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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教育有信心　鐸聲悠揚無窮盡
－連寬寬校友專訪

◎秘書室校友中心　何怡君整理、撰稿

連寬寬校長目前擔任母校校友總會組織委

員會召集人暨臺北市校友會理事長。民國 57年
自臺北師專畢業，歷任教師、主任，後派任臺北

市湖田、太平、士東等國小校長，教育生涯共計

45年。退休後受聘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聘任督
學，擔任教育局多項評鑑業務之委員，可謂「風

華再現」。民國 85年母校百年校慶時，榮獲第
1屆傑出校友，是北師培育出來的優秀教育人
員。

請校長談談在母校學習時的印象。

我是母校五專第 1屆 57級畢業生。回想
起已是 58年前，至今將近一甲子的時

光，但仍讓人印象深刻、懷念不已。

當年能考入師專的都是十分優秀的學生。

求學時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應該就是我們的導師—

廖幼芽老師。老師那時很年輕，剛從夏威夷回

來，教授土風舞，十分活潑亮眼。當時，她送我

們每一位同學一個貝殼做的胸針，有的是花草樣

式；有的是鳥類樣式，我珍藏了好久，一直捨不

得用。還有我們的實習老師—伊文柱老師，同學

都偷偷稱他「三毛」，他是我們的訓導長，對學

生很嚴格，但卻非常照顧我們，志願擔任我們的

實習老師，帶領我們到北投區的湖山國小住校實

習，連畢業旅行也是一直陪伴我們。

畢業後每年舉辦的同學會都會參加，直到

他身體不好，也還會勉力參加。在實習手冊中有

一篇文章是「打不破的鴨蛋」，因為班際比賽

時，我們班籃球賽總是掛零，終於有一次獲得 2
分，同學們都興奮不已，也就留下了這樣一篇文

章。最後是教授四書的姚秀彥老師和教國語的林

國樑老師，我的國語發音很標準，都是林老師嚴

格要求及訓練下的成果，也成就我後來成為臺北

市國語科輔導團主任輔導員。

師專時期，最特別的活動是環島畢業旅

行。當時的旅行過程是十分刻苦的。因為經費不

多，所以參訪後大都借宿在學校教室，桌子拼一

拼就可以睡覺了。到花蓮太魯閣時，為了訓練腳

力，從太魯閣入口走到天祥，因此練就了好體

力！

我們班名叫「紫塞」，是長城的意思，寓

意綿綿不絕，勉勵大家有毅力。師專因為五年同

窗，情誼深厚，畢業後大家同在教育界工作，雖

然分散各地，但每年都會聚會，只是隨著年歲

漸長，感嘆時光的流逝，更珍惜這近 60年的情
誼！

校長退休後都做哪些安排呢 ?
退休的第 1年，十分輕鬆，讓自己到處
玩。第 2年就被聘為督學，擔任多項業

務的評鑑委員。如協助全市國小交通安全教育訪

視，參加全國金安獎比賽，這八、九年來，都獲

得全國第一，為臺北市爭光。

另擔任臺北市國小退休校長協會的理事

長，籌募「學童急難助學金」暨其刊物「春風」

的編輯，為臺北市退休校長服務，彼此互相關

懷，舉辦健康講座和旅遊等活動。

另外，是參與由柯華葳教授和陳錦蓮校長

創立的「愛的向日葵」教育志工團志工，協助和

Q 1 ：

A ：

Q 2 ：

A ：

 ▲本校第一屆傑出校友連寬寬校長。

校友園地



37

陪伴臺北市初任或需要幫助的老師們，讓教師在

班級經營和親師溝通及教師專業上有所精進和成

長。

同時在居住的社區擔任社區主委或監委，

協助社區建立工作機制和安全衛生的環境，讓大

家住得安心。

當然，為維護身心靈健康，參與健走、旅

遊等運動休閒活動也是不可少，如母校校友總會

健康促進委員會的健走活動，退休校長群組的健

走，都讓自己結交許多好朋友，增進自我身心健

康。

總之，退休後的生活一樣忙碌，一樣精

彩，但心態卻是十分愉悅，一方面樂活養生；一

方面擔任志工，持續貢獻專業知能，透過工作團

隊傳遞愛與智慧。

校長在母校校友會部分，擔任哪些職務

和工作？

由於自己是五專第 1屆校友，對母校有深
厚情誼，因此也樂於參與校友會各項活

動。臺北市校友會其實是母校最早成立的校友

會，自己在還未退休時就已加入。退休後擔任理

事長，就是希望凝聚校友的情誼與對母校的向心

力，同時關懷各屆校友，讓大家透過校友會，認

識不同時期的校友，凝聚北師精神，並以北師為

榮。

校友總會是一個全國性的校友會，由各縣

市校友會推薦優秀人才，進入校友總會。母校

120週年時，適逢擔任「國北師校友總會勸募學

生獎助學金」執行長，校友們努力捐款，金額高

達 1600萬元，協助母校弱勢向學之學生。近兩
年，同時擔任總會「關懷小組」委員，協助新北

市雙溪、澳底、貢寮、牡丹、福隆等 5校，預計
獲得每年 100萬，共計 3年的補助款。

您覺得該如何凝聚校友對母校的向心

力？

校友會的設立十分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

找到具有領導力和肯奉獻心力的理事長

和總幹事，讓校友們願意共同參與。因為大家都

有同學的情誼，如早期校友會主要幹部大多是

50∼57級。因為我們是五專第 1屆校友，有領
頭羊的作用，連續幾年的理事長都是 57級同
學。大家都說我們很優秀，包括傑出校友中，57
級的校友也特別多。甚至在募款上，為母校募得

最多金額。目前，會長是 64級，可見開始往年
輕一輩的校友們發展，這是很好的現象。

除了各縣市校友會的設立外，辦理校友音

樂會、校友畫展等，也都可以提升校友和母校的

連結。更重要的是能共同配合母校校慶，辦理

「逢十校友回娘家」的活動，利用寒暑假時回母

校辦理同屆校友聚會活動，可以凝聚校友對母校

的向心力。

在各行各業發展的校友，對學弟、學妹的

關照和提攜，及捐助母校獎助學金，這都是向心

力的展表現。同時透過傑出校友選拔及表揚，讓

更多優秀的校友加入，參與校友會，以母校為

榮。

Q 3 ：

A ：

Q 4：

A ：

 ▲民國 90年連任太平國小校長時與時任臺北巿長的
前總統馬英九先生合影。

 ▲太平國小百週年校慶，李登輝總統（填土者）蒞校

種樹。（中間為王金平院長、左為連寬寬校長）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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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請您給母校學弟妹一些勉勵的話

語？

記得自己剛畢業到具有歷史文化的西門國

小擔任資優班老師時，兢兢業業埋頭苦

幹，不論是科展、藝文、體育表演等活動，都會

全力以赴，屢獲佳績，甚至得到全國第 1名。
父親是早期的校長，他常說，教育是一種

富貴志業。「富」是因為教了許多學生，桃李滿

天下；「貴」是因為奉獻付出，受人敬重。

因此，期盼學弟妹終身學習，一定要培養

「冷靜的腦」、「溫暖的心」、「敏捷的手」、

「踏實的腳」的服務精神和態度。

連家歷代、書香傳家，曾曾祖父是清朝舉

人，祖父畢業於日治時期的「國語學校」（母校

前身），親族中擔任校長（含父親）和教師（含

母親）多達 70餘人，被譽為「教育世家」。服
務教育界 45年至屆齡退休，退休後持續擔任各
項志工；皆秉持上述理念，服務他人，樂在其

中。今年已 73歲，卻仍持續奉獻教育志業，樂
此不疲！

Q 5 ：

A ：

 ▲同學會邀請姚秀彥老師、廖幼芽老師、伊文柱主任（二排中至右）蒞臨指導。

師資第一　師範為先　國北校友莫或忘

◎國北師 77級　陳文斌

新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

會，在今天（1/16）召開第 8屆第 3
次會員大會。會議正式開始前，首

先由黃于哲校友帶來魔術猜心，接

著由母校體育系大四學生鄭湧滄同

學上演扯鈴花招，為現場帶來令人

目不轉睛、熱鬧歡愉的開場表演。

母校陳慶和校長，在母校體育

館主持完校友盃籃球賽開幕後，專

程偕同陳永倉主任秘書、蔡葉榮學

務長、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等人，

校友園地

 ▲餐敘間，會員彼此敬酒好不熱鬧，母校陳慶和校長、新北市教育局

張明文局長、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特前來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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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場向與會的近百位校友致意。陳慶和校長期勉

校友會和母校，透過更緊密的結合與互動，讓國

北教大的學術研究，經由國小教育現場的驗證，

達到作育兒童、改造社會的目標。

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偕同校友總會理監

事等人也一同蒞臨會場給新北市校友們致意。同

時藉由校友總會各個委員會的功能介紹，讓新北

市的國北教大校友們更能清楚知曉校友總會的功

能，及對校友們在經營學校上能提供更多的協

助。

「芝山鍾靈秀，東海智波揚，師資樹典

範，國脈賴輝煌，賴輝煌！作育兒童，改造社

會，任重道遠莫或忘！任重道遠莫或忘！堂構輝

煌烈，絃歌揚國光，國校教與學，努力求改良，

求改良！師資第一，師範為先，修己善群是所

倡！修己善群是所倡！」曾經熟悉卻遺忘的歌

詞，在新北市校友會第 8屆理事長洪中明的帶領
下，全場校友齊唱校歌，喚醒北師魂。

洪中明理事長期勉在場的校友們，不論是

在職任教，或已退休賦閒，都能發揮自身力量，

以同心圓的方式，向外擴散，將更多的校友們結

合起來，共同為教育奉獻，讓國北教大這塊金字

招牌永遠擦亮！

北師旺年會－憶往敘今、無比歡欣

◎新竹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　彭煥章理事長

109年 12月 31日於新竹縣芎林
鄉竹林園餐廳舉辦新竹縣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校友會旺年會，參加人員不限

新竹縣的校友，而是來自臺北、新

北、桃園、苗栗及臺中的校友，旺年

會創始會長溫正文學長表示，旺年會

成立於民國 44年 12月 31日，至今
已達 65年，當時邀約在北臺灣教書
的客家校友一同參加，分享一年來的

教學心得與生活樂趣；期間也曾移至

臺北辦理，後來又回到新竹縣由陳高

榮前理事長接任辦理，一直到現在由

彭煥章理事長繼續辦理。

雖然當天適逢寒流報到，但來

自各地的校友不畏風寒，仍然依約

參加旺年會的活動，感謝母校廖幼

芽教授、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全國校友總會陳

載福副理事長到場給予勉勵，也帶來母校新任陳

慶和校長、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的祝福，吳萬

福教授雖然無法前來，但提供「延年益壽的秘

訣」專文給到場的校友們，提醒大家要動腦、動

身、人際互動、與環境互動等四動，才能實現延

年益壽的理想。

校友們秉持著：同學是前世的債、今世的

情，常常來往，格外芬芳，有同學的地方，就是

最溫馨的地方，一口老酒、一首老歌、一聲同

學、一份關切，情誼綿長。年年的歲末是北師人

相聚的日子，大家一起憶往敘今、無比歡欣，真

是情深義重的旺年會活動。

編按：作者現為新竹縣竹東國小校長

校友園地

 ▲新竹縣校友會於餐會後合影。（前排右五陳載福副理長、左六廖幼芽老師、

左五彭煥章理事長、左四李佳玲主任、左三張文賢先生、左一曾蘭香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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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母校－金門有你真好

◎國民教育研究所在職進修學分班 90級　余鳴

首先要為金門教育有今日的成就，感恩母

校長年對偏鄉離島的用心。

金門地處臺灣西部，福建東南隅的蕞爾小

島，雖然先總統　蔣公在金門設置九年國民義務

教育的起始點，但五、六○年代師資不足，導致

師資良窳不齊，而我就是搭上這教師荒的末班車

返鄉服務。

我於民國 69年自師大返鄉接受當時金門文
教科分發至料羅柏村國小服務，憑著對教育的熱

愛與執著，經歷過導師、組長及主任，長達 33
年始終如一，未曾更換過學校，我相信孩子的可

塑性，只要給予機會，都可以讓孩子體驗快樂的

成功經驗。因此，在教學或訓導過程中總會想無

盡藏地把所知所學教授之，深恐有遺珠之憾。然

為了因應教育環境的改變，無論在教學專業或教

學技能的提升，不時抓住各項增能機會主動向校

方爭取，希望偏鄉孩子的學習不能落後太多。值

得一提的是 70－80年代，國小社會領域課程實
驗課程正大力推展，我也參加實驗的行列，定期

至板橋教師研習會與全國社會領域實驗老師共同

研究、討論及分享，將其經驗和心得帶回金門，

不久，縣府教育局借重我幾年的實驗經驗，要我

担任社會領域的教學輔導員，無形中教學相長，

自己也成長許多。

要馬兒好，就要給

馬兒吃好草，有鑑於臺灣

本島實施研究所 40學分
班進修課程已有一段時間

了，而當時離島偏鄉地區

尚無此進修課程，為方便

離島教師也能有相同的進

修機會，母校（時稱國立

臺北師範學院）排除萬

難，於 85、86年間終於
在金門成立暑期研究所 40
學分班，給了金門教師們

方便進修的管道，大大提

升教師的專業素養，使得金門的教育水平又向上

提升。回顧當時老師殷殷期盼能早點進入 40學
分班的火熱程度，足見老師對自我成長的需求若

渴。我也於民國 90年完成 40學分班進修課程，
返校後將所學投注於教學中，感謝母校克服師

資、經費、時間與交通食宿等問題，率先滿足老

師這方面的需求，可說是功不可沒。

自母校成立校友會以來，金門鮮少參與校

友會活動，母校為能集結校友力量，且能普遍照

顧到各地校友，特委請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於

110年 1月 12日專程蒞臨金門和校友們聚聚，
彼此交談甚歡，除了介紹母校發展近況，也關心

在金校友們的教學及生活情形，同時更希望金門

能召集校友們積極參與母校各項校友活動，共同

為母校發展奉献心力。

校友園地

 
▲

本文作者余鳴校

長，110.2.1日甫
自金門縣烈嶼鄉

卓環國小退休，

教育服務 30 餘
載，始終如一。

 ▲ 110.1.12母校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中）到訪金門，表達母校對金門校友的
關心並致贈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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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教大校友開枝散葉，籃球校友聯誼會自

108年底成立後，迄今 2年，積極推廣活動，不
遺餘力，目的就是要讓每一位校友都有難忘的回

憶，讓每一位曾經是國北的學子或老師都能感受

到我們的用心與感恩。

本（110）年度 1月 15日母校體育館舉辦
校友及學童組籃球錦標賽，參加隊伍有 39隊，
參加人數近千人，本次擴大舉辦為 3天，共 72
場次，創下新舉，熱鬧非凡！

比賽當日分為 4組，校友組、男童甲組、
男童乙組、五年級男童組，其中男童乙組及五

年級組各有 16所學校參加，為各組參賽隊伍之
冠。籃球比賽相當吸引人，不論是場上兩隊的競

爭，或是場邊教練、觀眾的加油聲！都讓人震撼

感十足。看著選手專注的眼神，賣力的防守！你

怎麼能不愛籃球呢！

校友盃的舉辦，目的在於促進校友間彼此

的聯繫、增進情誼，同時達到推廣籃球運動，精

進籃球技能，帶動籃球運動風氣！

回憶在國北的種種，所有活動緊湊豐富又

極富意義，想要感受一下籃球的魅力嗎？舉凡母

校大學部及研究所畢、肄業同學暨曾任母校教職

員者，均歡迎申請入會。

明年第 3屆校友盃籃球邀請賽，精彩可
期，期待您的蒞臨參與！

 捐款芳名錄（110.1.1∼ 110.3.31）  ◎秘書室校友中心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元 ) 用　　途

110.01.13 財團法人臺北市臺灣省城隍

廟
10,000 贊助本校臺南府城校友會辦理「110年寒假臺南安溪試教梯

隊」。

11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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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
款。

110.02.01 李正堯 12,000 捐贈指定雨賢廳 Steinway D-274鋼琴大屋根噴漆與拋光、
搬運費。

110.02.17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

教公益基金會
96,000 109學年度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0.02.22 陸莉 17,312 捐贈特殊教育學系獎學金（指定用於畢保德 PPVT獎學金）。
110.02.22 LLOYD M. DUNN 17,312 捐贈特殊教育學系獎學金（指定用於畢保德 PPVT獎學金）。
110.03.04 吳文貴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0.03.11 周芳玉 5,000 捐贈校務基金。

110.03.11 周芳玉 27,6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0.03.15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贊助本校愛護地球社辦理「第 9期愛護地球推廣營」。
110.03.16 李正堯 5,000 捐贈音樂系 2021.5.29鋼琴教學研討會。
110.03.16 何怡君 2,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0.03.22 池勝和 1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0.03.25 耀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贊助國北教大藝設系藝術組畢業展。

校友園地

 ▲本屆籃球錦標賽誓師

大會，陳慶和校長

（後排右 12）亦率母
校師長蒞臨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