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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順利改選　校友總會掀新頁

◎校友總會秘書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總會，於 111年 2
月 19日（星期六）上午，在母校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大禮堂，召開第 8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及第 9屆第 1次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順利改
選理監事。當天除了會員及會員代表踴躍出席

外，母校陳慶和校長亦親臨致意，並率領蔡葉榮

學務長、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以及秘書室王偉宇

組長一同參與，此外還有甫加入會員的許淑華議

員也從忙碌的行程中撥冗參加；簡文秀學姐更特

別抽空回到母校參加會議，並與校友們共聚。

為使會務順利推展，第 8屆蔡松棋理事長
於任內戮力活絡會務，在理監事會監督下成立 7
大委員會，校友組織委員會順利推動基隆市校友

會重新運作、藝文委員會連續 2年辦理校友美展
及校友音樂會、教育關懷委員會也媒合促成了數

間由校友擔任校長的學校獲得蘋果慈善基金會

的圓夢計畫補助、健康促進委員會則固定辦理各

種體育及聯誼活動供校友參加、國際及兩岸教育

交流委員會雖因疫情影響無法成行，但非常積極

地進行縝密的計畫及組織改造、資訊委員會建立

了校友總會網站並協助各委員會經

營網頁、志工委員會則支援了多項

重要活動。此外，傑出校友聯誼會

在疫情中更舉辦了多次聯誼活動並

發動傑出校友募款，這些成績除了

理監事的支持及監督外，秘書處的

辛勞協助以及各委員會召集人的努

力更是關鍵。

本次會議重頭戲即是由各地

校友會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共同選

舉出第 9屆理監事，並由第 9屆理
監事召開第 9屆第 1次理事會進行
互選，由第 8屆蔡松棋理事長連任
第 9屆理事長，並由連寬寬、陳
志芬、陳載福 3位校友擔任副理事
長。第 9屆第 1次監事會議因當
日出席人數不足，擇期於 111年 3
月 1日（二）召開，並透過互選結
果，由第 8屆曹金平監事長連任第
9屆監事長。

第 9屆理監事雖有部分仍為第
8屆成員續任，但亦有不少新血注
入，這象徵著校友總會世代傳承、

歷久彌新，促進會務永續發展。未

來仍將帶入更多新成員，共同為母

校盡一份心力，本會也將持續活絡

會務，緊密聯繫團結校友，弘揚北

師精神！

 ▲母校陳慶和校長親臨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致意。

 ▲蔡松棋理事長於會員大會中致歡迎詞。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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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總會

第 9屆理監事當選名單

理 事 長：蔡松棋

副理事長：連寬寬、陳志芬、陳載福

常務理事： 曾秀珠、張聰明、溫明正、簡信斌、施智文、邱承宗、吳順火
理　　事： 鄭崇趁、鄧漢華、池勝和、蔡麗華、張金調、郭美江、彭煥章、洪中明、杜昌霖、

郭石樹、陳仲銘、林惠珍、邱錦添、吳明烈、王俊權、廖坤旦、鄭裕成、沈明正、

陳松瑲、黃清淵、蔡聖賢、周進科、鮑明鈞、粘舜權

候補理事： 顏政通、邱衍文、黃萬福、陳伯源、巫有鎰、戴榮錫、許英雄
任期自 111年 2月 19日起至 114年 2月 18日。

監 事 長：曹金平

常務監事：楊德宏、簡耀堂

監　　事： 趙開浚、丁進添、陳家瑞、曾志宏、劉秀蓮、朱源泉、陳高榮、黃增川
候補監事：陳逸弘、潘慶輝、林義祥

任期自 111年 2月 19日起至 114年 2月 18日。

愛我母校　弘揚北師精神
—臺北市國北教大校友會第 11屆會員大會記述

◎連寬寬理事長、何怡君副總幹事

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於民國 111
年 1月 16日上午，假溪口國小視聽教室召開第
11屆會員大會。此次會員大會目的除召開年度
大會外，更重要的是選出第 11屆理監事暨理事
長。

大會當天，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張清

煌榮譽理事長及母校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皆親

自到場。最令人驚喜的是高齡 92歲的吳萬福老
師也蒞臨指導，期勉大家莫忘北師精神，更要保

重身體，維護自身健康。

 ▲母校陳慶和校長（左 1）
於會後與校友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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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國小劉碧賢校長為本會總幹事，並榮

獲母校第 26屆傑出校友。當天該校同時還承辦
國北校友盃籃球賽，總會蔡松棋理事長與張清煌

榮譽理事長（捐款贊助本次籃球比賽）親臨賽場

觀看賽事，並頒獎鼓勵參賽選手。

本次大會的重頭戲是由與會會員選出第 11
屆理事及監事，再召開新的理、監事會選出第

11屆理事長、常務監事。依照章程，每屆理監
事任期 3年，連選得連任 1次。臺北市校友會在
第 10屆連寬寬理事長的用心規劃及連繫下，順

利選出第 11屆理
監事，並由連寬寬

校長連任第 11屆
理事長。

臺北市校友

會是國北教大最早

成立的校友會，由

邱錦添學長（市議

員）號召 3000位
校友在日新國小召

開第 1次會員大會
發展至今，隨著會

員的高齡化，會務

發展面臨挑戰。未

來，在連理事長的帶領下，期望注入新血，持續

為臺北市校友服務。

臺北市校友會這兩、三年來，雖受新冠疫

情影響，每年仍辦理各項活動，如宜蘭頭城農場

一日遊、新竹縣政府參訪、龍潭高原社區暨三坑

生態公園一日遊等活動。歡迎國北教大畢業、服

務於臺北市或居住在臺北市的

校友們加入臺北市校友會，掃

描右方 QR Code，即可加入我
們的大群組。

 ▲連寬寬理事長於大會致歡迎詞。

 ▲全體會員合影。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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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北教大精神　承先啟後　再創榮景

◎洪中明理事長、陳文斌副總幹事

新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於 111年 1
月 15日上午假新北市新莊區永寶婚宴會館召開
第 9屆第 1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聯席會議。本次
會員大會，因有多位現職為校長之校友會員同時

也是新北市校長協會會員，爰在校友會理事長洪

中明校長及新北市校長協會池旭臺理事長的協

商籌畫下，兩會攜手、分工合作，共同辦理所屬

的會員大會活動。

活動當天貴賓雲集，包含新北市教育局張

明文局長、母校國北教大陳慶和校長、蔡葉榮學

務長、陳永倉主任秘書、王小萍秘書、及校友中

心李佳玲主任；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則帶領張

榮輝秘書長和各活動召集人等親臨年會現場，向

參與盛會的百來餘眾，老、中、青三代匯集的校

友會員們致意問好。陳慶和校長致詞時，除揭櫫

母校來年發展的藍圖方向目標外，更讚許新北市

校友會會員的學校，在校友會員的推動下，帶領

學生積極熱烈參與由母校主辦的校友盃籃球錦

標賽盛會，讓母校國北教大與國小教學現場緊密

結合，共創榮景。

本次會員大會的重頭戲是由與會會員選舉

校友會第 9屆理事及監事，再召開新的理、監事
會選出第 9屆理事長、常務監事。依照校友會章
程，每屆理監事任期 3年，連選得連任 1次。新
北市校友會在第 8屆理事長洪中明校長的精心規
劃、實事求是的帶領下，將原本已入會但失聯

的校友們重新聚集。此外，洪中明理事長更善用

網路科技，成立新北市國北教大校友會 Line群
組，利用網路無遠弗屆的力量，將開枝散葉在新

北市各級學校的校友們匯集聚合，弘揚北師精

神。本次理監事選舉，洪中明校長高票連任校友

會第 9屆理事長，乃眾望所盼、實至名歸。
新北市校友會近年來持續辦理各項活動，

包含各級學校的人力發展支援、協助代理教師課

程教學教甄、校友間的聯誼活動等，歡迎國北教

大畢業的校友服務於新北市或

居住在新北市者加入新北市校

友會。掃描右方 QR Code即可
加入本會群組。

宜縣校友齊相聚　情繫母校北教大

◎第 10屆理事長　施智文

「芝山鐘靈秀，東海智波揚⋯⋯」，在悠

揚的北教大母校校歌聲中，宜蘭縣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校友會於 111年 2月 12日上午假宜蘭市

新生國小召開第 10屆第 1次會員大會。當天除
了宜蘭縣校友們踴躍出席外，與會來賓更是冠蓋

雲集；母校蔡葉榮學務長代表陳慶和校長蒞會給

 ▲母校陳慶和校長（左 1）於校友會餐敘中向大家舉
杯祝福。

 ▲母校師長和校友們於校友會餐敘。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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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簡信斌校長、李佳玲主任、丁進添名譽理

事長、陳志芬副理事長、連寬寬副理事長、蔡松棋

理事長、張清煌榮譽理事長於會前合影。

 ▲陳漢鍾榮譽理事長於大會中捐贈新臺幣 10萬元作
為本會會務發展基金。（左起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

長、母校蔡葉榮學務長、陳漢鍾榮譽理事長、林建

榮副縣長、丁進添名譽理事長）

校友們鼓勵，校友總會蔡松

棋理事長親率來自總會的學

長姐，帶來溫暖的慶賀和祝

福。本縣林建榮副縣長也帶

來林姿妙縣長對本會的關心

與肯定。丁進添理事長任內

盡心盡力推展會務有成，圓

滿帶領本會蒸蒸日上，並主

持本次大會圓滿完成任內理

事長改選的重責大任。

本次會員大會另一個重

頭戲，就是頒贈 106年畢業
於母校理學院資訊科學系碩

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第 24屆傑出校友的陳漢
鍾學長為本會榮譽理事長。陳漢鍾學長目前擔任

宜蘭縣議會副議長一職，從政生涯多年，勤政親

民、為民喉舌、造福鄉梓，漢鍾副議長在議會中

對於教育議題特別重視，全力支持縣內中小學校

務發展與經費補助，造就宜蘭縣教育的蓬勃發

展，值得全體校友尊敬與感謝；陳漢鍾榮譽理事

長也於大會中捐贈新臺幣 10萬元作為本會會務
發展基金，給予宜蘭校友會全力支持，令全體校

友們無限的感謝與敬佩！

本會第 10屆理監事選出施智文校友擔任理
事長、胡文聰校友擔任監事長，宜蘭校友會在歷

任理事長及全體學長姊的努力和愛護下，凝聚宜

蘭縣北教大校友們的情感和精進學校教育工作

專業。未來將持續戮力推動校友會工作，結合母

校師培中心及校友中心教育專業的輔導與合作，

使宜蘭縣的優質教育與優秀教師得到母校更有

力的支持；此外，宜蘭校友會一直以來與校友總

會並各縣市校友會聯繫密切，北教大校友學長姐

臥虎藏龍（鳳），在各領域皆有傑出表現，本會

將為校友們的才華搭建舞臺，發揚北教大優良傳

統的「敦愛篤行」校訓精神。

宜蘭縣校友會將持續辦理各項活動，包

括：校友師培實習工作的關懷與輔導、校友藝文

展演與聯誼活動、社會志願服務工作等，竭誠歡

迎北教大畢業、服務於宜蘭縣的校友學長姐及學

弟妹們，加入溫暖的宜蘭校友會

大家庭。掃描右方 QR Code，即
可加入「宜縣北教大校友會大家

庭」的 LINE群組。

 ▲會後與會人員合影。（第 1排左起：黃增川校長、文超順前教育處長、黃定
和議員、陳漢鍾副議長、林建榮副縣長、丁進添名譽理事長、蔡葉榮學務

長、蔡松棋理事長）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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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北教大籃球校友盃　從運動競賽傳達教育意義

◎ 103級　陳志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籃球校友聯誼會自 2019
年成立後，即積極推展各項活動 （籃球教練研
習、輔導籃球教師甄試等），成立至今 3年，參
賽隊伍遍布全臺，特別感謝母校師長和校友會學

長姐的支持，讓賽事順利舉行。

本會於今（111）年 1月 14∼16日假雙北
各校舉辦學童組邀請賽，開放 40隊參賽名額，
短短 2天隨即報名額滿，參加隊伍來自北中南
各地共計 40隊、人數近千人，賽事舉辦為期 3
天、78場次，十分火熱，精采非凡 !

校友盃的舉辦目的在於促進校友間的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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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賽當日分為 3組，第 1組為男童甲組、

第 2組為男童乙組、第 3組為五年級男童組，其
中乙組及五年級組各有 16所學校參加，數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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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賽事多數為畢業校

友帶領小球員參賽，透過籃球場上的競技，來傳

達運動家的精神，比賽勝負是一時，但過程所帶

給小選手的啟發卻是無限，這樣富含教育意義，

 ▲開幕式開賽隊伍合影為本屆校友盃籃球賽揭開序幕。

 ▲母校陳慶和校長受邀為開幕賽主持跳球，小選手們

全神貫注，唯恐失了先機。

 ▲籃球小將們在賽場上的英姿頗有國手之風。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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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芳名錄（111.1.1∼ 111.3.31）  ◎秘書室校友中心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元）
用　　途

111.01.18 財團法人長虹教育基金會 90,000 贊助北師美術館「One Piece Museum館校合作計
畫」捐贈款

111.01.21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 500,000 贊助北師美術館「One Piece Museum館校合作計
畫」捐贈款

111.01.26 葉寅夫 600,000 捐贈本校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111.02.08 陸莉 10,938 捐贈特殊教育學系獎學金（指定用於畢保德 PPVT獎學
金）

111.02.08 L loyd  M.Dunn  &  Leota 
M.Dunn 10,937 捐贈特殊教育學系獎學金（指定用於畢保德 PPVT獎學

金）

111.02.09 游柏芬 1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2.14 張清煌 3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2.18 財團法人高清愿紀念慈母文教

公益基金會
57,192 109學年度經濟弱勢原住民師資生助學計畫

111.03.08 林昊震 1,000 捐贈校務基金

111.03.09 楊德宏 2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3.17 張文德 100,000 捐贈常依福智獎學金

 ▲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為新和國小頒獎。  ▲校友總會張清煌榮譽理事長為東園國小頒發「最佳

球員」獎。

 ▲男童甲組冠軍隊伍—北市博愛國小師生開心合影，留下值得紀

念的一刻。

精采刺激的比賽，你怎麼能不愛呢！

想要感受一下籃球魅力，回憶在國北的

種種，所有活動緊湊豐富又極富意義，就是

要讓每一位校友都有難忘的回憶，讓每一位

曾是國北的學子或老師都能感受到我們的用

心與感恩。

明年第 4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籃球校友
盃邀請賽，精彩可期，期待您的蒞臨參加！

校友園地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捐款方式 
本校竭誠歡迎各界捐款，無論使用哪一種方式捐款，務請您填寫捐款單，感謝您！

現金捐款 請逕至本校校友中心或出納組（行政大樓 2樓）直接捐款。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以「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專戶」為收款人，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以
掛號郵寄「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中心收」。

銀行匯款

與 ATM轉帳
●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　● 帳戶：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401專戶
● 帳號：185350004105（銀行匯款與 ATM轉帳需負擔手續費，敬請注意）

信用卡捐款 請填寫信用卡捐款授權書，填寫完畢後，傳真或送至校友中心，傳真號碼：(02)2738842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信用卡捐款授權書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資
料

姓名／機構名稱

聯 絡 方 式 電話：（ 　 ）　　　　　　傳真：（　  ）　　　　　　行動：

通 訊 地 址
□□□ -□□

電 子 信 箱

身 　 　 分
□ 校友　　　　　　　　系所 /科別，　　　　　　年畢
□企業公司　　□財團法人　　□教職員　　□其他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捐
款
內
容

捐 款 金 額 民國　　　　　年　　　　　月，本人捐款新台幣　　　　　　　　　　　　元整

捐 款 用 途

□ 指定用途：創新永續發展基金（學生—培優圓夢、教師與系所—特色領航、學校整
體—國際躍昇）

□指定用途：北師校友育才基金（優秀新生獎學金、經濟弱勢學生學習助學金）

□不指定用途（校務基金）：由學校統籌運用。

□其他： 　

信
用
卡
捐
款

持 卡 人 姓 名 卡 別 □ VISA　　□MasterCard　　□ JCB

卡 號 □□□□ -□□□□ -□□□□ -□□□□
發 卡 銀 行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有 效 期 限 西元 20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方式如下：

□單筆捐款　於民國　　　　　年　　　　　月，單筆捐款新台幣　　　　　　　　　　　　　　元

□固定捐款　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

　　　　　　固定　□每月　□每年　捐款新台幣　　　　　　　　　　　　　　元

收
據

抬頭名稱：□同捐款人　　指定 　

寄送地址：□同通訊地址　其他 　

＊捐款可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列舉扣除額 100％扣除。 

請問是否同意將姓名、身分、捐款金額刊登於本校網站與刊物，以為公開徵信之用。□是　□否 
填妥本單後，傳真或郵寄此捐款同意書至秘書室校友中心，即完成捐款手續。

● 捐款專線電話：02-27321104 或 02-66396688轉 82085 　　● 傳真號碼：02-27388427 
● 郵寄地址：10671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秘書室校友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