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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竹希冀慈善懷　菁英學苑樂育才

◎秘書室

「若竹」的原因，她期望能培育學生如「青竹恬

淡、正直、自律、堅毅，能卓越卻不傲然」，將

來奉獻所學貢獻國家、關懷社會，並傳承發揚簡

文秀教授的慈善公益精神。

本校陳慶和校長在捐贈暨揭牌儀式致詞，

以及媒體聯訪時，均表示簡文秀教授是國內外知

名的聲樂家，也是美學素養相當高的藝術家。簡

教授以她與生俱來的天籟美聲、藝術天分及持續

不斷的努力，使她的聲樂家生涯成就斐然，多年

來榮獲許多國內外最高獎項及榮譽。更難能可貴

的是，這樣一位成功的聲樂家及美學藝術家，擁

國際知名聲樂家，也是本校第一屆傑出校

友的簡文秀教授，她是 LED界護國神山億光電
子葉寅夫董事長的夫人。為支持母校培育菁英

學子及為國家社會培育兼具專業能力與品格的

頂尖人才，秉持全人教育精神及創新思維的教

育理念，簡文秀教授於 110年 11月 22日捐
贈新臺幣 2000萬元於本校創設「若竹
菁英學苑」。本校並於當天舉辦捐

贈及「若竹菁英學苑」揭牌儀式，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蘇巧慧立法

委員及多位涵蓋文教、政商等領域

之重要貴賓，以及本校行政主管、教

育、人文藝術及理學院等三院院長、藝術

與造形設計學系、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數

位科技設計學系及體育學系等四學系的學術主

管均到場觀禮。陳慶和校長代表本校受贈致詞

感謝，並致贈感謝狀，與向簡文秀教授獻花的

10名學生代表，一起向簡文秀教授表達感謝。
簡文秀教授與夫婿葉寅夫董事長鶼鰈情

深，攜手同心獻身公益。葉董事長對於簡教授

感念母校栽培的回饋心意，更是全力支持，不

僅支持簡教授長期回饋母校各項資源與捐款，

葉寅夫董事長本身也捐贈本校價值約達 500萬
元的 LED燈具、多面全彩 LED顯示屏及 UV空
氣清淨機，協助本校推動節能減碳，提升室內

空氣品質，除了保障全體教職員工生健康外，

也促進本校永續發展指標永續環境之達成；對

於本校男子排球隊榮獲創校百年首冠，更再加

碼每年贊助 60萬元，鼓勵排球隊再創佳績。
在葉董事長的全力支持下，簡文秀教授這

次更以自己的積蓄慷慨捐贈 2,000萬元創設「若
竹菁英學苑」，將優先針對藝術設計、文化創

意、數位設計、運動競技等 4大領域，培育具
潛能的學生及延攬優秀師資，使學生在學習路

上有更具效率與優異的表現。除了專業技術，

簡教授也強調品德也很重要，更直言儘管技

術、學術不能輕忽，「但如果沒有好的品德，

那會是社會的敗類」，這是她將學苑取名為

 ▲陳慶和校長（右）、簡文秀教授（中）

和億光葉寅夫董事長（左）合影。

 ▲本校陳慶和校長於「若竹菁英學苑」

捐贈暨揭牌儀式致詞。

 ▲聲樂家簡文秀（左）捐贈予母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2,000萬元創設「若竹菁英學苑」，陳慶和校長（右）
代表接受並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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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竹菁英學苑」創設人簡文秀教授

於捐贈暨揭牌儀式致詞並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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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寬廣的胸襟及無私的大愛，長年投身公益，

致力於各種慈善工作，更不遺餘力的協助無數

青年的成長與發展，她是社會的楷模，也是母

校國北教大所有學弟妹們學習的最佳典範。

對於簡教授的卓越成就及熱心助人的善

舉，陳校長表示，國北教大感到與有榮焉，雖不

敢居功，但是簡文秀教授常說：「她的

聲樂表現是當年就讀國北教大時獲

張寶雲教授啟蒙，是在母校打下了

良好的聲樂基礎，所以說，國北教

大無功勞嘛有苦勞」。此外，陳校

長也分享了「若竹菁英學苑」的創設

歷程。他說，簡文秀教授心繫母校及學

弟妹們的發展，她常常說，母校就像她的母親

一樣，疼愛她、照顧她、培養她，對母校的回

報，她感覺做得還不夠。所以，她想要為母校

做得更多，尤其是發掘並幫助具有優秀潛質的

學弟妹，讓他們成為兼具專業能力與優秀品格

的菁英良才，這是簡教授念茲在茲的心願。有

別於一般的捐款助學模式，她希望規劃出更有

系統性及永久常設性的方式來培育優秀學生。

經過與簡教授多次的討論及規劃，因此催生了

「若竹菁英學苑」。陳校長同時也期盼有更多

的社會賢達及公益人士，可以像簡文秀教授一

樣，協助國北教大，讓「若竹菁英學苑」更加

茁壯，進而培養出更多的菁英人才，共同為促

進社會國家長遠正向及創新的發展而努力。

捐贈暨揭牌儀式當天，約有 80位媒體記者
到場採訪，計約刊登 176則（含電子、平面及
網路）訊息。簡文秀教授在接受媒體聯訪及致

詞時也特別向到場媒體表達感謝。她表示，由

於 COVID 19疫情及近來社會比較不安，人心也
不安，謝謝媒體能到場採訪並刊載這則暖心正

面的新聞，期盼可以拋磚引玉。她認為以培優

育才為宗旨而成立的「若竹菁英學苑」對北教

大很重要、對教育部也很重要，希望將來可以

培養許多真正有潛能的學生，並延攬優秀的師

資。她強調教育是一條漫漫長路，所謂「十年

樹木、百年樹人」。因此，簡教授也邀請社會

賢達公益人士一起同行，為社會齊心努力。簡

教授同時強調，一個人的培養，最重要的是品

德，假使有知識、顏值、財富，卻沒有品德，是

沒有意義的，這也是她特別想和與會貴賓、媒

體，以及學弟妹們共勉的。最後，陳校長更特別

請簡教授勉勵學弟妹，當生命遇到低潮挫折時如

何因應渡過呢？簡教授笑著說，「其實不難∼

『危機中想到轉變，無悔付出才能得到智慧』，

並願與學弟妹共勉之！」

「若竹菁英學苑」捐贈暨揭牌儀式在與會

嘉賓、媒體朋友及本校師生熱烈地參與下，圓滿

完成，為本校朝向成為「教育藝文與數理科技整

合創新之特色大學」之願景前進，也為本校前瞻

遠見、開創新局再添新的篇章。

 ▲陳慶和校長（右）及「若竹菁英學苑」

創設人簡文秀教授（左）於學苑捐贈暨

揭牌儀式前，接受新聞媒體聯訪。

 ▲陳慶和校長（右）代表本校致贈簡文秀教授（左）名為

「豐盈」的琉璃紀念獎座，表達本校對簡文秀教授心繫

母校，捐款創設「若竹菁英學苑」培德育才的感謝。

「豐盈」琉璃紀念獎座創作理念為「以溫柔孕育你

我，以慈愛豐潤生命。福爾摩沙，是母親之名、是

豐饒之名」，象徵簡教授的溫柔及慈愛，協助母校

為國家社會培育眾多才德兼備的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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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歡慶創校 126週年校慶
◎秘書室 

應用。

陳慶和校長在校慶慶祝大會致詞時除了感

謝歷任校長暨全體教職員工生的努力與付出，更

特別向長期支持國北教大的各界長官、社會賢達

及公益人士、歷任校友總會理事長及校友們，表

達衷心的敬意與謝意。感謝他們無私奉獻及慷慨

解囊，協助本校創新永續發展，讓學生之助學及

培優圓夢、教師及系所之特色領航發展、學校整

體之國際躍昇能有效達成。

陳校長同時表示，本校傑出校友國內外知

名聲樂家簡文秀教授，也是 LED界護國神山億
光電子葉寅夫董事長的夫人，於 11月 22日捐贈
2千萬元創設「若竹菁英學苑」，協助母校培養
兼具專業能力及優良品格的菁英人才；葉寅夫

董事長也捐贈本校價值約達 500萬元的 LED燈
具、多面全彩 LED顯示屏及 UV空氣清淨機，
協助本校推動節能減碳，提升室內空氣品質，除

了保障全體教職員工生健康外，也促進本校相關

永續發展指標之達成；對於本校男子排球隊榮獲

創校百年首冠，再加碼每年贊助 60萬元，鼓勵
排球隊再創佳績。隆遠集團莊子華董事長也捐贈

8百萬元，分三期投入「創新永續發展基金」的
運用。另外，還有許多社會賢達及公益人士捐款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慶祝 126週年校慶，自
11月起至 12月陸續安排全校運動會、「光—
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美術展覽、高教深耕成

果展、體育表演會等一系列活動，並於 12月 4
日國北教大生日當天舉辦慶祝大會及「敦親睦鄰

名家揮毫活動」。陳茂仁國策顧問、林奕華立法

委員、李德維立法委員、新北市政府劉和然副市

長、調查局黃義村副局長、我國著名聲樂家簡文

秀教授偕同其夫婿億光電子葉寅夫董事長、本校

歷任校長、傑出校友及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等

貴賓蒞臨校慶慶祝大會，與來自各地校友及在校

師生同賀本校創校 126週年。
以學生未來發展為導向的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 ，為因應外在環境變遷，目前積極進行創新轉
型發展，最終目的是希望培育具就業創業能力並

善盡公民社會責任的學生。然而，本校各項改

善與精進計畫的執行均需龐大的經費及資源，在

高教資源有限的情形下，亟需各方資助。自 109
年 8月 1日迄今，除了爭取各級機關計畫補助約
6億元外；各界企業賢達、社會公益人士及校友
們，在本校陳慶和校長積極奔走說明及募款下，

獲悉本校經費需求後，均熱烈響應，一年多來，

已募得近 4千萬元，全數挹注於各種校務發展之

 ▲  本校 110年 12月 4日舉行
創校 126週年校慶慶祝大
會，陳慶和校長向與會嘉

賓致歡迎詞。
 ▲校慶當日冠蓋雲集，許多長官、貴賓及來自各地的校友出席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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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陳慶和校長（中）與第 26屆傑出校友合影。

04

支持國北教大。本校並於校慶慶祝大會致贈感謝

獎座向這些力挺國北教大及為教育無私奉獻的

捐款人表達感謝。

面對外在環境的劇烈變遷，陳慶和校長為

國北教大的創新轉型擘劃了「六六六創新發展計

畫」，上任以來帶領行政及學術團隊積極執行，

獲得許多初步的成果。陳校長在致詞時也特別就

建構國北教大為「教育創新師培領航」、「專業

跨域創新學園」、「產研趨勢研發基地」、「社

會正向發展重鎮」、「健康樂活永續校園」及

「整合創新特色大學」等六大發展目標，逐次向

與會嘉賓及全校教職員工生分享重點成果。

此外，陳茂仁國策顧問、新北市劉和然副

市長、林奕華立法委員、李德維立法委員、調查

局黃義村副局長、億光電子葉寅夫董事長及校友

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等貴賓，也分別上臺致詞，感

謝國北教大為國家社會培育優秀人才的貢獻，同

時向本校表達恭賀，並祝福國北教大在陳慶和校

長的帶領下校運昌隆！

本校 12月 4日的校慶慶祝大會是在校友合
唱團 4位校友領唱及所有與會嘉賓及教職員工生
齊唱校歌的歌聲中揭開序幕。在陳慶和校長向貴

賓及教職員工生致歡迎詞，以及與會貴賓向本校

致祝賀詞後，緊接著由簡文秀聲樂家以「又見炊

煙」歌曲為母校獻唱。簡教授表示，炊煙代表感

恩，她非常感念母校師長對她聲樂的啟蒙及栽

培，因此以這首歌曲獻給母校。隨後，並由簡文

秀聲樂家領唱生日快樂歌，在場所有貴賓及教職

 ▲校慶大會由本校校友合唱團 4位團員領唱校歌揭
開序幕。

 ▲本校排球隊將 109學年度大專男子排球 1級公開賽冠軍獎杯獻予
本校作為賀禮，由陳慶和校長（中）代表本校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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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師美術館展出「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慶

賀本校 126週年校慶，於 2021年 12月 18日至 2022
年 4月 24日在MoNTUE北師美術館盛大展出，歡迎
蒞臨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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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生齊聲高唱向國北教大恭賀 126週年校慶生
日快樂！

在 126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圓滿禮成後，
隨即於北師美術館舉行「敦親睦鄰名家揮毫活

動」，邀請國畫名家盧錫烱老師領銜的 20名在
書畫界相當有成就的名師團隊，到校現場揮毫作

畫。在里長們的熱心協助邀請下，社區里民熱烈

參與，能獲得書畫名家現場揮毫的墨寶畫作，社

區里民均相當高興。這場溫馨且具意義的敦親睦

鄰活動，更加拉近了學校與鄰里間的距離，增進

學校與鄰里間的互動交流。

時於「當代的迴響」單元與阮劇團合作重新演繹

當時的文化劇，以及邀請林君昵、黃邦銓導演團

隊創作《甘露水》同名紀錄片與影像互動裝置

將時代顯影。在多樣化梳理展呈歷史的同時，透

過與當代創作者的合製共創達到美術館支持藝

術創造的使命。該展覽於 2021年 12月 18日至
2022年 4月 24日於 MoNTUE北師美術館盛大
展出。

 ▲國畫名家盧錫 老師（左）於「敦親睦鄰名家揮

毫」活動中致贈親手繪製的山水畫予陳慶和校長

（右），表達對本校 126週年校慶慶賀之意。

 ▲本校陳慶和校長（中）參觀北師美術館「光─

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展覽，與參觀民眾一同

聆聽總策展人林曼麗老師（左）的解說。

 ▲ 110年 12月 17日「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

覺」特展開幕當日，文化部李永得部長（中）

特前來參與開幕活動，並與本校陳慶和校長

（左）、總策展人林曼麗老師（右）合影。

 ▲本校傑出校友簡文秀聲樂家領唱生日快樂歌，並以天

籟美聲向母校獻唱祝賀。

為慶祝 126週年校慶，本校也於北師美術
館展出「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該展

以「生命的恆流」、「風景的創造」、「大眾與

摩登」與「自覺的現代性」四個子題出發，由內

而外探討創作者如何從自我覺察的迸發進而書

寫社會，勾勒個人和社會的交融與抵抗。與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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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圓滿完成
◎教學發展中心

本校於 110年 12月 1日至 12
月 4日舉辦「北教大 110年度高教
深耕計畫成果展」。高教深耕計畫

是教育部 5年期重大競爭型計畫，
本校每年均獲得 5千多萬元的補
助，合計補助 2億 5千餘萬。目前
本計畫已進入第 2階段的第 2年，
本校特別將 110年度各單位的成果
彙整展現出來，以「落實教學創

新」、「提升高教公共性」、「發

展學校特色」及「善盡社會責任」

四大目標為主，協助大學配合社會

趨勢及產業需求進行教學方法之創

新，引發學生學習熱情，提升自主學習能力，進

而發展大學多元特色，培育新世代優質人才。

此次成果展共有 10大主軸，24個子計畫等
不同領域之高教深耕結果。展示了本校善用各項

資源，在精進教師教學、提升學生學習、邁向國

際接軌的重大成就。

展覽開幕儀式中，教學發展中心精心準備

了 3場動態成果發表。第１場為「Boxing Go拳
擊有氧」，此表演為社區親子樂活與雙語體育人

才培育計畫的成果，此計畫主軸在於推動建置成

人體適能課程樂活運動專區，培養學生成人與兒

童英語體育教學能力，並搭配證照融入課程，讓

學生在步入社會前具備專業能力與證照。第 2場
為「外籍生歌唱表演」，表演者為華語初級班及

中級班的外籍學生，透過平時紮實認真地練習，

在舞台上展現在華語學習上的成效。第 3場為音
樂系團隊帶來的「銅管五重奏」，以悠揚活潑的

樂音，揭開為期 4天的成果展序幕。

 ▲ 110年 12月 1日師長們於開幕式後集體合影。（前排右 5陳慶和
校長、右 4孫劍秋副校長）

 ▲動態成果發表 1：Boxing Go拳擊有氧。

 ▲動態成果

發表 2：
外籍生歌

唱表演。

 
▲

動態成果發表 3：銅管五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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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諸多校外委員的蒞臨指導，對北教大

教學特色品牌的成效與用心表示肯定，並逐一給

予各計畫建議，惠我良多，本校將依據委員們的

提點，不斷精進，提升教學多元能量。

本校藉由高教深耕計畫，在教學上不斷進

行改革與創新，提供教師教學上各項所需，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及未來展望，透過此次成果展，呈

現出本校高教深耕計畫執行實績，期待未來能在

良好基礎上更上一層樓！
 ▲ 110 年 12 月 3 日

師 長 們 與 到 校

訪視委員合影。

（右 7陳慶和校
長、右 5孫劍秋
副校長、右 8宋
曜廷委員、右 6
潘維大委員）

 ▲教育系林偉文老師的「良師培力與正

向創變－鄉村教育共創計畫」足跡遍

及海內外。（地圖上每一支旗子代表

一個行動方案，範圍遠達帛琉及澳洲

墨爾本）

 ▲本校創新科技自造中心利用 3Ｄ列印開發了許多
實用的產品。

 ▲簡雅臻主任（左）向訪視的潘維大委員（中）解說

計劃內容及成果，孫劍秋副校長（右）一旁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