、《山上山下》等，至

於其在北師之經驗及感受的各有關文字，則多列

於散文集《一樹紫花》及《梅林花開》等著作

中，其中對於學校的濃厚感情以及對師專學生的

欣賞、喜愛之情躍然紙上。此外，其所著關於與

夫婿胡宗南上將的愛情故事《天地悠悠》回憶

錄，更是膾炙人口，風行一時，迄今已再版十

次，甚至大陸亦有出版社在取得我方同意後將之

再版。不但如此，我國戲劇作家李如明女士還將

之編成廣播劇，於民國一○四（2015）年入圍第
五十屆廣播金鐘獎。

校長係在抗戰前經杭州警官學校時代的業

師戴笠（後來任軍統局副局長）之介紹，於民國

二十六（1937）年與戴之肝膽道義之交、黃埔軍
校第一期畢業的國軍名將胡宗南相識、相戀，

繼而訂婚，惟因戰亂而於十年後之民國三十六

（1947）年始於西安成婚。三十七（1948）年底
來臺後因胡將軍先在大陸西北和西南作戰，後來

又在大陳、澎湖等外島服務，故而與夫婿仍然聚

少離多，惟以簡樸恬淡、信主樂觀之人生觀，教

養子女，辛勤持家。民國五十一（1962）年胡上
將在臺因心臟病不幸逝世，葉校長悲痛逾恆，惟

更堅其志節，在忙碌的教學、著述生涯中獨立撫

養其四名子女成人，使其在各不同領域服務社

會，報效國家。

民國六十九（1980）年，校長自北師退
休，專任文化大學家政研究所所長。不幸她不久

即罹絕症，但仍在病榻上批改其研究所學生論

文，並主持口試，致奉獻教育到生命的最後一

刻。



21

師生表現

葉校長一貫以智慧、耐心、優良的行政措

施與強烈的愛心推行教育，成效卓著，中外同

欽，故她於民國七十（1981）年八月離世時，各
界首長及教育、文化、軍界人士等千餘人參加追

念，並獲得蔣經國總統特頒「教澤流芳」輓額紀

念，以及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文化大學創辦

人、前教育部長張其昀、前國防部長、臺灣省政

府主席黃杰、國民黨中央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錢

劍秋四人共同覆蓋中國國民黨黨旗予以表揚。校

長家人亦即將各界奠儀捐作師專獎學金，以繼承

其嘉惠莘莘學子之一貫心意。其後，北師及文化

大學師生因深切懷念，而多次組團前往墓園祭

悼；不僅如此，民國一百（2011）年，為紀念其
逝世三十週年，北教大林新發校長、連啟瑞副校

長、陳壽觥、蔡義雄、陳墉、耿筱曾等教授在赴

墓園行禮後還特別製作「教澤承懷，育才興國」

精美琉璃造型，致贈校長後人。

民國一○三（2014）年，適逢葉校長百年
誕辰，臺北教育大學及文化大學更在北教大的大

禮堂舉行盛大音樂會聯合緬懷，以「永遠的教育

家」相稱，由北教大張新仁校長與文大張鏡湖董

事長、李天任校長共同主持，社會名流、師專及

文大退休或在任的教師及畢業生等數百人自海內

外前來參加，盛況空前，播放葉校長生平影片

「浮光掠影」，貴賓前教育部長郭為藩等人致

辭，旅日傑出校友張瑞銘演唱，臺北教育大學音

樂系師生表演，並由弦樂團演奏聖樂；另在傑出

校友簡文秀演唱時，她特別回憶當年在校時葉校

長之教導提拔，表示由衷的感謝。最後由校長多

年友人 95歲之周聯華牧師感恩祝禱。司儀由老
教授郭明郎擔任，在懷念當年校長的恩澤與辦學

精神時，多次哽咽。大會並出版專書《教澤流

芳：葉校長霞翟博士百齡誕辰紀念文集》，匯集

相關照片及紀念文等，以資紀念，其中北教大教

授及師專當年的畢業生多人都撰寫了極為感人的

文章，包括江松柏、何小曼、吳朝舜、邱垂堂、

唐謨國、耿志華、高明智、張瑞銘、郭明郎、陳

墉、郭鳳蘭、陳忠照、陳順其、葉文傑、蔡義

雄、鄭雪霏、劉貴美、鄭崇趁、羅秋昭、譚寧

君、顧仁毅等，以表達他們永恆的敬仰與懷念。

葉霞翟校長一生獻身教育，其中主持北師達

十三年之久，也是臺北師範一百餘年校史中，任

期最久的校長。能將人生投注在最有意義的教育

工作，而且能把經驗最豐富的十三年貢獻給師範

教育，當也是葉校長畢生最大的欣慰。謹簡述其

生平如上，敬供臺北教育大學校友及師生參考。

民國 109年 12月 5日

作者註： 以上內容參考葉霞翟校長之個人日記、
相關著作及北師專師生之追憶。

編　按： 作者胡為真博士為葉霞翟校長公子，前
大學講座教授、駐外大使、總統府資

政。

 附錄一

民國一○九（2020）年十二月三日陳慶和
校長為日本首相 1967年致贈本校山葉大鋼琴說
明牌舉行揭牌儀式（照片右起：陳永倉主任秘

書、吳麗君院長、胡為真資政、陳慶和校長、郭

博州院長、巴白山教務長）

 附錄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致葉校長霞翟謝

函影本（見圖）及中譯文

「敬啟者：前些時候專程遠道來到日本，

得見　尊顏，不勝欣喜。

您停留日本期間，我未能盡地主之誼好好

地接待，但您還是寄給我情辭懇切的謝函，內心

感到惶恐。此次意想不到的透過山中貞則總務長

官，收到您致贈的禮品，無紉銘感。如此精美的

名畫，我將視為傳家之寶，永遠珍惜保存。

隆情厚誼無以言謝，最後，請多多珍攝，

祈願幸福快樂。　拜叩

九月三日

日本國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佐藤榮作

致　葉霞翟先生」（尊稱：意謂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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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三：北師專八十週年校慶當日葉校長

（當年 62歲）日記
「今天是本校改制十五週年、創校八十週

年校慶。早上八時半軍訓處趙處長來檢閱學生軍

訓，九時半蔣部長、梁廳長、宋執行長，校友會

許金德董事長（國賓、一銀）、校友會李會長等

都參加，盛況空前，其他節目很多，校運會成績

有十一項（34人）破紀錄。本人長師專已經十
年，本來他們要把這也算一項，但我堅決不肯。

這算什麼呢！當然事前是做夢也想不到這到目前

為止的六分之一的歲月是在這學校的。人生無

定，一切都有　主在安排。」

（作者註： 以上各首長係蔣彥士先生、梁尚勇先
生、宋時選先生）

 ▲葉霞翟校長日記原稿，記錄著本校發展歷史

中許多重大里程，彌足珍貴。

本校 125週年校慶「校務發展貢獻獎」受獎清單
◎秘書室

頒發獎項 獲獎依據 獲獎者

108學年度競爭型計畫
貢獻獎

本校爭取教育部多項競爭型計畫，獎

勵競爭型計畫超過 100萬元之承辦單
位或主持人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學發展中心）

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研究發展處）

108 學年度政府部門
（含科技部）計畫、產

學合作計畫貢獻獎

獎勵 108學年度獲政府相關部門（含
科技部）委辦、補助及產學合作計畫

金額超過 100萬元之單位或個人

周淑卿、張新仁、劉遠楨、楊凱翔、盧玉玲

張郁雯、陳錦芬、周志宏、林曼麗、劉怡華

賴秋琳、戴雅茗、吳天偉、曾世豪、趙貞怡

蔡松純、林靜雯、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

心、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試務行政組、北師美

術館、進修推廣處、教務處招生組、特殊教

育中心、學務處體育室、學務處資源教室、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

109學年度大學部註冊
率及續讀率績優學系獎

本校 109學年度註冊率及續讀率序位
合計前 3名之學系

體育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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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發獎項 獲獎依據 獲獎者

107學年度畢業 1年就
業率百分百系所獎

獎勵本校 107學年度大學或研究所畢
業 1年就業率 100%之系所

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09年度通過教師甄試
人數最多學系獎

獎勵 109年度考取教師甄試人數 (不
含公費 )前 3名學系

教育學系（45名）
特殊教育學系（34名）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32名）

109年度通過教師資格
考試績優學系獎

獎勵應屆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人數前 3
名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36名）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33名）
語文與創作學系（32名）

109年度學海系列獎 獎勵 109年度執行學海築夢計畫學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張文德）

108學年度職涯導師服
務獎

獎勵 108學年度提供個別諮詢受益學
生總人次與總時數序位合計前 3名職
涯導師

魏郁禎、郭葉珍、陳思維、許允麗

108學年度國際學術研
討會或展演績優獎

獎勵 108學年度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或展演之系所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2019年東亞地區校長學學術研討會」

108年度校務基金貢獻
獎

獎勵 108年度對校務基金貢獻超過
100萬元之推廣教育單位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109年度優秀員工及團
體獎

109年度遴選服務效能及工作績效優
異員工及團體

優秀員工：

王彥欽、歐秀玲、邱紀寧、蔡篤枝、周美君

戴筱蓁、廖秀蘭

優秀團體：

教學發展中心、進修推廣處推廣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本校第 25屆傑出校友名單
◎秘書室

姓名
母校畢業

年份科系所
曾獲表揚之機關暨傑出或特殊獎項 現職

黃琡懿 數資系碩士班

96級
• 109年度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導師類
• 臺北市優良教師－導師類
• 107年度臺北市第 19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行動
研究論文發表類特優

• 臺北市 103年度國民小學精進教學教師教學檔案比賽特優

臺北市武功國小

教師

陳盈君 藝術系碩士班

95級
• 榮獲 107學年度新北市資深優良教師
• 榮獲 106年教育部第四屆藝術教育貢獻獎教學傑出獎
• 榮獲 95學年度新北市創新教學藝術與人文領域特優，並獲
邀參與 96年全國藝術教育巡迴展

新北市蘆洲國小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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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母校畢業

年份科系所
曾獲表揚之機關暨傑出或特殊獎項 現職

吳金盛 教經系博士班

109年畢業
• 成功招募國際志工及大專學生志工，完成 106年臺北世大
運之舉辦

• 積極推展臺北市優質學校評選與獎勵，成為臺北市學校經營
與管理的指標

• 創推臺北市教育 111標竿學校之評選與獎勵，讓學校特色
成為校務經營的重點

臺北市政府

教育局專門委員

丁進添 師專普師科 80級
師院體育系 86級

• 109年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兼任講師
• 107年擔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各類科教育學程口試員
• 清溝國小辦學績效深獲縣府長官、社區家長肯定，連續 5年
為「滿額學校」

宜蘭縣清溝國小

校長

邢小萍 教經系博士班

100年畢業
• 帶領永安國小於 109年參加臺北市優質學校競賽榮獲學校
領導、實驗創新及校園營造三個向度的優質學校肯定

• 106年榮獲教育部領導卓越校長
• 105年獲得臺北市校長類特殊優良教師

臺北市永安國小

校長

陳清義 教經系博士班

97年校長學分班
結業

• 教育部師鐸獎－行政類（105）
• 臺北市特殊優良教師－校長類（105） 
• 臺北市優良教師－校長類（104年、105） 
• 教育部杏壇芬芳獎（104、106）

臺北市福星國小

校長

梁俊堯 教經系碩士班

93級
• 107年榮獲特殊教育執行成效評鑑一等獎
• 榮獲「104年度運動有功團體及人員」特殊貢獻獎
• 104年東園國小校務評鑑九大向度全數通過，六個向度獲一
等獎佳績

臺北市天母國小

校長

陳俊男 師專普師科

74級
• 臺北市教育局 103學年度優良教師
• 教育部 103年度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 臺北市第 7.8.10.14.15屆教育專業創新與行動研究徵件分別
榮獲特優、優選、佳作獎

上海臺商子女學校

中學部校長

劉淑芬 教經系博士班

103年畢業
• 榮獲新北市 108年度教學卓越獎高中職組特優
• 榮獲教育部 107年度師鐸獎
• 榮獲新北市 107年度特殊優良教師

新北市立永平高中

校長

呂秋萍 教經系博士班

104年畢業
• 103年教育部服務學習金質獎
• 97年度臺北縣教學教育卓越獎兩案同時獲特優與優等
• 93年臺北縣教育會優良教師

新北市立新莊國中

校長

李財福 師專普師科

72級
• 102年新北市教學卓越獎
• 93、95、96年臺北縣優秀認輔人員
• 95年輔導中輟生績優有功人員
• 85年臺北縣師鐸獎

新北市德音國小

校長

游柏芬 師專普師科

79級
• 100 年高雄市國中小校長儲訓成績優異（第一名） 
• 97年教育部友善校園優秀學務人員
• 93 年高雄縣特殊優良教師
• 82年臺北縣新店市優良教師

高雄市小港國小

校長

湯添進 師專普師科

78級
• 108 年 9 月受邀擔任 SSCI 期刊 Asian Journal of Sport 

History & Culture (AJSH&C) 期刊編輯群 (Editorial Board) 
(2019-2022)

• 108年 1月榮獲國際奧委會奧林匹克研究中心的奧林匹克世
界圖書館收錄一本英文合著專書和一篇 SSCI期刊的文章

• 94年國際奧林匹克學院 Loughborough Exams 4 位學術
卓越獎得主之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運動與餐旅管理研

究所

優聘教授兼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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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母校畢業

年份科系所
曾獲表揚之機關暨傑出或特殊獎項 現職

鄭崇趁 師專 63級 • 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副教授，
以及多項行政主管，表現優異

• 學術期間，著作不斷，即使退休後仍持續發表研究並進行教
育推廣，誠為「終生教育人」的典範

• 著作 : 《校長學—成人旺校九論》、《教育經營學概

論—理念、策略、實踐教育的著力點》、《教育 4.0：新
五倫‧智慧創客學校》、《教育經營學：六說、七略、八

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

系教授退休

鄭香龍 師範藝術科

48級
• 84年榮獲中山文藝創作獎
• 73年榮獲中國文藝獎章
• 63-104年內共舉辦 21次個人畫展
• 59-109年內多次參與國內外畫展與聯展

專業畫家

池勝和 師院社教系

80級
• 95學年度鄉土語言教育評鑑績優獎、特殊教育評鑑績優、
幼稚園教學卓越縣優等獎

• 94學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臺北縣推薦為教育部與交通部
全國個人金安獎

• 榮獲 91學年度臺北縣政府自辦第一屆中小學校長師鐸獎

新北市文教工商經

貿交流協會 暨
新北市經貿科技環

保教育交流協會等

理事長

詹德勝 師專 63級 • 96年獲頒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武藝獎）
• 94年獲頒全國體總班體育精英獎
• 88年獲頒國光體育獎
• 69年、70年連續兩屆中正盃太極拳國際錦標賽冠軍

中華國際十三式

氣功太極拳研究會

理事長

本校 125週年校慶獎學金受獎名單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獎學金 獲獎學生

葉校長霞翟獎學金 張恩臨（兒四甲）、林芷沅（兒二甲）、吳語宸（數四甲）

常依福智獎學金 王于菱（教經系 107.6畢）、王暐慈（心諮系 108.6畢）、詹佳臻（文法碩二在校生）
江軒丞（教政碩 108.1畢）、童琬斐（心諮系 108.6畢）、劉琇媛（社發系 107.6畢）
葉維信（社發系 108.6畢）、劉紹淵（社發系 108.6畢）、邱亮勳（課傳所 108.6畢）
秦睿婉（心諮所 108.1畢）、李其 （心諮所 109.1畢）、陳琬陵（心諮所 109.1畢）
林郁芬（心諮所 109.1畢）、王嘉平（心諮所 109.1畢）、周志聰（心諮所 107.6畢）
張雅舒（心諮所 108.6畢）、黃琪涵（心諮所 109.1畢）、王　敏（心諮所 109.1畢）
李沐霞（心諮所 109.1畢）、簡明彥（心諮所 109.1畢）、孔慶華（心諮所 109.1畢）
林逸翔（心諮所 109.6畢）、劉主威（心諮所 109.6畢）、盧慧芳（心諮所 109.6畢）
林沛辰（心諮所 109.6畢）、蘇俊誠（心諮所 109.6畢）、劉　衞（心諮所 109.6畢）
李珈菱（心諮所 109.6畢）、鄭詠全（心諮所 109.6畢）、蔡芳晏（心諮所 109.6畢）
周柔謙（心諮所 109.6畢）、孔祥宇（心諮所 109.6畢）、陳冠儒（心諮所 109.6畢）
吳孔琪（心諮所 109.6畢）、溫祐君（心諮所 109.7畢）、許維容（社四甲在校生）

周餘龍教授

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楊曉青（文二甲）、林承翰（教育三甲）、許維容（社四甲）、蔡瑞祥（幼二甲）

陳佳綾（文三甲）、林辰杰（數四甲）、蔣永樂（幼四甲）、沈秀娥（幼二甲）

陳薛兆晴（心四甲）、郭品君（社三甲）、黃展燊（音二甲）、林佩昕（幼二甲）

張淼森（語創四乙－師資組）、邱靖雯（體二甲）、何雨蓁（心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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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榮獲109年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首長組冠軍、
男甲組團體亞軍

— 本校陳慶和校長率隊參加 109年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首次出戰
首長組榮獲首長組冠軍與男甲組團體亞軍

◎學務處　體育室

109年度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由
本校陳慶和校長率隊參賽首長組與男甲組賽事，

隊員包括蔡葉榮學務長、理學院翁梓林院長、研

究發展處范丙林處長、體育學系陳益祥主任、藝

術與造形設計學系游章雄老師、體育室楊啟文主

任、楊忠祥老師、李水碧老師、蔡政杰老師、黃

英哲老師、李加耀老師、林顯丞老師、吳忠誼老

師、體育室盧奕廷組員、體育室莊乃穎組員。

首長組於 109年 11月 27日熱鬧展開，由
陳慶和校長搭配體育學系陳益祥主任，首次出戰

首長組，就逆轉拍下前軟網國手彭譯箴，成功擊

敗國立臺灣大學與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獲得冠

軍，旗開得勝。

男甲組賽事於 109年 11月 28日開打，國
北先以 5：0擊敗逢甲大學，再以 3：2險勝臺灣
海洋大學，晉級四強準決賽。29日決賽，首場
以 3：2力克政治大學後挺進決賽，最終以 0：3

不敵連霸冠軍的隊伍正修科大，以亞軍之姿劃下

109年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的句點，完
成連續兩年亞軍的成就。

 ▲本校教職員工榮獲男甲組團體亞軍，賽後頒獎合影。

 ▲本校榮獲 109年大專
校院教職員工網球錦

標賽首長組冠軍，陳

慶和校長（中）與陳

益祥主任（右）代表

學校上台領獎。

 ▲本校陳慶和校長（左二）與體育學系陳益祥主任

（左一）出戰首長組賽前與對手（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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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 Follow me典燃心奧秘
—110級體育表演會側寫

◎體育學系四年級　蔡名鴻

相信對於許多人來說，2020年有太多太多
令人震驚、深受打擊的事情發生，就好像連喘息

的機會都不想給我們似的，一樣樣地接踵而來。

在 1月 26日這天，體壇痛失了一位足以影響整
個籃球界的傳奇球星—Kobe.bryant；同日，臺灣
出現了第一位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2020下
半年更是噩耗頻傳，多位藝人、電影明星、政治

人物相繼離世，就連全世界所有體育好手嚮往的

最高殿堂—奧林匹克運動會也因疫情而延後舉

行。

然而本校體育學系的同學們，非但沒有被

這些壞消息給震懾住，反而希望能夠透過高水準

的體育運動表演，為許多因新型冠狀病毒肆虐而

延宕、甚至取消的體育盛事點燃最後一盞明燈。

承襲了歷屆學長姐們的堅持，本屆 110級體育表
演會勢必得拿出自己所有的看家本領來創造更完

美的演出，儘管遇上來勢洶洶的 COVID-19，但
體育系團結一致的精神，猶如銅牆鐵壁般捍衛著

此次的表演。

本屆體育表演會於 109年 12月 4、5兩日
假本校體育館舉行，當日邀請到本校陳慶和校

長、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及內政部徐國勇部長於開

場時點燃聖火，並有許多教職員工師長出席觀

賞表演。本屆體育表演會口號為「運動 Follow 
me，典燃心奧秘。」Follow裡的 ‘llo’和本屆
‘110’級外型極為相似，也能展現我們希望藉由
體育表演會讓更多人感受體育魅力的理念，因而

決定將其概念融入至口號當中。由於適逢東京奧

運的舉辦，我們更是將奧運作為本次體表會的主

軸，並利用同音字的轉換，將「點燃」換作典藏

之意的「典燃」，希望 110級所主辦的體育表演
會，能夠永遠典藏在大家心中。

儘管因為疫情的關係，籌辦此次活動的經

費相較於往年少了非常多，卻無法冷卻我們想要

完美呈現表演的熱血。同學們利用創意結合手

工，將會場內許多可能需要用到經費的部分依靠

雙手的製作來達到節省成本的效果。就算前方有

再多的困難在等著我們，但只要大家齊心協力，

終究有辦法可以度過難關。感謝諸多師長親友觀

眾的熱情支持與參與，110級體育表演會下台一
鞠躬。

 ▲本校陳慶和校長（中）、內政部徐國勇部長

（右）、教育部潘文忠部長（左）於 110級體育表
演會開幕式時一起點燃聖火。

 ▲本次體育表演會將奧運作為本次表演主軸。

 ▲力煉—英雄來自街頭，汗水成就非凡，運動員憑藉

自身努力，結合勇氣、智慧與技能，完成各種挑

戰，締造出力的傳奇。（指導老師：鍾敏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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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獵鷹盤旋：源起於美國西岸的飛盤運動，經由拋、

擲使盤飛行於空中，在落地前將盤接起，兼具童趣

與競技性。表演中，飛盤將化作高空遨遊的鷹隼，

在空中劃出一道絢麗花火，展現快狠準的視覺體

驗。（指導老師：楊忠祥、林顯丞）

 ▲Seejiq truku—太魯閣族人「石生說」是太魯閣的神
話傳說，述說著太魯閣族人的始祖是由巨石所迸

出，將透過現代舞演出美麗的傳說故事，以及太魯

閣族傳統舞蹈和歌謠來呈現原鄉生活和與祖先相會

的感動。（指導老師：黃英哲）

 ▲巔峰競技：人類的老祖先，為了和大自然及猛獸搏

鬥，會做出不同形式的跑、跳和投擲動作，不斷的

演變下，便孕育出屬於田徑的競技之美。（指導老

師：蔡葉榮）

 ▲躍動青春：跳繩是臺灣的民俗技藝，也是運動訓練

中重要的項目。花式跳繩則是利用輕快又活潑的腳

步，搭配上節奏的快慢、人數和隊形的變化，這次

我們將傳統的跳繩和花式動作結合現代的音樂，創

造出跳繩的新境界！（指導老師：陳益祥）

 ▲勇者齊聚撼人心：來自各方的大一新生們，扛下全

國最強疊羅漢的招牌，運用層層堆疊的人牆及氣

勢，展現波瀾壯闊的演出，持續登峰造極，撼動人

心。（指導老師：翁梓林）

 ▲體現完美，操之在我：競技體操是一種追求完美、

自我挑戰和展現高難度動作的運動，在各個項目中

將個人的潛能發揮。此項藝術與體育結合的運動，

展現身體的力與美，直到觀賞者的眼中。（指導老

師：余美麗）



29

師生表現

運動 Follow me典燃心奧秘
—110級體育表演會籌備秘辛

◎體育學系　陳益祥主任

一年一度的校慶，隨著氣溫逐漸降低，相

關活動也逐一展開；校慶運動會後，體育表演會

（以下簡稱體表會）就進入最後的密集訓練、加

緊趕工的階段。一般人看體表會只能看熱鬧，今

天就為大家介紹一下體表會準備過程中的一些門

道。

今（109）年初疫情發生後，全國各地大小
型演唱會及運動賽會皆因此延期或停擺，臺灣師

範大學及臺中教育大學的體表會都在疫情發生後

即決定停辦。本校體四同學最關心的是年底的體

表會是否能如期舉行？幸好天佑臺灣，國內疫情

在三、四月份之後，即未出現本土案例，一直維

持在境外移入的狀態，因此我請本系同學維持穩

健的腳步，持續規劃演出內容與籌備工作，以備

演出順利舉行。使得本校成為今年全國唯一舉辦

體表會的大學。

 ▲耀武揚威：跆揚武道，拳化剛柔，力與美的交織，

時而整齊劃一，時而變幻莫測；時而華麗醒目，靈

活的如獵豹奔騰，絢麗的如煙花綻放，一抬腿道

出敏捷與柔韌，一出拳道出瀟灑與剛勁。（指導老

師：吳忠誼）

 ▲鈴之呼吸，藝之型：兩根棍子上的精靈，扯鈴是我

國傳統的民俗技藝之一，透過千變萬化的技巧和搭

配，讓我們一起進入瘋狂的扯鈴世界！（指導老

師：蔡政杰）

 ▲Chill Time：緊張刺激的球類運動，搭配世界名曲，
時而詼諧；時而華麗，把熱血沸騰的球類比賽轉化

成一場精彩奪目的演出。（指導老師：李加耀、胡

天玫）

 ▲分秒必爭：場地是保護表演者最重要的舞台，體表

會中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此次搭配著快速的節

拍，以鋪天蓋地之勢，席捲而來。（指導老師：李

水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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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表演節目皆由體四同學自發性提出

構想，自行提出擔任節目負責人，今年的節目本

無球類節目及班節目，因理學院翁梓林院長及本

系部份教師認為，球類運動是最普遍的運動，缺

了它體表會似有缺憾，在多方徵詢之下，由體四

鄭湘楨、李振瑋及蕭靖出面承擔球類節目負責

人，將羽球、桌球、網球及排球 4項網牆性運動
結合，完成今年唯一的球類節目－ Chill Time。
班節目則因疫情因禍得福，體四蔡名鴻同學原擬

於大四期間至日本當交換學生，因疫情蔓延而無

法成行，大家才有機會看到熱舞社的他帶領體育

系 110級全班表演街舞，將今年的體表會推升至
最高潮後圓滿落幕。

體表會的觀眾看台為平日籃球場的位置，

多年來皆為同一廠商承包搭建，但九月時廠商忽

然倦勤，並表示現有員工素質不佳，為安全起

見，不敢續接此案。經詢問多家廠商也都因各種

因素無法承接此一工作，最後透過蔡葉榮學務長

介紹，找到承辦本校新生訓練的廠商願意承接。

然因書面溝通的問題，現場施工時才發現，圖面

設計看台高度落差僅 20公分，造成後一階觀眾
視線將被遮擋，若要拉高看台，所有器材皆需重

新置換，可能無法如期完工。因器材置換工程浩

大，其裝設或拆卸皆需由本系全體同學以接力方

式由一樓至三樓上下搬運，置換需耗時 2日，屆
時彩排、燈光架設、道具製作、及場地佈置等時

間將不敷使用。因此今年前半部看臺觀眾皆有視

線被遮蔽的情形，乃此次體育表演會最可惜之

處。明年將做好事前溝通，以利座位安排得宜。

彩排當天開幕，由理學院翁梓林院長代表

致詞，並於致詞後段安排一個彩蛋。利用彩排開

幕時間特別獻上「師恩永銘」獎座，感謝師大體

育學系麥秀英老師，25年來對本系體表會的支
持與指導。麥老師是本校所有畢業於師大體育學

系的在職老師學生時期的舞蹈老師，學生時期於

師大辦理體表會時，即受到麥老師的殷殷指導，

她雖已經退休多年，每年仍不吝撥冗指導，從節

目構想、動作精緻度、表演的觀念、主持人及表

演者的服裝儀態、包括節目單的設計⋯⋯等，連

表演時缺乏道具、節目待加強之處，老師也都會

想辦法找資源及師資來協助，這些年更多次陪伴

學生至預演檢討會結束，往往超過深夜 12點，
且擔心同學腹中飢餓，每次都會攜帶小點心提供

同學享用，比任何專任老師更投入在體表會之

中。為感謝麥老師的辛勤付出與指導，翁院長是

以安排此段極有教育意義的感恩橋段。

今年是校慶 125週年，正巧也是體表會第
25屆演出，校慶的日期恰巧也是 12月 5日，所
以 125三個字特別顯其意義，是故開場時主持人
特別以這三個字來引言：一帆風順、二全其美、

五穀豐登⋯⋯。

今年的開幕式非常榮幸有二位部長—教育

部潘文忠部長及內政部徐國勇部長同時蒞臨，故

特別安排二位長官和本校陳慶和校長一起點燃聖

火台聖火。然因站位錯置之故，造成三位長官雖

已執行點火動作，但是聖火並未點亮，幸好燈光

師臨場應變，及時以燈光秀代替，才讓整個節目

順利進行。

體表會最後一個節目，多年來皆由導師登

場，完成最後的結束表演。今年出現三位導師的

現象，乃因本系林家瑩老師回校任教時，即決定

退出賽場，卻在全國運動會再次連霸，達成史無

前例的全國運動會十連霸的紀錄，讓他重燃再次

挑戰 2020東京奧運會參賽權的信心，故申請留
職停薪調到左營國家訓練中心參與國家隊的集

訓。因此請楊啟文老師及高禎佑老師代理其導師

職份，形成一班三位導師的現象。

體表會年年有，但節目年年不同，遇到的

困難也不同，從中得到的體會與學習也都不一

樣。我告訴體育系的同學，舉辦體表會不只是為

了得到觀眾的掌聲與認同，更要從中學習做人做

事的方法，如何寫企劃書？如何規劃活動？如何

領導學弟妹？如何溝通協調？如何讓全體同學團

結一致，完成一般系所無法達成的體育表演會？

當你可以把體表會做好，今後無論遇到任何困

難，這些經驗都將轉化為個人的養份，幫助你克

服並渡過所有難關，讓你感受到：今日你以國北

體育系為榮，明日國北體育系以你為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