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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北師　憶師長 ─ 傑出校友歡聚國軍英雄館
◎傑出校友聯誼會總幹事　林惠珍

母校於今（111）年 11月遴選出 14位第 27
屆傑出校友，本屆傑出校友來自母校畢業的各界

傑出人士，從母校師專時代到大學時代各階段都

有代表。

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為了恭賀本屆傑出

校友，凝聚對母校的向心力，特別於 11月 30日
晚間假臺北國軍英雄館辦理聯誼餐會。當天計有

30位出席，除了本屆傑出校友外，還有母校師
長、校友總會歷任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處代

表、各委員會代表、傑出校友聯誼會代表等，大

家歡聚一堂。

母校陳慶和校長全程參與，並說明這幾年

的校務發展重點，讓校友們更瞭解母校的近況。

餐敘中，郭明郎老師特別為大家敘說校友會及傑

出校友遴選的典故，本屆的傑出校友也一一自我

介紹，除了暢談自己目前的發展，也聊起和母校

的情緣，更感念求學時期師長的指導。期間校友

們閒話家常，十分熱絡，並互留聯絡資訊。活動

在歡樂的大合照中，互道珍重，期待再見！

校友總會成立「職業服務委員會」
提供本校校友求職／徵才服務

◎ 104級　陳仲銘

感謝母校及校友總會的邀請，讓我有幸參

加母校 127週年的校慶活動。
其中讓我感觸最深的，莫過於陳慶和校長

在大會致詞時，提到辦學的大方向，他的認真努

力及對未來願景的規劃著實令人感動；此外，由

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帶領諸多優秀學長，他們

回饋母校、無私奉獻的精神，更是讓人十分感

佩。

校友園地

 ▲餐會後傑出校友與母校陳慶和校長（前排左 5）、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前排右 5）及歷任理事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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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總會「國際暨兩岸交流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

◎ 80級　池勝和

校友總會「國際暨兩岸交流委員會」第一

次全體委員會議於 111年 12月 10日（六）下午
2時 30分假母校 A605會議室召開，由主任委員
池勝和主持。

池主委首先依會議議程介紹委員會的組織

及議程，之後依序請指導單位母校陳慶和校長致

詞與勉勵、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報告成立本委

員會的目的、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報告以往辦理

回顧師專時代，學校是國小師資培育的搖籃，當時

讀書不用花錢，畢業馬上分配工作，是家境清寒的優秀

學子的最佳選擇，而這些學子為人師表之後，也培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優秀人才。

然而，隨著時代發展的變遷，少子化的結果也使得

學校教師需求量遽減，進而導致師培比率下降到 50%以
下。這也表示有一半以上的畢業生，必須馬上面對就業

市場及尋找工作的問題。

有鑒於此，校友總會於今年成立「職業服務委員

會」，並於總會網站建立「職業服務網路平台」，提供

「應屆畢業生求職」、「校友企業徵才」、「校友企業

推廣」、「知名企業媒介」⋯⋯等多項服務，同時立下

「應屆畢業生 200人輔導就業」如此振奮人心的目標。
自師專時代淬煉至今，國北教大培育的學子早已是

品質保證，在現今這個合作共贏的時代，能聚集優秀校

友，並將一群初出茅廬的畢業生帶入職場，絕對能讓國

北教大的名聲變得更加響亮，我也深深相信—今日我

以身為北教大校友為榮，明日北教大將以我為榮。

 █ 註：作者為校友總會「職業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

「職業服務委員會」創會

餐敘。（前排右 6母校陳
慶和校長、右 5校友總會
蔡松棋理事長、後排右 1
陳仲銘主任委員）

校友園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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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系友連結　文創系友會 2023年推四大主題活動
◎校友中心／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EMBA99級　胡恒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以下簡稱北教大文創系）12月 3日校慶當天
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並邀請母校陳慶和校長、

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等貴賓參與。文創系

系友會會長胡恒士表示，2022年的重要項目是
成立系友會，2023年則將推出四大主題活動，
期能吸引更多系友參與。

陳慶和校長在致詞時提到，文創系不僅是

全國首屈一指的文創產業人才孕育搖籃，更是北

教大最有活力與創意的科系之一。文化涵養是蘊

藏在日常生活中，不論食衣住行育樂，都與文化

有關；然而，文化必須有好的創意才能延續，因

此，希望北教大文創系的畢業校友，都能將在校

所學，運用到職場與生活中，改變生活態度與環

的經驗，之後分別請顧問：劉奕權榮

譽理事長、臺北市教育局吳金盛專門

委員、印尼泗水臺校徐金章校長、母

校周玉秀教授、美國加州回來的姚繁

彬律師、曾前往菲律賓教學的黃秋鑾

博士、港澳校友譚俊豪等報告平台的

建立方式與從事海外教學經驗的分享

等，讓大家對委員會成立的目的、委

員會推展的作法與功能有了更清楚的

了解；特別對國際或兩岸校友的平台

建立與連繫、為何要成立海外校友會

的意義、及如何透過委員會的功能來

幫助海外學生到本校就學與就業等議

題都提出見解，其中最令人振奮的是長居美國的姚繁彬律師已開始在美國進行徵求校友作業，希望短

期內能成立本校美洲校友會，讓海外校友會能儘速協助本校海外校際關係與校務推展，達成校友總會

及本委員會成立的意義、功能與目標。

 █ 註：作者為校友總會「國際暨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

校友園地

 ▲「國際暨兩岸交流委員會」第一次召開全體委員會議，母校陳慶

和校長（前排左 2）百忙中撥冗出席致詞勉勵。（右 2校友總會
蔡松棋理事長、左 1池勝和主任委員）

 ▲會後合影。（前排右 4蔡松棋理事長，左 3池勝和主委，右 3李佳玲主任，右 2劉奕權榮譽理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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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校友會環境教育知性參訪聯誼活動紀聞

◎ 92級　施智文

宜蘭縣校友會為增進校友情誼、聯繫校友

近況、提升校友向心力，每年定期辦理教育議題

相關的參訪與聯誼活動。今（111）年 10月 22
日辦理以「環境教育」為議題的知性活動，特別

安排參訪位於蘇澳鎮的安永心食館。當天，特別

感謝母校學務處蔡葉榮學務長、秘書室陳永倉主

秘、王小萍秘書、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校友總

會張清煌榮譽理事長、陳載福副理事長、簡耀堂

主任委員、何怡君校長等人，及宜蘭縣校友會共

60多位母校師長、學長姐一同參加，為本會活
動增添無限光彩。

2017年開幕的「安永心食館」，是宜蘭地
區首座結合環保節能、食品安全、科技互動的綠

建築觀光工廠。特別是在水產品產業鏈密集的

境，就能改變心情，讓人生更有質感。

胡恒士會長則表示，2022年 7月銜命籌組
系友會，成立後並積極舉辦活動以凝聚系友們

的向心力。2022年舉辦兩次靜態演講與系友回
娘家，2023年活動將再進化，預計會有四場文
創導覽、旅遊相關的活動，讓系友們一起走出戶

外，不僅交流，更能從參訪中獲取更多不同領域

的養分。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碩士學位 EMBA在
職進修專班是全臺第一所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

EMBA，其創立目的是希望訓練擅長彈性任務編
組的團隊，進入特定場域、機構，創造足夠開放

的情境，讓特定場域及機構的各類人員能夠做

到：重新思考各項潛在可能，並將其轉成商機；

重新賦予隱性資源價值、將歷史傳統轉化為新的

產品。同時也能重新構想、衡量資源，發展社會

資源，更要創造財富，重新點燃場域、機構的熱

情，並透過策劃活動，讓大家學習愛自己的生活

場域，重新挑起學習與創新的慾望，貼近年輕人

的脈動，為臺灣的文創產業開創一條新的道路。

 ▲北教大文創系 12月 3日系友回娘家合影。（後排右 6陳慶和校長，右 7蔡松棋理事長，右 5林義斌主任，右
3胡恒士會長）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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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澳地區，安永心食館帶動了產業多元發展的

典範效應。館內藉由高科技趣味互動，讓訪客

認識海洋飲食與環境的關聯性；透過 DIY活動
瞭解安心食品製作的過程，並提供從產地到餐

桌飲食體驗，採用高科技的方法保存食材的鮮

美。校友們充分體驗了海洋漁業、人文多元的

產業發展，一起為推展海洋環境與生活美學、

重視食安教育盡一份心力。因此，本次的

環境教育知性活動，大家可謂是收

穫滿滿。

活動當天，要特別感謝母

校的傑出校友—本會陳漢鍾榮

譽理事長蒞臨活動現場，與母校

師長、校友學長姐們相聚，同時設

宴款待大家新鮮美味的海鮮火鍋饗宴，大家也

相約明年本會辦理的校友藝文展活動，持續為

北師精神傳承、校友緊密聯繫一起努力。祝福

大家健康喜樂！

 █ 註：本文作者為宜蘭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

友會理事長

校友園地

 ▲本校傑出校友陳漢鍾榮譽理事長蒞臨致詞。
 ▲安永心食館導覽解說，大家聽得入神。

 ▲會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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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師 71級畢業 40年同學會感言
◎ 71級　傅美蘭、趙士威

111年 11月 23日懷著因疫情而忐忑的心
情，回到了生活、成長與學習五年的母校∼省北

師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走進校園，映入眼簾的除了大禮堂還是如

此熟悉親切之外，其他場域的樣貌幾乎都翻新

了！

外觀是陌生的，內心的情感卻依舊熾熱而

濃烈！

進入會場，見到同窗和不十分熟悉、甚至

五年完全零互動的同學後，我竟然立刻被一種屬

於家的溫暖所圍繞，雖然時隔四十年，歲月在我

們的容貌留下了些許痕跡，但言談間流露的純真

一如往常，時間彷彿凍結在那一起生活的五年

中⋯⋯。

原來我回來就是為了尋找、回味和享受這

種家人在一起的感覺。無需言語，甚至可以不認

識，只要那種溫馨的氛圍，就能令人動容、沈

醉！

我們入學時，要先把戶籍遷入學校，有位

學長說：這象徵著妳進入一個大家庭裡，會有許

多兄弟姐妹互相照應、扶持了。

當時我只當個閒聊的話題隨便聽聽。現在

回想起來，真的，北師就是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兄

弟姊妹所組成的大家庭。

大家長（校長）和教官們待我們亦親亦師

亦友，愛我們如子女，視我們為棟樑，殷切盼望

我們學成後為國作育英才。縱使我們犯了錯，苛

責中仍流露著不捨和期許。在這種充滿了愛的環

境薰習下，成就了日後在教育界中愛學生如手

足、如子女的我們！

在報到處的長桌相見歡，話從頭，年華雖

逝，但大夥風采依舊。再次見面，我們又歷經了

多少路程，和 40年不見的同學們聊當年的過往
曾經，秋風秋雨中仍有絲絲暖意上心頭。那曾經

遠去的笑聲啊，此刻正在校園中迴盪⋯⋯。

大禮堂正中央橫掛著二個紅布條∼「重回

十八歲，再次認識您」、「老的路上，活出自

我」。整場同學會，圍繞著這兩大主軸進行，主

持人委慶詼諧逗趣的串場，蘇餅、阿古臨場的急

智功力輸出，二位帥哥朝舜、宏宗的薩克斯風表

 ▲北師 71級畢業校友 40重聚合影。（第 1排左 6至左 8為母校陳慶和校長、校友總會連寬寬副理事長、校友
中心李佳玲主任）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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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讓整個活動高潮迭起，一波接一波，同學們

忘我地參與，盡情地歡笑，肢體表情與活動融為

一體⋯⋯，很開心我們真的做到了。

感謝母校陳慶和校長、蔡葉榮學務長、陳

永倉主任秘書以及校友總會連寬寬副理事長親臨

我們 71級畢業 40年同學會，使我們感到無比的
榮幸與祝福。

感謝校友中心李佳玲主任安排芝山親善大

使學妹們，為我們解說、導覽，見證今日國北教

大，風華正茂。參觀校史館，望著老照片，昔日

北師，身影依稀，沈浸其中。

感謝辛苦籌辦的總召及各班召集人，感謝

今天來參與的同學們，我們再次歡聚一起，憶的

是同學情，續的是同學緣，正應驗了好酒越陳越

香，友情也是，我們一起完成一件很溫馨、很有

意義的事！套一段總召小威的話作結尾：

人生只有一回，不能重來；

生命沒有輸贏，只有值與不值；

任何經歷，不是從中得到什麼，就是從中

學到什麼；

在變老的路上，請善待自己，

糊塗一點，不較真、

瀟灑一點，不委屈、

大度一點，不生氣、

希望大家—

看淡世事，忘卻年齡，活出最好的自己。

與大家共勉⋯⋯

榮耀國北∼∼母校所在的地方，便是我仰望的方向！
—芳蘭舞韻活動側寫

◎ 68級　翁繩玉

母校校友總會，從首任理事長李建興，傳

承至趙昌平理事長、劉奕權理事長、張清煌理事

長，時至今日的蔡松棋理事長，歷屆校友總會會

長均勇於肩負起承先啟後的使命，凝聚北師情

誼，展現校友專業，發揮社會影響力，鼓舞並帶

動社會邁向真善美，讓我們深深體悟與學習到每

一位會長所抱持的「成功不必在我，快樂環顧左

右」令人折服的心胸與氣度。

國北教大，古老而堅毅的紅樓，映照著一

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像一根堅韌的紅線，將一

屆又一屆的校友們，緊密地串連在一起。校友總

會就在此一主題與使命下，展開「那一年我們相

遇在紅樓」系列活動，為校友圓夢，為母校榮

耀。精心擘畫了每一年的年度大戲，雖因疫情肆

虐，讓活動的推展備感艱辛，但總能在大家同心

協力，使命必達的「北師精神」感染之下，一一

圓滿地展開，並在母校陳慶和校長與優質行政團

隊的協助下，為所有校友再創人生風華，展現傳

承精神，回饋母校栽培，凝聚校友對母校的向心

力。

校友園地

 ▲節目：歡慶鼓舞。  ▲節目：凌雲舞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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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在北師美術館辦理了校友美展《2019
依舊愛您》、109年在中山堂辦理校友音樂會
《秋之韻》，本來擬於 110年賡續辦理舞展，因
疫情之故，不斷展延，至 111年 12月始推出北
師校友《芳蘭舞韻》舞展。

《芳蘭舞韻》透過舞展總監郭美江老師與

校友總會及各縣市分會幹部們精心策劃，邀約了

近百位在各藝術領域獨佔風騷的傑出與熱情的校

友登台，以舞蹈演譯藝術的美感。在大家殷殷

期盼中，終於在 111年 12月 11日於臺北民生社
區「集會堂」亮麗登場。演出內容，以母校學習

生活情境為主軸，回憶當年學生時期，生活的樂

趣，展現天真、活潑、純潔、情竇初開的有趣畫

面。舞蹈演出的特色則是從多元社團活動中充分

顯現教與學的傳承，展現「藝術存在的價值」。

《芳蘭舞韻》籌備過程的點點滴滴，充滿

了北師人同儕感情勝於兄弟姊妹的溫馨畫面，

學長姊與學弟妹間甜蜜、喜樂、期待的心情與渴

望。跨世代演出人員大會串中，從 42級校友至
115級學子、從 20餘歲年輕小伙子到近 90歲老
當益壯學長姊，排練過程中，流露出的是每位演

出者心中微笑的希望，快樂的時光。演出後的迴

響，經典話語莫如表演「萬馬奔騰」節目中年齡

最長的曾蘭香學姐說：有生命能上台表演是多麼

幸福啊！會後共同的語言是∼∼真的太棒了！

當日，演出中的精彩畫面，深深烙印在每

一位參與演出者與觀賞節目的校友心中，兩個多

小時炫爛奪目、精湛優美、逗趣詼諧的節目，帶

校友園地

 ▲節目：天庭。

 ▲節目：夢船歌。

 ▲節目：懷念組曲。

 ▲節目：神拳鐵扇。

 ▲節目：校園風光。

 ▲節目：傘影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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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家重溫惜日踏入國北教大的生活畫面，進一

步誘發出參加各種社團與學習活動的點滴回憶，

前後一共 12個橋段，舞蹈與音樂、國術融合；
剛強與溫柔、熱鬧與恬靜搭配，精彩無比，笑聲

時起，讚嘆歲月易逝，但熱情無限啊！加上最後

由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母校陳慶和校長與旅

日聲樂家張瑞銘校友領唱校歌大合唱，再一次牢

牢地凝聚與牽動每一位參與校友的心。我們確

信，校友不僅是母校的智慧與資產，更是母校的

榮耀與驕傲。

桃李不言滿庭芳，弦歌百年今又始。此

刻，昔日校園你我的身影，成為今日生命裡最美

的風景！

榮耀北師，悠揚的校歌猶迴蕩在腦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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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母校國北教大的孕育，感謝校友總會

與分會的關愛，因為有你們，讓校友們生命更

真、更善、更美！

 █ 註：本文作者為《芳蘭舞韻》演出節目主持

人。

校友園地

 ▲母校陳慶和校長（左 4）、校友總會蔡松棋理事長
（右 4）於演出後與演出校友合影。（左 2主持人
翁繩玉，左 3藝術總監郭美江）

 ▲節目：阿三哥大嬸婆。

 ▲演出後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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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週年校慶捐贈校務基金受獎名單  ◎秘書室校友中心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元 ) 用　途

111.10.26 莊子華 2,000,000 捐贈本校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111.08.18 陳淑憲 1,000,000 捐贈王天生老師獎學金

111.01.21
111.04.18 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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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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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2.14 張清煌 3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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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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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4.18 楊天放 12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5.26
111.09.22 林茂榮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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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捐贈本校「排球校友盃」專用

110.12.28 陳文智 100,000 捐贈國北教大孫劍秋教授規劃中英文版漢字與文化∼

農業篇檔案之製作

111.03.17 張文德 100,000 捐贈常依福智獎學金

111.07.13 丁占鰲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09.29 黃照芳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1.04 姚繁彬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1.07 黃清章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捐款芳名錄（111.10.1∼ 111.12.31）  ◎秘書室校友中心

日期 捐款人 金額 (元 ) 用途

111.10.04 全信製藥有限公司 100,000 捐贈北師美術館展覽及館務發展

111.10.04 林明華 1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0.06 亞肯專業影印有限公司 2,000 指定捐贈用途為贊助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111.10.06 好食早餐 1,000 指定捐贈用途為贊助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111.10.07 奧皮服飾工作室 20,000 指定捐贈用途為贊助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111.10.12 恆動力有限公司泳健館營業所 50,000 指定捐贈用途為贊助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111.10.18 邱承宗 20,000 指定捐贈本校「排球校友盃」專用

111.10.18 財團法人台北市思源文教基金會 2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0.21 李正堯 5,000 捐贈指定音樂系－2022年 11月 5日鋼琴教學學術
研討暨論文發表

111.10.27 莊子華 2,000,000 指定捐贈本校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111.10.28 桂師父滷味 3,000 指定捐贈用途為贊助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111.10.28 姬兆平 2,000 指定捐贈用途為贊助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111.11.01 財團法人億光文化基金會 10,000 指定捐贈本校創新永續發展基金

111.11.03 周芳玉 2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1.03 周芳玉 6,000 捐贈體育表演會

111.11.03 陳慶和 2,000 指定捐贈社發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獎勵金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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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捐款人 金額 (元 ) 用途

111.11.03 張榮富 2,000 指定捐贈社發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獎勵金

111.11.03 朱心玉 2,000 指定捐贈社發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獎勵金

111.11.03 莊惠蓮 2,000 指定捐贈社發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獎勵金

111.11.04 洪士峰 2,000 指定捐贈社發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獎勵金

111.11.07 成力庚 2,000 指定捐贈社發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獎勵金

111.11.07 廖子賢 2,000 指定捐贈社發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獎勵金

111.11.07 姚繁彬 1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1.10 中華民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友總會 1,00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1.10 李正堯 10,000 捐贈指定音樂系－2022年 11月 10日音樂系校慶
音樂會台中歌劇院演出交通費

111.11.14 王淑芬 2,000 指定捐贈社發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獎勵金

111.11.16 小辣椒魷魚羹 1,500 指定捐贈用途為贊助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111.11.17 朱允文 50,000 指定捐贈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11.11.17 臺北市二館回饋金管委會（群賢里） 20,000 指定捐贈副校長室辦理活動用

111.11.23 王安民 2,000 指定捐贈社發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報考碩士班獎勵金

111.11.25 北師 71級 36,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1.25 料韓男有限公司 3,000 指定捐贈用途為贊助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111.12.02 中國青年救國團臺北市大安運動中心 30,000 指定捐贈用途為贊助體育系體育表演會

111.12.06 林溥晏 3,200 指定捐贈數位系專款專用

111.12.06 鄭裕成 1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06 魏德棟 5,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06 劉家增 5,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06 張照璧 1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06 蔣茉春 1,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06 張明賢 1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06 曹金平 6,000 捐贈校務基金（111年度未指定）

111.12.06 李後榮 10,000 捐贈校務基金（111年度未指定）

111.12.06 祝勤捷 5,000 捐贈校務基金（111年度未指定）

111.12.06 郭博州 20,000 捐贈北師美術館展覽及館務發展

111.12.08 財團法人長虹教育基金會 165,200 贊助北師美術館「One Piece Museum館校合作
計畫」捐贈款

111.12.14 張瑞銘 10,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15 洪善達 3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15 張溶玲 201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15 劉遠楨 2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15 李佳玲 1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21 善心人士 3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22 魏德棟 5,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22 善心人士 1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22 善心人士 2,000 捐贈北師校友育才基金

111.12.31 陳逸弘 100,000 捐贈指定兒童發展中心

111.12.31 謝函倩 5,50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111.12.31 板橋小宅心理諮商所 4,500 指定捐贈心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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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