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六屆(2006)傑出校友-16 位
羅慧明
系
學

級 藝術學系系 45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系
日本多摩美術大學

具體傑出事蹟
一、畢業於母校 45 級美術系，歷任臺中教師會館館長、中央電影公司美術
部主任、師大美術系、圖文系教授、視聽教育館館長、輔仁大學美術
系主任、臺灣國際水彩畫協會理事長。
二、一九六二年追隨劉真校長至教育廳，擔任中小學教師福利會教師會館
籌備主任，籌建全國聞名之教師會館，造福全省中小學教師。
三、一九六五年以『養鴨人家』電影，榮獲亞洲最佳美術設計金禾獎，首
開國片獲得國際藝術大獎之紀錄。
四、從事電影、電視及視聽教育工作多年，屢獲金鼎獎、金鐘獎，並擔任
十餘屆金馬獎、金鐘獎評審，並於一九九八年出任金馬獎評審團主席。
五、創作水彩畫多年獲美術界所肯定，擔任歷屆全國美展、國家文藝獎、
中山學術文藝獎、國家工藝獎評審委員，並獲聘為國內各大美術館諮
詢委員，歷史博物館、藝術教育館等評議委員。
六、一九八六年獲教育部頒傑出大學教授研究獎；一九八八年獲教育部頒
大學教授教學特優獎。
七、擔任劉真先生學術基金會執行董事、臺北文化基金會董事、國立臺灣
師範大學校友文化基金會董事，推展文化工作績效斐然。
八、曾在國內外舉辦水彩畫個展十二次，並策劃主辦國際性水彩畫大展六
次，促進國際藝術交流貢獻卓著。作品『長江三峽』榮獲臺北美術館
「永久常設展」中展出。
九、二００四年榮獲日本國際水彩畫大會頒贈『亞太國際水彩畫功勛賞』。
十、二００五年榮獲臺灣國際水彩畫大會頒贈『水彩畫創作終身成就榮譽
獎』。
-----------------------------------------------------------------------------------------------------------

龔煌城
系
學

級 英語學系 46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文學士(1958)
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博士(1974)

具體傑出事蹟
一、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員（2001 年當選）

二、獲得五次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1986-87、1989-90、1992-93、
1994-95、1996-97）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2002）
-----------------------------------------------------------------------------------------------------------

吳連火
系
學

級 國文系 47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Seton Hall M.B.A.University U.S.A.

具體傑出事蹟
一、著作 “美國證券巿場＂ 嘉惠數以萬計的華人投資者。
二、慷慨指款美金十萬元，協助解決紐約臺灣會館多年的貸款問題。
-----------------------------------------------------------------------------------------------------------

梁兆兵
系
學

級 英語學系 47 級
歷 Department of English, NTNU (學士)
Depts of English and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碩士)
Depts of Linguistics and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博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梁教授為國際著名之語言學家，其對世界華文之教學、研究與推廣，
貢獻良多。歐洲名校荷蘭萊頓大學於 2002 年頒授榮譽中國語言學教授
給他，以表彰其成就。
二、梁教授為本校英語系 48 級校友，出身名校，任教歐洲，為國人在歐洲
學術界發展的先鋒人物，光華雜誌曾對他作了專訪 （件附件）。
三、梁教授於荷蘭萊頓大學任教期間，推動本校與歐洲名校荷蘭萊頓大學
建立姊妹校關係，為本校與歐洲的學術交流活動，開啟一扇大門。從
1994 年開始，迄今 12 年，萊頓大學成為本校在歐洲最重要的國際學術
伙伴。到今年止，本校計有賴守正、滕以魯、胡其德、鄭瑞明、呂武
志、何慧玲、顏瑞芳、劉渼、賴貴三、潘麗珠、王基倫等教授赴萊頓
講學與研究。另從 1998 到 2006，每年皆有 2 名研究生赴萊頓當交換生。
萊頓大學方面，除每年派學生來國語中心學習外，也派教師來本校國
文系美術系來研究與講學。雙方之交流，在梁教授的協助下多次續約，
關係持續長久穩固，成為本校最重要的姊妹校之一。兩校的師生因這
個國際學術交流活動，受益良多，影響深遠。2005 年，梁教授再度促
成萊頓大學提供 10 個學費減半的優惠，提供本校學生前往攻讀博碩士
學位。

四、梁教授學術成就高，行政能力強，曾在萊頓大學擔任副校長、代理校
長，這是華人在歐洲著名高等學府裡，難的的殊榮。
五、梁教授人在海外，但心懸母校，關心母校之發展，也利用其影響力，
拓展台師大與歐洲大學的合作，發揮台師大母校在歐洲高等學府間的
影響力。因其努力，受益的師生眾多。梁兆冰教授對母校的實質貢獻
良多，懇請評審委員支持其獲選為本校 94 學年度傑出校友。
-----------------------------------------------------------------------------------------------------------

曾富美
系
學

級 藝術學系系 49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士
美國科羅拉多大學藝術碩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發揚光大母校師大所學─最基本藝術教育，加上科羅拉多大學的美國
藝術教育，四十多年來不斷的努力創作，到現在歐亞美各地，有過 52
刺個展，一百多次藝術雜誌、報紙電視等六種語文肯定的藝評，上千
幅原作品廣為世界各地公私收藏。
二、得過十六個各種榮譽獎─其中如 2000 年 2000 美國傑出婦女獎、紐約
巿文化先驅的最高榮譽獎(當時包括貝聿銘、馬友友)、科大的終身成
就藝術獎。
三、對世界上藝術文化的貢獻─介紹新世紀的藝術，把師大所學的古代中
國畫理技巧及美國抽象、色彩等融會貫通、集東西文化於一爐，創告
出獨特的藝術風格，受到世界藝壇的注目。
www.MarleneTsengYu.com.ARTIST www.RainforestArtFoundation.org.COR
ATOR
四、對當代綠色環保拯救地球的貢獻─她的畫風描寫自然之美，以「自然
的氣勢與動態」為主，描寫自然界千變萬化的現象宇宙生動的節奏，
此一自然與藝術結合的運動，將喚起人們對自然界之美的覺醒，繼而
欣賞，繼而保護。她策劃過 7 次聯展及詩歌朗誦「自然的氣勢」包括
世界各國的藝術家及詩人，同時她領導策劃 21 世紀最迫切的保護雨林
的藝術運動聯展，世界各國共同信念的藝術家於 90 年十一月開始在美
國、臺灣、南美、歐洲舉行。
五、介紹本世紀最前進的藝術材料─壓克力在布上紙上，無限創作的可能
性。
-----------------------------------------------------------------------------------------------------------

歐陽教

系
學

級 教育學系系 49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系所
英國倫敦大學哲學碩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榮獲 University of London, Vice Chancellors＇ Scholarship（1968 年）。
二、中國教育學會木鐸獎（1987 年教育理論研究貢獻獎）。
三、國科會獎助國外進修兩次（1975 及 1981 年）。
四、教育部優良教師獎（1991 年）。
五、臺南師院傑出校友獎（1993 年學術理論組）。
六、國科會 5 次傑出獎（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年等）甲種（含優等）
獎勵十多次。
七、中國教育學會理事長(2004.11～2007.03)
八、中國教育學會木鐸獎(1987 及 2002)共兩次。
-----------------------------------------------------------------------------------------------------------

康自立
系
學

級 工業教育學系 54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學士
美國威斯康新大學工業教育碩士
美國愛荷華州大學博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服務母校擔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共計服務二十年，現擔任大
漢技術學院校長
二、擔任彰化師範大學校長，以四Ｅ精神作為大學治校原則，追求『卓越、
效能、公業及愛』。
-----------------------------------------------------------------------------------------------------------

許義雄
系
學

級 體育學系 55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教育學士
日本國立東京教育大學 碩士
日本國立筑波大學 哲學博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從事教育學術研究過程或實務工作述要：
許義雄教授以體育原理作為學術領域起家，名享 1970 年代迄今，1980
年代朝「體育思想」領域鑽研，影響所及，直指國內各項體育重要政
策訂定及體育教學方針。1990 年代著手開發「運動教育學」領域，對

於當代體育課程、教學及師資之改革，可謂不遺餘力，始終站在領銜
的地位。及至扁內閣成立，受邀擔任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一職，
對於許多國家重要政策及提昇我國國際地位上，皆開創一番新局。在
返回教育崗位後，眼見「體育原理」、「體育思想」及「運動教育學」
皆已蓬勃發展，乃於 2000 年另闢「身體文化」的學術領域，結合各項
身體經驗與運動文化於其中，俾使體育的學領域向更寬廣的視野邁
進。許義雄教授從任教迄今，所指導的碩博士畢業生目前皆擔任國家
重要的體育行政及國內體育教學之傳播工作，這一股學術的人力，承
繼許教授的意志，正在為國內的體育的學術研究與實務工作。此亦為
許教授在體育界之重要貢獻與成就。
二、對教育學術研究或實務工作之重要貢獻：推動體育學術研究，提昇國
際體育學術地位。
(一)成功爭取主辦國際體育健康休閒舞蹈協會(ICHPERD)在臺召開年
會(2002)。
(二)成功爭取主辦國際高等教育體育協會(AISESEP)在臺召開年會
(2001)。
(三)策劃我國大專體育總會加入世界大學運動會為正式會員國(1987)。
三、以往獲得教育學術研究或實務工作獎勵情形
(一)獲行政院體育委員會體育終身成就獎(2005)。
(二獲行政院一等功績獎章(2001)。
(三)獲國際體育健康休閒舞蹈協會(ICHPERD)領導貢獻獎(2001)。
(四)臺灣省推展體育有功人員獎(1990)。
(五)教育學術團體聯合年會木鐸獎(1989)。
(六)國立臺南師範學校第二屆傑出校友獎(1989)。
(七)獲國科會優等獎助(甲等)十七次(含研究計畫)。
(八)獲教育部體育學術專題研究獎助十九次。
(九)獲臺灣省教育廳體育專題研究獎助四次。
(十)臺北市教育局專案研究獎助二次。
(十一)獲青輔會專題研究獎助乙次。
四、重要教育學術研究或實務工作成果
(一)主持學校體育課程改革，推動教材系統化，革新教學與評量方法
1.各級學校課程改革工作(含大專體育課程改革)。(有資料紀錄)
2.主持或協助高中、國中、小學課程標準修訂與推廣工作。(有資
料紀錄)
3.完成體育課程系統化之規劃，有利學校體育課程之落實。(有專
書出版)
4.完成體育國家標準之訂定，有益體育基本能力之開發。(有成果
報告書)
5.推動樂趣化與創意體育教學，提升體育教學績效。(有專書出版)

6.推動多元評量，編製中學體育評量手冊。(有專書出版)
(二)提倡體育草根計畫，落實臺灣體育文化紮根工作
1.創設國家運動訓練中心，推動「選訓賽輔」一貫政策。
(時任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2.製作百年臺灣體育影像集，落實本土體育文化之建構。
(時任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3.攝製臺灣世紀體育名人傳，建構臺灣體育人物傳奇與榮耀。
(時任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4.創設臺灣身體文化學會，積極推動臺灣身體文物蒐整工作，有益
臺灣身體育文化之整合與發展。
(三)受聘擔任各項體育專業推動工作之重要職務。
1.受聘擔任亞洲體育與運動學會副會長（2002-2004）。
2.受聘擔任東北亞體育史學會副會長（1995-1997）。
3.擔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秘書長、副理事長、理事長等職務，創設
分科會；推動體育學術研究，成績斐然。
4.擔任體育學系（研究所）主任（所長）積極發展體育學術整合型
研究案，績效顯著。
5.擔任第一屆全國體育會議大會專題演講人。
6.擔任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總召集人。
-----------------------------------------------------------------------------------------------------------

林文雄
系
學

級 英語學系 56 級
歷 蘇澳國小
宜蘭中學（初高中）
師大英語系

具體傑出事蹟
一、民國 71 年榮獲經濟部長趙耀東頒發全國優良商人獎。
二、民國 81 年捐出新臺幣 1000 萬元成立樂喜文教基金會，與民生報辦理
全國講座並捐助弱勢團體。
三、民國 84-87 年擔任財團法人國亦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育基金會董事
長。民國 92-95 第二度擔任該基金會董事長，熱心英語教育，回饋母
校。
四、民國 90 年捐贈 45 萬元電腦設備給母校-蘇澳國民小學，在 102 週年校
慶時，榮獲校長頒發傑出校友獎。
五、現任臺北士林扶輪社社長，熱心公益，出錢出力，服務社區。
六、民國 64 年自創貿易公司專營進出口，目前已邁入第三十年。69 年榮
獲入選全國進出口績優廠商名路而後年年入榜迄今 26 年。

七、民國 94 年捐出新臺幣 100 萬元與母校-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作為教育
學術基金之用。
-----------------------------------------------------------------------------------------------------------

潘文炎
系
學

級 化學系 57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學士
美國懷俄明大學碩士、博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資歷豐富經理人：
(一)民國 57 年畢業於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60 年獲懷俄明大學獎
學金赴美國深造，62 年成為化學博士候選人，63 年取得化工碩士，
66 年獲化工博士學位。畢業後加入美國流體性質研究中心擔任研
究員，其後轉至美國孟山都化學公司出任高級研究工程師。
(二)民國 71 年為響應政府「海外學人返國服務」的號召及「飲水思源」
的庭訓，毅然放棄美國高薪及國籍，返國至中油公司服務，歷任
煉製研究中心產品開發組組長、製程研究組組長、企劃處副處長、
處長、副總經理等職。85 年 11 月升任中油公司總經理，任期長達
7 年 8 個月。93 年 10 月轉任中油轉投資之國光電力公司董事長，
95 年 4 月升任中油董事長，擘劃中油永續經營之道，迎接高油價
時代之艱巨挑戰。
(三)民國 75 及 77 年先後自政治大學企管系企業經理班及亞洲管理學院
高階經營班結業，除具石油工程、化工、製程、化工熱力學與石
化等專業外，在企劃構思、策略擬定、研究發展、執行控制等更
有其獨到見解，充分發揮才智，克服萬般困難，使各項規劃均能
順利完成，對中油各項業務之推動貢獻卓著；78 年當選中華民國
企業經理協進會傑出企劃經理，89 年再獲頒亞洲管理學院傑出校
友獎。
二、卓越經營貢獻：
在中油服務期間之主要績效可歸納如下：
(一)全面改造中油打造卓越績效：
1.推動組織改造工程，成立事業部，以落實責任中心，貫徹轉撥計
價制度，提升經營效能。
2.推動再生計畫以降低營業成本等。在營繕工程發包及器材設備每
年節流效益達 40 億元。
(二)推動環境保護達成企業永續發展：
1.落實工安零災害，中油公司總合災害指數遠比全國製造業及石化
業為低，可做為全國企業工安環保表率。

2.以國際一流能源石化公司之安環指標作為管控指標，同時秉持
「疼惜大地，關懷社會」之用心，重視環保與生態，作為全國企
業之典範。
三、創造佳績維持國內製造業龍頭地位：
(一)自民國 90 年「石油管理法」通過後，國內油品市場已全面開放，
國際知名顧問公司預估中油盈餘將轉變為虧損，惟面對激烈競爭
環境，帶領公司同仁通力合作，不斷提升油品品質，導入創意行
銷，使中油公司營收持續成長，並維持國內油品市場占有率 70﹪
以上。
(二)因應「京都議定書」生效，擴大天然氣使用，取得北部天然氣接
收站之標案，並獲取國際廉價天然氣之供應，增加公司營收與提
升獲利能力。
四、具國際觀引領中油全球佈局：
(一)自民國 80 年起即率領中油團隊進行國內外投資，除併購印尼山加
山加氣田，並參與委內瑞拉、厄瓜多爾、澳洲、美國等國油氣田
之探勘開發，成果豐碩。
(二)在中東與卡達國家石油公司設立汽油添加劑公司（QAFAC）；在
越南設立台海公司，行銷家庭用瓦斯；並與印尼、新加坡合資華
威天然氣船公司進入 LNG 之運輸市場；在國內成立國光電力公
司，跨足發電業，前述各項投資不僅獲致極佳之財務收益，也擴
大中油之經營領域。
五、熱心社會公益：
潘君為人謙和有禮，處事公正客觀，兼顧內部團隊和諧，以其卓越才
能與表現，頻頻締造企業的佳績，獲得社會肯定與同仁愛戴。同時，
熱心參與各類學術及經貿活動，曾擔任石油學會、責任照顧協會、中
澳經貿協會、中紐經濟協進會等學(協)會理事長、永續發展協會副理
事長、化學學會、化工協會及工商協進會理事；現任中華民國國際經
濟合作協會澳洲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印尼文經協會理事長，為我國能
源產業及國際合作與經貿活動貢獻良多，實為現代企業家的典範。
-----------------------------------------------------------------------------------------------------------

紀國鐘
系
學

級 物理學系 58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學士
美國耶魯大學物理所碩士
美國耶魯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所博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學術獎項:

(一)EDMA 台灣電子材料與元件協會 傑出貢獻獎(2004)
(二)ISI 經典引文獎(應用物理學門)(2001)
(三)經濟部科專計畫成果優良獎(1995)
(四)十大傑出工程師獎(1993)
(五)美國貝爾實驗室傑出貢獻獎(1987)
(六)登錄於美國科技名人錄(1981)
(七)美國紐約科學院院士(1980)
二.社會服務:
(一)行政院教育改革推動委員會委員(2003-2004)
(二)行政院教育經費基準委員會委員(2002-2004)
(三)國家政策季刊社長兼總編輯（2002-2004）
(四)台灣電子材料與元件協會理事長（1998-2000）
(五)新竹市教育改革協會理事長（1997-1999）
(六)中華民國教育改革協會常務理事（1997-1999）
(七)行政院科技顧問組兼任研究員（1998-2000）
(九)國科會工程處諮議委員（1999-2001）
(十)國際材料學會聯合會秘書長，IUMRS，（1995-1996）
(十一)行政院科技顧問組電子材料推動小組召集人（1991-1993）
(十二)國際電子元件及材料會議主席，IEDMS，2000
(十三)第 188 次美國電化學會議，寬能隙半導體研討會主席 1995
(十四)國際電子材料會議，化合物半導體研討會主席（論文集主編），
1994
(十五)國際光電子技術會議共同主席（論文集主編），SPIE，OCCC，
1992
三、主持大型研究計畫：
(一)〝微光電系統研究〞教育部追求卓越計畫，2000-2003
(二)〝氮化鎵雷射二極體研究〞國科會尖端計畫，1998-2000
(三)〝光電半導體材料與元件研究〞經濟部科專計畫，1990-1994
(八)中華民國貝爾協會理事長（1997-1999）
-----------------------------------------------------------------------------------------------------------

楊深坑
系
學

級 教育學系 58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士
希臘國立雅典大學哲學博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任亞洲比較教育學會理事，世界比較教育學會聯合會研究委員會召集
人，世界比較教育學會聯合會執行委員會委員，國立編譯館「教育大

辭書」副總 編纂，國立暨大學報、國立師大學報編輯教育研究集刊總
編輯編輯顧問，香港教育學院校外評審專家，國科會人文暨社會科學
發展處教育組召集人，教育部顧問，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第廿三屆
委員。
二、曾獲得之學術獎勵情形：民國 80 年教育部學術著作獎。自民國 67 年
返國任教至民國 86 年，每年均得國科會研究獎助，未曾中斷。民國
81 年國科會研究獎優等獎。民國 82 年國科會研究獎優等獎。民國 76
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民國 78 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民國 85 年國科
會傑出研究獎。民國 88 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民國 86 年至 88 年第一
屆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民國 89 年第二屆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
-----------------------------------------------------------------------------------------------------------

潘皇龍
系
學

級 音樂學系 60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音樂系學士
蘇黎世音樂學院
柏林藝術學院
漢諾威音樂戲劇學院

具體傑出事蹟
1945 年出生於台灣省南投縣埔里鎮。先後畢業於「省立台北師範學校」普
通師範科（國立台北師範學院前身)、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音樂學系。曾師
事劉德義、包克多教授研習理論與作曲。1974 年榮獲瑞士「茹斯汀基金會」全
額獎學金赴歐深造，進入「蘇黎世音樂學院」隨雷曼及布倫兩位教授，攻讀理
論與作曲。 1976 年畢業後前往德國，進入「漢諾威音樂戲劇學院」隨拉亨曼
教授研究作曲；於 1978 年赴「柏林藝術學院」隨尹伊桑教授專攻二十世紀作
曲法。1982 年應「國立藝術學院」邀請返國服務，擔任音樂系理論與作曲客座
副教授，並於 1991 年升任教授。1998 年擔任「校務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2000
年至 2002 年擔任「國立臺北藝術大學(前「國立藝術學院」2001 年改名)」學務
長，並於 2002 年膺選為音樂學院院長。
潘皇龍先生曾經擔任「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音樂委員(1988-)、「國立
中正文化中心」評議委員(1990-)、 「國家音樂廳交響樂團」諮詢委員(1998-)，
於 1989 年創立「國際現代音樂協會台灣總會」並榮膺創會理事長。 1990 年應
「國立中正文化中心」邀請，在「國家音樂廳」舉辦「潘皇龍樂展」，1999 年
應「十方樂集」邀請， 舉辦「潘皇龍作品發表會」，2001 年應「台北人室內
樂團」邀請，在「國家音樂廳演奏廳」舉辦「潘皇龍作品發表會」。1991 年至
1996 年間，應「聯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 代表台灣出席「國際作曲家評議
委員會」，推荐台灣現代音樂作品，強化國際音樂文化交流。 1997 年與 2001

年應邀擔任奧地利「國際莫札特作曲比賽」評審。 1998 年應邀擔任波蘭「國
際作曲家夏令營」客座教授。
潘皇龍先生的作品，曾獲德國「尤根龐德作曲獎」(1979)、德國「音樂學
院音樂創作比賽」第二獎(1980)、 台灣「吳三連先生文藝獎」(1987)、「國家
文藝獎」(1992, 2003)．‥等國內外作曲獎 ; 並由國際著名樂團，諸如「奧國新
音樂室內樂團」(1980-)、德國「柏林愛樂管弦樂團」(1982)、 法國「龐畢度文
化中心現代音樂室內樂團」(1983)、「菲律賓愛樂管弦樂團」(1985)、 「朱宗
慶打擊樂團」(1986-)、「國家音樂廳交響樂團」(1987-)、英國「阿笛悌弦樂四
重奏團」(1988)， 「新日本愛樂管弦樂團」(1989)、「上海交響樂團」(1990-)、
韓國「漢城愛樂交響樂團」(1992)． 「台北人室內樂團」(1995)、瑞典「克羅
瑪塔打擊樂團」(1996)、「十方樂集」(1996-)、 「采風樂坊」(1996-)、「波士
頓大學室內樂團」(1999) ，以及荷蘭「國際高德阿姆斯新音樂節」(1980)、 「國
際現代音樂協會/世界音樂節」(1988,92,99,2000,2001)、巴黎「現代音樂節」(1996)、
維也納「現代音樂節」(2000)、「柏林藝術節」(2002)．‥等，在歐洲、非洲、
美洲與亞洲各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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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金振
系
學

級 公訓學系 54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士
國立臺灣大學法學碩士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法學博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服務國立成功大學期間：
(一)擔任教務處出版組主任、新聞中心主任、校長室秘書、主任秘書
等行政主管合計達十六年，協助五任校長，推動各項校務。
(二)主編成大四十年、成大六十年、飛躍的成大、成大校刊、成大簡
介等刊物，對成大校譽之提升有具體的貢獻。
(三)協助校長，接洽相關單位，爭取到臺南縣官田校區 100 公頃校地及
臺南市成大醫院對面原臺汽保養場一公頃校地。
二、服務國立金門技術學院期間：
(一)籌備六年，在最前線的戰地金門，經費與人手嚴重不足的情況下，
創設了金門縣一千多年來第一所大學。
(二)民國九十二年八月一日，國立金門技術學院奉准設立，同日，榮
膺該校首任校長。民國九十五年連任投票，獲得接近百分之九十
的支持。
(三)利用金門現有的優勢，成功地開創金門技術學院具有閩南文化、
戰地文化、僑鄉文化、詩酒文化、及兩岸經貿等特色。

(四)將金門技術學院與金門緊密結合，地方政府除提供數十公頃的校
地外，每年並補助新臺幤一仟多萬元。此外，金門華僑於九十四
年度，已捐贈新臺幣二仟多萬元。
(五)排除萬難，與美國西佛羅里達大學合開遠距教學，雙聯學制。此
外，並與臺灣、中國大陸多所大學簽訂姐妹校；走向國際化。
-----------------------------------------------------------------------------------------------------------

林曼麗
系
學

級 美術學系 65 級
歷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學士
日本國立東京大學教育學博士，專攻藝術教育

具體傑出事蹟
以藝術行銷見長的她被譽為「活化故宮的推手」，她常表示，面對二十一
世紀複合式的經濟體，如何將藝術生活化，是故宮最重要的使命。
------------------------------------------------------------------------------------------------------------

黃國晏
系
學

級 特教育學系 85 級
歷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士
美國哥倫比亞大學特殊教育碩士
國際比較教育與教育政治學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教育領導與政策分析碩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哲學博士

具體傑出事蹟
一、台灣首位進入美國長春藤大學並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之視障者。
二、2005 年博士論文獲教育部評選為專案培育計畫。
三、1999 年獲頒國際同濟會青年楷模。
四、1999 年獲國際扶輪社遴選為台灣區服輪大使。
五、1998 年通過教育部公費留考赴美進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