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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俊二教授贈「源氏盔」供校史館藏

◎校友中心／語文與創作學系兼任副教授 賴衍宏

今年仲春，臺灣大學名譽教授甘俊二先生

致贈本校一套日本美術工藝品（源氏兜以及武士

刀），由陳慶和校長代表本校接受，並供本校校

史館珍藏。與陳校長有深厚情誼的甘教授，基於

太老師的情誼（甘教授為陳校長老師的老師），

隨後再追贈一支武士刀。

甘教授畢業於臺灣大學農業工學系之後，

選擇負笈東瀛，據其手寫便箋表示：該藝品「民

國五十六年由日本人清水樣贈送，做為東京大學

留學之紀念」。其於東大深造期間，一路攻讀

碩、博士班，最終以「広域輪番灌漑のシステム

化に関する研究」（大面積輪灌的系統化相關

研究）為題，獲頒農學博士。學成歸國後，進入

母校執教，達卅餘年，著作等身，曾於 2001年
榮獲第 1屆水利貢獻獎（大禹獎）；退休後，
亦於 2006年榮獲國史館評定為出類拔萃人物
（Taiwan Top People）。

關於「源氏兜」的來歷，因該批藝品並未

附說明文件，經筆者多方探查，其中一篇署名為

「和雲」的短文有交代其緣起：該文首先提及

十∼十二世紀的源賴光乃至於源義經等名人，繼

而提到：「參考這些歷代武將所戴、締造輝煌功

績的頭盔，導入各個優點而加以復元的東西，我

命名為源氏兜。相信該盔洋溢著英勇的風格和優

雅的氣質，會讓觀眾湧現一種宏偉的希望。」

（原日文）由此可知，清水樣當初送給甘教授的

源氏兜，是一款寓意深遠的吉祥物，甘教授後來

也果然不負其厚望，成為學術界翹楚。

甘教授所贈的源氏兜及武士刀將於近期展

示於校史館，深信能為臺、日兩國的友好情誼譜

出新的佳話與篇章。

 ▲本校陳慶和校長代表學校接受甘俊二教授餽贈其收

藏了 55年的日本文化美術工藝品。

 ▲甘俊二教授基於身

為本校陳慶和校長

太老師的情誼，加

贈一支武士刀。

 ▲甘俊二教授餽贈之源氏兜（上）及武士刀（下）。

 ▲甘俊二教授致本校手稿，說明本次餽贈之日本工藝

品的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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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第 9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校友總會秘書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總會於 111年 7月 2
日（六）09：00∼11：00舉行了第 9屆第 1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首次以視訊會議方式進行，出

席率創新高，其中最是感謝母校師長、理監事及

相關列席人員的踴躍出席，會中決議聘任顧問、

秘書處人員、8大委員會的主任委員以及通過個
人會員的入會案，會議順利圓滿結束。

疫情期間，本會各級會議多次延期甚至取

消，第 9屆理監事當選已過 4個月，仍無法召開
任何實體會議，會務推展嚴重受阻。為持續推動

校友會各項工作，秘書處決定採用從未嚐試過的

視訊會議方式召開理監事會議。考量校友會理監

事平時皆以 LINE群組的方式聯繫，且無需再下
載程式，故決定以 LINE群組視訊方式辦理此次
線上會議。

校友總會並於 111年 6月 28日（二）19：
30先行召開各委員會主任委員線上聯席會議，
蔡松棋理事長首先說明對各委員會的期許與勉

勵，並討論各委員會未來之發展方向及各項重要

事務，俾便後續向理事會報告。此外亦於 111年
7月 1日（五）13：30召開秘書處會議，討論會
議相關工作事項及聯絡分配，同時測試 LINE群
組之視訊通話功能，確保會議順利進行。

本次會議除各理監事參加以外，亦邀請劉

奕權榮譽理事長、張清煌榮譽理事長、母校陳慶

和校長、陳永倉主任秘書以及校友中心李佳玲主

任與會，並邀請秘書處人員及各委員會主任委員

出席。

蔡松棋理事長於會中表示，本屆任內預計

推動 3項重要業務：
1. 協助母校學弟妹順利就業。
2. 整合校友資源，服務各界校友。
3.  持續結合社會資源，進行教育關懷工
作，協助學校團隊圓夢。

母校陳慶和校長親自上線出席，感謝廣大

校友的大力支持及守護，使母校得以完成多項重

大校務，諸如：

1. 培優圓夢，輔導學生就業。
2.  協助各系所特色領航發展，成立多個專
業中心。

3.  積極提昇國際化水準，獲得 QS STARS
世界大學星級評等四顆星肯定。

並期待未來與校友深化鏈結，共同為北教

大齊心努力。

會中除了工作報告及財務報告外，並通過

聘任顧問、聘任秘書處人員、修正本會委員會設

置辦法、審查個人會員入會案、增設新的委員會

及聘任新任主任委員、停止階段性委員會之運

作。除原本的校友組織委員會、藝術文化委員

會、教育關懷委員會、健康促進委員會、資訊委

員會、國際及兩岸交流委員會外，本次新增了職

業服務委員會及校史研究編纂委員會，推展協助

校友就業及校史研究相關事務；志工委員會因階

段性任務完成，故停止運作。

本次會議在蔡松棋理事長明快地主持下順

利圓滿結束，期待接下來的一年，會務推展更加

順利開闊。

 ▲校友總會第 9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採線上議，委
員們出席踴躍。

 ▲本次聯席會討論新一屆各項會務的推行。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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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推廣教育記實：桃園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 59級 簡耀堂

母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舉辦環境推廣教

育，計畫 2車 80人，特撥出名額給校友總會共
襄盛舉，名譽總會長張清煌學長特別撥空帶領我

們一行 7人一起參加，由衷感謝母校用心安排。
第一站參訪桃園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

八德區公所支援 3位導覽志工，我們這一隊導覽
志工呂芳郁老師是在地退休人士，心心念念想為

故鄉做些事，為環境教育付出一些心力，我們大

家都非常感佩她的真心和用心。

八德埤塘是桃園最大的埤塘，民國 97年整
治完成，107年通過環保署認證提供民眾多樣化
的水域景觀及休憩空間，透過導覽解說推動環境

教育，讓人了解埤塘人文歷史，更活化了埤塘的

價值。

我們下了遊覽車進入園區，還沒正式分

組，熱情迎接我們的不止是導覽老師，更有好多

雞、鴨、鵝⋯⋯，跑跑跳跳，尖聲驚叫歡迎我

們，我們也彷彿返老還童，開心地與牠們合照，

好滿足呀！

淨化水池分十區十段，繞成弧狀，跨水域

有拱橋，旁邊有大草坪，有咖啡廳，有涼亭，更

有高架涼亭可以瞭望全區景觀，美呀！小“雲山

水”，可真是沒浪得虛名！

埤塘中間有兩座人工浮島，是野生動物的

休憩天堂，浮島倒映埤塘中，把埤塘裝扮得更

優雅，更似仙境！

“一對畜牲”，你想到什麼？原來我

們來到了幾棵楓香的展區，老師說：簡單

的記法就是槭的葉子是對生，楓的葉子是

互生。原來“一對槭牲”是諧音呀！這樣大家

就記起來了！

園區繞了一圈，我們不知不覺來到一隻大

眼蛙地景面前，原來這裡才是大門口。大青蛙

戴著大大的眼鏡，好英勇，好可愛！當然這裡

更是大合照的地標囉！

中午，我們在園區吃魚排便當，謝謝學校

用心安排，節省不少時

間，12:30集合上車轉往
有名的大溪老街參觀，感

謝總會名譽理事長張清煌

學長請大家在純真咖啡館

喝最好喝的咖啡，吃最可

口的鬆餅，並且送大家每

人一盒蔡記現做麥芽花生

糖；也很感謝總會副理事

長連寬寬學姐送大家每人

一份老公伯現滷豆干和素

雞。以上伴手禮都要排

很久的隊才買得到

喔！感謝他們的

用心與熱情！

 ▲桃園八德埤塘自然生態公園前的大眼蛙歡迎每一位

到訪的嘉賓。

 ▲本校師生及校友在大溪橋前合影。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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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年弓鞋國樂團受邀於「2020
千人彩繪風車嘉年華暨節能減

碳資源回收宣導活動」中演

出。

 ▲ 110學年度弓鞋國樂團參加全國
學生音樂比賽會後合影。

茶鄉茶香樂飄香∼∼弓鞋國樂團簡介 ◎ 74級 陳建佑

弓鞋國小位於南投縣名間鄉，名間是臺灣

面積最大的茶業產區，早期以「松柏長青茶」最

為知名。學區的家長多從事與茶相關的產業為

生，孩子們從小與製茶香氣為伍，繚繞在茶鄉與

茶香之中。

弓鞋國樂團在民國 98年獲本地香火鼎盛的
受天宮補助 99萬元成立，迄今已 10年有餘，成
立之初，創團維艱，當時團員多人共用一把樂器

的窘境屢見不鮮，但是偏鄉孩子能有一樂團可以

學國樂是何其喜悅，曾經本國樂團團員人數高達

8、90位之多，今因少子化之故，團員剩下不足
40位。

本校國樂團在歷任校長的帶領及多位國樂

老師的共同努力之下，為偏鄉孩子的音樂教育向

下紮根，除了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合奏、

絲竹室內樂及個人賽皆有不錯的表現，屢次獲得

全縣國樂合奏、絲竹樂室內樂、個人賽等冠軍，

表現極其亮眼。另外亦致力推動社區國樂文化，

積極參與各項演出，今（111）年 7月 9日受南
投青商會邀請舉辦「那疫年，感謝有您」音樂

會，希望透過悠揚的樂音，感謝在疫情之下努力

守護大家的軍警消及醫護人員，也藉此感恩支持

弓鞋國樂團一路走來的社會資源，另外特別感謝

母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蘋果慈善基金會惠予贊

助弓鞋國樂團年度發展經費，讓偏鄉的孩子持續

發展國樂長才，許以偏鄉學童國樂夢不中斷的未

來。（編按：作者為現任弓鞋國小校長）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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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著雨絲，教練認真教學。

 ▲結訓大合照，新一批的槌球教練誕生了。

 ▲風雨中，學員依然認真學習。

111年丙級槌球教練研習感想 ◎校友中心／槌球第二期學員 黃淑珍

我與槌球的接觸，起源於與 COVID-19疫
情的意外相遇，但卻是與健康的一場美麗邂逅。

由於室內空間運動受到限制，因緣際會下經由

好友的引薦，喜歡上這個需要撞球的技巧、像高

爾夫球的打擊姿勢、在青翠草地上揮桿的槌球運

動。因遇良師，於 109年參加了丙級裁判培訓，
111年進而參加丙級教練培訓，讓我的生活充滿
學習、挑戰與成長。

槌球協會承辦教練的培訓其實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2年（以上）才舉辦一次，且學科與術
科兼備。今年 5月 27日至 5月 29日 3天的講習
課程有教練禮儀、教練職責、槌球規則、基本技

術訓練、戰術戰略訓練、實戰方法等。第 1天 5
月 27日是一個淒風苦雨的日子，只見頭上的水
從天上來，風蕭蕭兮，「雨」水寒，學員穿著雨

衣或撐著雨傘上課，真是難得的奇景，講義也因

飄雨而濕淋淋，但教練認真教學，學員也認真

學習，在風雨交加的這天，學到了教練必需具備

的學科知識。5月 28日上午，因應氣候進行筆
試。由於試題大都是課堂上講解和複習過的內

容，所以學員們得心應手，很順利就完成筆試。

下午進入術科演練，在球場上實際操演。有鑑於

教練的職責是在訓練球員，因此在球場上安排

了 30個基本的技術練習項目，學員散佈在 4個
球場上各自努力練習。從簡單的進一門、斜角進

門、長距離送球、閃擊 2個他球出界、2公尺和
4公尺邊線球打擊，以及跳球、流星球攻擊、奪
標等項目，可別小看這些技術球，多數具有相當

高的難度，因此學員大多下課後留在球場繼續苦

練，或是一早就到球場揮桿勤練，絲毫不敢懈

怠。5月 29日烈日炎炎，氣溫高達 30幾度，卻
是成果驗收的日子。48個學員在球場上揮汗依
序打擊，項目多且每項都只有一次打擊機會，學

員們都如過河卒子往前衝，或許大家認為 35分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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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文靜教練（左 3）在蔡松棋理事長（左 4）陪同
下，指導隊員關於騎行自行車的安全事項。

 ▲隊員開心比 Ya！歡迎大家加入
國北校友自行車鐵馬隊。

親山近水鐵馬騎行趣

◎ 60級 溫明正

「臺北大縱走」健行路線，在原有 7條路
線 92公里的基礎上又結合河濱自行車道，形成
7+1段、總計 130公里的環狀路線，提供臺北市
民登山健行、騎乘腳踏車各種方式去體驗臺北的

山水之美。無論是想輕鬆體驗山林之美，或者來

一場硬派健行騎車登山挑戰，都能在臺北找到適

合自己的遊程，享受臺北市的山林溪河魅力。

國北教大校友總會響應政府美意結合雙北

河濱自行車道規劃不同路線提供校友騎行參考，

並由校友溫明正學長組織自行車鐵馬隊，在蔡松

棋理事長支持與鼓勵下於 110年 12月 24日從動
物園首發騎自行車走景美溪到新店溪，提供校友

們平日休閒騎行鍛鍊身體健身之道，享受臺北市

獨特的河濱車道，輕鬆體驗騎自行車的好處。

為了校友們騎行的安全，111年 1月 21日
我們特別邀請有 30年經驗的徐文靜教練來指導
安全事項。騎行隊集結在大直橋下，在蔡理事長

陪同下，由徐教練親自講解示範騎車的注意事

項。首先談上下車的步驟程序，騎自行車上、下

車都有要求，不可用助跑式單腳跨上管上車，而

是要雙手握握把，腳先從後跨過上管，再用慣用

腳去踩踏，前進後再坐上坐墊。而下車的第一步

驟則是剎車減速滑行，其次用慣用腳將踏板置底

打直，接著屁股離開座墊身體重心往前移動，再

來非慣用腳先落地，慣用腳也落地，雙手仍要握

著握把保持平衡，才不易摔倒。

騎行除上下車外也要注意騎的姿勢，配合

人體工學原理做到「挺胸、直背、屈髖」，保

持正確姿勢，身體放輕鬆，握穩握把，腰頸才

不會受傷。坐墊要微調，座高設定好才比較好施

力不會累，座高是以自行車大盤中心孔到坐墊

 ▲本文作者自行車鐵馬隊領隊溫明正學長。

應該不難過關，其實不然，在酷熱天氣下，每一

分都是「難中球」，需分分計較，否則將面臨被

卡關的命運。

經過 3天的震撼教育，發現槌球強調精準
度與專注力，同時充滿鬥智，球場上也是詭譎多

變，很多戰術的相關細節需要擔任教練的你我深

入去思考，雖然一紙證書在手，卻也是你我

責任的開始，3天研習歷經狂風暴雨與烈日
炎炎，未來擔任教練的日子，仍需大家

砥礪研究槌球技術與戰術，相信球場上

優良教練「槌手可得」的願景，將指日

可待。

校友園地



  捐款芳名錄（111.4.1∼ 111.6.30）  ◎秘書室校友中心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元）
用　　途

111.04.13 李正堯 5,000 捐贈指定音樂系 -2022年 5月 8日鋼琴教學學術研討會

111.04.18 楊天放 12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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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21 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贊助本校數資系系學會辦理「精靈寶可夢 數學益智成
長營」寒假服務活動經費

111.05.06 連華榮 300,000 指定捐贈本校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男甲排球運動代表隊
訓練基金

111.05.12 Lilian 754 捐贈校務基金

111.05.26 林茂榮 100,000 指定捐贈本校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男甲排球運動代表隊
訓練基金

111.06.13 張進傳 3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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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離，一般以跨下到地面的高度減十公分來

調整，科學一點是以跨高乘以 0.883或以跨高乘
以 1.09為踏板中心點的曲柄長到坐墊的高度為
原則，還要實際坐上去看腳是否可以垂直踏在踏

板上再調整。如果不是自己常用的自行車，則先

設定一個高度再慢慢微調，先調低再慢慢調高，

試騎幾次，務必要讓膝蓋壓力減緩，感受到踩起

來順暢。另外也要了解變速器的原理及正確的使

用段數，換擋時的秒速及鏈條有無喀喀聲都要檢

查。最後是輪胎，有公路車的細胎和越野車的寬

胎，騎行舒不舒服跟胎壓的多寡有關，細胎騎行

時變形較多也易爆胎，寬胎阻力比較小也穩，

因此細胎胎壓要高，以 100PSI為原則，寬胎以
85~90PSI為度，騎起來細胎高壓加速較快，但

寬胎低壓騎起來較舒適，瞭解基本操作要求後，

戴上頭盔、護腕護膝、騎行套件就可上路了。

「山河離我們很近」指的既是空間上與時

間上的，更是精神與情感上的親近，校友總會溫

明正學長在雙北市規畫了親山親水多條騎行路

線，每週五帶領校友鐵馬隊騎行環繞雙北，從基

隆河、新店溪、淡水河、大漢溪到郊山產業道路

上風櫃嘴、碧山、貓空、小坪頂，騎過碧潭、景

美古亭、大稻埕、社子島、外雙溪、彩虹橋、新

月橋，遠至淡水八里、山佳鶯歌、萬里金山都是

騎行的好路線，希望校友們一起來參與，發揚國

北教大的運動精神。

（編按：溫明正校友現任校友總會常務理

事、臺北市教育局聘任督學）

 ▲自行車隊於古亭河濱公

園花圃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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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