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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校園、獨占鰲頭—丁占鰲校長專訪

◎校友中心　何怡君 整理、撰稿

北師之緣

丁校長是福建晉江縣人，出生於莆田，精

通閩南話及莆仙方言。民國 37年因一起生活的
大哥過世，在鄰婦的支助下，搭船前往臺灣，投

靠在淡水工作的二哥。船隻原訂在臺中梧棲港靠

岸，但因為颱風關係，改道在淡水登岸，順利

地與二哥相會，當天適逢農曆 3月 23日媽祖生
日，庇佑因緣，印象深刻。時值臺灣光復之初，

社會仍處於紛亂狀態，工作尋找不易，暫居時任

北師教師的陳火明先生家，期間在陳老師的鼓勵

下報考北師。考試當天只帶著一支筆（毛筆）參

加美術科同等學歷考試，幸運錄取，開啟了丁校

長人生的教育之路。當時的北師校長是唐守謙先

生，也是丁校長同鄉。

當年北師同學來自各地，有說日語、臺語

及各地方言的，彷彿「鄉音多重唱」，但奇妙的

是大家一下子就能溝通融合，毫無隔閡。在學

期間，丁校長被同學推舉為班長，但名字中的

「鰲」字多數人不會唸，所以都以「班長」代

稱，沿用至今；此外，因自己的國語有鄉音，不

是很標準，被字正腔圓的三年級國語授課林國樑

老師給評學習成績 59分，也令人十分難忘。
三年後，意外被告知無法取得畢業證書，

但因同樣狀況的人很多，最後教育廳行文，只要

有二位師長證明確實就讀學習，即可取得畢業資

格，大家才順利領取畢業證書。

教育之路

民國 40年畢業後，於謀求學校教職之際，
某日路上巧遇同學張素梅，她聽說丁校長尚未找

到任教學校，便熱心介紹到其父親張榮昌先生時

任教導主任的學校—螢橋國小服務，三個月後，

張主任派任古亭國小籌備處主任，丁校長也跟著

調派到古亭國小。幸運地，民國 42年，丁校長
的夫人潘慶微女士（女師畢業，學生時期美術作

品已入選省展）派任古亭國小服務，兩人便相識

於古亭，結緣在古亭，同行於教育路上。考上校

長後，先後於臺北市東湖、河堤、南港、東園、

力行等校服務，直至 65歲屆齡退休。一生忠於
崗位、奉獻教育。

校友園地

 
▲

丁占鰲校長（1排左 1）任職校長期間
對校內教師十分照顧，頗受教師們感

戴，每年都會相約前來拜會丁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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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校園

在南港國小任職校長時，因當地環境因素

推動校園綠化。當年學校附近有台肥工廠、輪胎

工廠，還有垃圾堆，空氣污染十分嚴重，丁校長

希望藉由推動綠化，改善校園環境。有一次電視

台到南港拍攝，原定主題是「空氣污染中的一所

小學」，選定南港國小為拍攝對象。但來到學校

後，發現校園十分美麗，於是將拍攝主題改為

「空氣污染中一所美麗的小學」。在南港國小任

職期間，前前後後來校參訪的總人次近 20,000
人，在當年十分風光，師生都與有榮焉。

丁校長提到校園綠化主要有 3個要項：
一、植物，二、藝術、三、教育，同時還要考量

經費，在有限經費下發揮最大效能。記得當年一

位王議員來南港國小視察時，詢問園藝工友綠化

的費用，得知僅用 20萬左右時，甚為驚訝，原
以為是花費百萬經費的成效！

當年推動校園綠化時，借用了臺北市路旁

栽種的蟛蜞菊。因為它的生命力十分強勁，攀掛

效果佳，便到路旁裁剪部分回校扦插，反覆培

植，故得以最少的經費，完成校園綠化工作。

另校園美化部分，可運用巧思變化。例如

當年人行道流行以紅、白磚交錯排列，但將其變

化設計為紅磚在內，白磚在外的拼貼方式作為校

園步道，就形成了材料相同，面積相同，價格相

同，但設計不同，效果令人驚豔的特色校園步道

了。

學校經營

考上校長後，首先派任東湖國小。當年交

通不便，清晨四點多起床，五點多出門，轉三趟

車共 100站，花兩個多小時才能到學校，晚上又
披星戴月地趕回家。一年半後不勝負荷，便向教

育局請調住家附近的小學，得局長體諒，改派任

河堤國小。

學校的經營，首重人和及創意。任職校長

時，總是以創意來節省學校經費，例如運動會使

用的各班班牌，一般只寫班級名稱，即便舉牌同

學也不易有印象，但經過設計，在班牌上加風

車、加彩帶等造型，就變得活潑亮眼；各班班旗

也自行設計，繞場結束後，直接插在二樓以上的

校舍，彩旗飄飄，十分熱鬧，可謂一舉兩用。剛

開始時，老師們也不適應，但一、二年後，反而

會來詢問，下次有什麼花樣呢！

此外，整理廢棄的學生桌椅，經過設計

後，釘在教室外當壁報板使用，配合季節張貼應

景壁報；單張桌子，則做為班級牌使用，這些都

校友園地

 ▲丁占鰲校長夫婦，伉儷情深，左為其夫人潘慶微女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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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廢物再利用的好點子。

人和部分，則要做到親近老師，如在力行

國小時，老師的生日，運用家長會資源，家長從

事園藝生意，就商請協助於老師生日時贈送盆

栽，不僅家長高興，老師們收到也很歡喜。

養生小祕訣

今年 94歲的丁校長，分享養生小祕訣，就
是：活到老、學到老。到現在，一直都在使用

「床邊記事」的本子，每天找資料閱讀，遇到好

的觀點和句子，就隨手分類記在本子中。例如比

較今昔不同處：「以前鼓勵節育，現在鼓勵生

育」、「以前義士投奔自由，現在兩岸來往自

由」、「以前吃蕃薯是為了溫飽，現在吃蕃薯是

為了養生」、「以前都市人喜歡到鄉村度假，現

在鄉村喜歡住樓房」、「以前有錢、有房、有勢

是幸福，現在無憂、無慮、無病，才是幸福」等

等。常常蒐集、閱讀，心中就會十分歡喜。

另外，培養興趣（畫畫）及休閒（蒔花弄

草），當然，維持好心情也是重要的！

與學弟妹的分享

接掌校務多年經驗是：「人才」（師資）

往往比「教材」重要，「教材」又比「器材」重

要。因為老師本身就是學生鮮活的典範。丁校長

分享個人觀念中的理想老師應具備下列特質：

小學生的心態—活潑、有童心。

中學生的體力—青春、有傻勁。

高中生的學識—勤學、多花樣。

大學生的氣質—自主、有計畫。

研究生的穩重—遠瞻、統整力。

 █後記：訪談丁校長時，雖然他聽力不佳，需

以書面表達溝通。但在看過訪談問題後，他

侃侃而談，與筆者暢談一個多小時，仍是興

味昂揚，聲音宏亮、中氣十足，真是令人佩

服。而校長每日喜食養樂多和甜麻糬，也成

為他生活中的小確幸！總之，對於耄耋之年

的丁校長，他的每一天，仍充滿學習動力，

生活十分充實，值得我輩效法！

校友園地

▲

 ▲丁占鰲校長就讀

本校時的校長唐

守謙先生由美國

寄來新年賀卡，

丁校長細心珍

藏。

 
▲

丁占鰲校長

展示「床邊

記 事 」 筆

記。

▲丁丁

本

守守

寄寄

丁

藏藏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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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
第九屆第四次會員大會暨健康促進宣導活動

◎ 77級　彭煥章

新竹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第九屆第

四次會員大會暨健康促進宣導活動於民國 111年
7月 22日（五）10:30~14:00於新竹縣竹東鎮東
之湖餐廳舉行，母校前校長莊銘淇先生目前擔任

新竹縣政府新聞處長，代表縣長楊文科出席會議

並給予致詞勉勵，致詞中提到在擔任北師校長期

間，是其感到光榮與成就感的時光，校友關心學

校、協助校務發展、鼓勵學弟妹給予獎助金補

助，感謝校友大力支持及守護。臺北市校友會代

表亦是本縣優秀弟子邱錦添律師與溫明正校長，

在理事長熱情邀請下拔得頭籌，從臺北下來不到

10點就抵達會場，與學長姐們閒話家常，分享
健康促進資訊與持之以恆的重要，勉勵大家在疫

情期間，更要好好守護身體。

新竹縣各級長官都來祝賀：縣長秘書、新

聞處長、竹東鎮長秘書、郭遠彰議員、上官秋燕

議員親自出席，給予經費補助，並對本會諸多期

勉，足見本會受到上級長官的重視。活動高潮是

任職於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的曾蘭香學姐帶領大家

高歌、帶動唱，每日歡笑就是「健康促進」的最

佳示範，之後校友一一自我介紹、共同餐敘分享

近況，最後全體合照結束一年一度的會員大會，

並相約年底忘年會時再會。

 █編按：作者為現任新竹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校友會理事長

校友園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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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 81級 30重聚
◎ 81級　杜昌霖

彷彿昨日才從陳鏡潭校長的手中接下畢業

證書，一眨眼今日就從各縣市首長手中接下服務

30年資深優良教師的獎狀，真是歲月不饒人，
同學們都在教育這條路奉獻青春 30年。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將近三年，疫情也擾亂

大家生活的步調，但是畢業 30年的同學會怎能
不籌劃呢？個人在北師求學時代，曾經擔任學生

活動中心總幹事，同屆各系的同學也認識較多，

於是成立北師 81級校友群組，並推派各班代表
開始聯繫同學加入群組。因個人遠在高雄學校任

職，只能委託同窗且四年同住的室友洪中明校長

（現任職新北市光華國小）負責聯繫母校同學會

相關事宜及預備當日活動的餐食與紀念品，期待

8月 13日的到來。
因新冠疫情的不穩定仍影響到同學參加的

意願，最終將近 60位同學報名了這次 30重聚活
動。感謝母校陳永倉主任秘書代表校長參加這次

活動，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協助場地各項準備事

宜，更令人感動的是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與陳

志芬副理事長也前來與會，並鼓勵分散各地的同

學都能參加在地校友會，連繫組成區域的聯誼

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畢業校友們能多多聯

繫情感，並發揮北師精神。

畢業 30年，有的同學已經退休，過著閒暇

生活，有的仍在教職路上繼續奉獻心力，但不管

是退休還是在職，同學碰面就有聊不完的話題。

很多同學畢業 30年都未曾見面，便開始相約以
後每年都要再聚首，不需等待畢業 40年的同學
會，驗證了同學畢業後，見一次面就賺一次相聚

的時光。有的同學畢業後也從未回過母校，除了

讚嘆母校的改變，更慶幸有一半的建築物在當年

改制師院時都已重建過，才得以存留至今，讓同

學們漫步在校園裡，尋找求學時的回憶，並紛紛

合影留念。

歡樂的時光總是短暫的，大家在熟悉的活

動中心一樓（學生餐廳前）合影，留下珍貴的畫

面，這一幕也將留在許多人心中。同學會只是個

校友園地

▲

 ▲ 81級初教乙參加同學（左至右：翁嘉祿主任、杜
昌霖校長、曾瑞杰主任、洪中明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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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芳蘭舞韻∼那一年我們相遇在紅樓
◎校友中心 /校友總會藝文委員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歷經日治時期、國民政

府時期的師範、師專、師院各個階段；在國民教

育的領域裡，歷屆校友真可謂濟濟多士、俊彥輩

出。畫家、音樂家、舞蹈家都在其領域中獨領風

騷，秉持其豐厚的人文素養，引領潮流。

民國 95年，校友總會辦理「校友音樂舞蹈
聯合公演」，創下校友專業表演活動的首頁，獲

得各界好評。為繼續凝聚校友力量，藉表演活動

相互學習切磋，再次精心策畫《芳蘭舞韻∼那一

年我們相遇在紅樓》校友舞蹈發表會，相信一定

能夠再創風華，贏得滿堂彩。

《芳蘭舞韻》的演出，是以校友展現舞蹈

表演藝術為目的。節目內容皆以學校社團學習的

情境，來回憶校友當年於母校求學時期生活的樂

趣∼天真、純潔、情竇初開⋯⋯。舞蹈的特色是

從多元社團活動中去充分顯現藝術存在的價值。

這場演出，集結了各級校友，包括國寶級漫畫大

師—劉興欽、名箏樂大師—魏德棟、名舞蹈

家—郭美江、旅日名聲樂家—張瑞銘、名拳

術大師—詹德勝，池勝和、名書法家—熊永

生、名畫家—黃飛、扯鈴宗師—詹益淦、擊

鼓女將—曾蘭香及各縣市校友會理事長、帥氣

的「校長薩克斯風樂團」及名主持人—翁繩

玉⋯⋯，陣容堅強，將於 12月 11日下午 14：
30假臺北市民生社區「集會堂」隆重登台。敬

請校友們踴躍參與這場難得又溫馨的盛會。

開端，或許有些同學因種種因素無法返校相聚，

但是 30重聚已經重啟同學間聯繫的情誼，讓我
們的友誼長長久久，期待下次再相會。

最後，感謝母校師長過去在昌霖的求學階

段教導許多的知識與技能，在社團方面的歷練也

讓昌霖學會了做人處事的態度與方法，總之，點

點滴滴感恩在心頭。

祝福母校校運昌隆，師長身體健康，學弟

妹求學平安順利，同學們心想事成。

 █編按：作者為現任高雄市河堤國小校長

校友園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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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排球校友會 40招聚
◎校友中心 /北師排球校友會　邱承宗

北師排球校友會成立於民國 70年 12月，
將於今（111）年 12月 17日（六）於母校體育
館歡慶成立滿 40年，校友們自組籌備小組，規
劃系列活動，邀請所有參與過的師長、校友們共

同來參與這歷史性的一刻。

活動有：印製專刊邀請歷任會長撰文，訪

談師長及資深校友回憶早期師範、師專時代的北

師排球，邀請母校師長題字為 40週年添彩，邀
請國際裁判校友介紹排球企業聯賽及帶著男甲排

創下全新紀錄的教練談發展及趨勢；設置專屬的

校友會網站，將校友們提供的歷史照片及珍貴

資料重新整理建檔，設計潮 T、運動毛巾、悠遊
卡鑰匙圈、托特袋、貼紙等 NTUE40專屬紀念
品，讓校友們保留收藏。當日的校友活動還有小

論壇、排球聯誼賽以及餐敘等。

北師排球 40年一路走來感恩許許多多的支
持者，無論是人力、財力、物力，都是扶攜排球

隊能持續到今天的重要人物，期望北師排球能振

翅“揚翼”，繼續往更遠大的目標前進，全體排

球校友可以生生不息，逐年茁壯。

參加北教大第三期槌球推廣班有感

◎ 57級　許英雄

時間奪走我們的青春，但卻抹不去烙印在心坎裏那五年青澀歲月的記

憶。

我是民國 52年進臺北師專，五專第一屆，於民國 57年畢業，屈指一
算，離開母校已過了 54個年頭。此次參加第三期槌球推廣班，承蒙母校北教
大提供場地，讓我有機會再次回到母校接受槌球訓練，得以重溫當年在校的

學習歲月，倍感親切溫馨。

未受訓之前，原以為槌球是只要練好技術，個人想辦法過門就行，此次

接受槌球講習，才知道槌球不只是單純比賽「推球過門」的運動。只靠一個

校友園地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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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本文作者許英雄校友

分享參加槌球推廣班

動機。



31

人厲害並不一定可以使團隊得勝，除了

需要高超的技術以外，還必須講求團隊

精神，隊員要有完整的團隊默契，活用

戰略戰術，全員密切合作，設法控制全

場局面，阻斷對方球路，為己方製造有

利機會，才能取得最終勝利。

今（111）年 3月 13日參加生平
第一次的槌球比賽，這是由北投區所舉

辦的大型槌球聯誼賽，我們與身體有障

礙，行動不方便的球隊比賽，才發現原

來槌球並沒有像奧運一樣，區分奧運和

帕運兩種比賽，身障者也可以和一般人

一起比賽，它是一種完全沒有隔閡，大

家可以一起同享樂趣，極為人性化的運

動。

北教大第三期槌球推廣班在今（111）年 1
月 8日∼23日，每週六、日舉行，共 6堂課，
感謝教練團犧牲假日，不厭其煩地教導，尤其劉

秀蓮教練、陳務毅教練、高鴻凱教練更是頂著大

太陽，在民權公園熱心指導學員打擊、閃擊、控

制力道⋯⋯等槌球基本功，甚至在平日還特地放

下家務，特別加課為學員個別輔導，其熱心付

出，無私奉獻，令人敬佩！

以前我經常會夜間腳抽筋，非常痛苦，到

醫院就診，醫生說缺鈣是腳抽筋的主要原因，自

從接受槌球訓練之後，有空就到民權公園練習，

在大晴天的陽光底下，享受陽光浴，奇蹟似地我

居然不再腳抽筋了，真是令人興奮，感謝槌球給

我帶來運動的樂趣，更感謝槌球給我帶來健康，

希望所有學員都能一起努力切磋球技，一起領受

槌球的益處。

校友園地

 ▲北教大第三期

槌球推廣班學

員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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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校友盃槌球錦標賽開始囉

◎校友中心 /校友總會健康促進委員會槌球組

照過來！照過來！

第 2屆校友盃槌球錦標賽即將開打了！時間就在
12月 10日（六）上午 8:00∼12:00，假民權公園槌球
場（臺北巿松山區民權東路 4段 121號對面）舉行。
歡迎舊雨新知、親朋好友前來觀賽，共襄盛舉。

202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盃籃球錦標賽來囉！
◎校友中心 /校友總會健康促進委員會籃球組

快來喚醒您的籃球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會將於本（111）年
度歲末，舉辦第四屆「校友盃」籃球錦標賽，

預定於 12月中下旬假本校體育館舉行，竭誠歡
迎歷屆校友及眾多粉絲蒞臨觀賽。

相關活動內容及報名資訊，敬請關注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籃球校友會粉絲專頁：https://www.
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63888912064。

2022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盃籃球錦標
賽，就等您來！

校友園地

 ▲精彩賽程，去年錯失，今年千萬不要再錯過。

 
▲

2021獎杯已有歸屬，2022
獎杯鹿死誰手，敬請拭目

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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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總會合唱團團員招募

◎校友中心 /校友總會合唱團

一、對　　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在職、退休教職員工及其眷屬；校友及其眷屬。

二、上課時間：配合學校上課期間，訂為每週三晚上 19：00∼21：00。
三、練唱地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館（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號）
四、費　　用：每學期收團費 500元。
五、連 絡 人：何怡君

六、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MX7B5G72UkVBkZhZ8

  捐款芳名錄（111.7.1∼ 111.9.30）  ◎秘書室校友中心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元）
用　　途

111.07.13 丁占鰲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7.26 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

基金會
24,000 補助本校「巴魯巴美育工作隊」等 3組團隊辦理 111

年暑假服務營隊活動經費

111.07.26 孫劍秋 10,000 捐贈校務基金

111.07.2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真如苑

佛教會
500,000 捐贈北師美術館「One Piece Museum館校合作計

畫」

111.08.01 周芳玉 15,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8.18 陳淑憲 1,000,000 捐贈王天生老師獎學金

111.09.05 何元亨 1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9.05 詠冠體育用品有限公司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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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06 胡為真、胡為善、胡為美 30,000 捐贈「葉霞翟校長獎學金」

111.09.15 謝建國 2,500 指定捐贈「若竹菁英學苑」

111.09.20 麥福泉 8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9.22 林茂榮 20,000 指定捐贈本校「排球校友盃」專用

111.09.22 邱佳怡 12,25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111.09.22 羅仁鴻 8,25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111.09.22 吳孔琪 3,25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111.09.22 葉倪秀 13,25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111.09.22 楊舒涵 16,50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111.09.22 陳怡婷 75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111.09.27 施惟友 11,75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111.09.27 酒小萍 4,75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111.09.29 黃照芳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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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