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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愛的步履----新北市東大校友會新科教師校友訪問記 

 
                                         常務理事 61 級體師科陳淑芳校長 

                  常務監事 67 級國師科鄭玉疊校長       撰 

 
前言：那力爭上游的優秀東大人上岸了！ 

 

    母校臺東大學師培成績優異，今（2020）年計有 28 位校友，參加新北市

國小暨幼兒園教師甄試，榮獲金榜題名。新北市臺東大學校友會延續去年工作

計畫，特別安排由前臺北縣及臺東縣教育局長劉理事長文通（65 級國師科）率

團，前往每一位東大新科教師所服務的學校（教甄錄取率偏低，如古代學子參

加科舉上榜值得恭喜），一一為教甄金榜題名，被比喻為「上岸」的新科教師

學弟妹們祝賀，並關心他們的生活起居、工作情形及未來的生涯規劃，提供工

作諮詢及進修管道。相信這一溫暖的創舉必定會有美好的成果！ 

 

 
蘆洲區蘆洲國小陳明利校長- 熱烈歡迎拜訪團隊到來，並於前穿堂合影留念 

 

團結合作，完成傳愛任務 

 

新北市東大校友會，在創會劉理事長用心的領導下，可說是一個積極務實

創新的校友會，對於新科教師校友更是提供系列服務。感謝校友會執行團隊活

動組陳品辰老師（99 級美產系）費心處理前置作業，協助整理聯繫校友分發報

到的情形，除了 1 位校友選擇回鄉服務外，27 位均已在新北市完成報到服務。 

本會於 9 月初，先以校友會理事長暨全體會員名義製發紙本道賀信函，接

著就是由劉理事長文通率團到各服務學校親自喝采加油，也同時拜訪 38 位同校

服務的校友，更感謝學校校（園）長對校友的指導與關照，每每有無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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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中發現部分新科教師校友，已取得碩士學位或擔任組長等行政職務；部分

新科教師校友，也表示正在準備在職進修碩、博班，積極上進精神令人感佩！

更感謝計有 16 位新科教師校友，熱情加入新北市校友會大家庭，成為正式會

員。 

 

     與拜訪學校校長、新科教師校友及校友話家常 

 

這浩大的鐵人行程，由本會能幹的執行長林木城校長（71 級體師科）規劃

安排，完美周到。執行長負責簡報本會會務，還充當最佳司機，開著百萬新車

穿梭大街小巷，上山下海，備極辛苦。走在彎曲小道上，常常有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歡喜，順利完成了 25 校 28 位（含桃園市 1 位）新科教師拜訪行程。執行

長還在完成一天的拜訪工作後，就來個即時報導，在校友會專屬群組分享了參

訪概況，讓人感受今日事今日畢的成就，也滿足校友們想知的期待！ 

本次同行的副理事長陳木金教授（71 級國師科），曾是東大的副校長，學

養俱優，桃李滿天下，師生相聚歡；另有常務理事陳淑芳校長（61 級體師科）

及常務監事鄭玉疊校長（67 級國師科），共同陪同前往各校助陣；感謝理事趙

家誌校長（67 級國師科）、理事鍾劭敏老師（105 級特教系）、執行團隊幹部

瑞芳國小盧娟娟校長（85 級幼教系）、校友沈長振校長（74 級學分班）共襄盛

舉。為期 7 天計 25 校參訪的詳細行程如附表。 

 

新北市國立臺東大學校友會 109年拜訪新科教師校友暨頒贈 

偏遠學校弱勢優秀學生獎助金行程表 

 
基本團員：劉文通理事長、陳淑芳常務理事、林木城執行長 

日期 序 時    間 新科教師 學    校    名     稱 校  長 弱勢優秀學生 參團人員 

 

9/24 

(四) 

1 9:20~10:20 吳品萱 五股區更寮國小 陳姵言  鄭玉疊 

2 10:40~11:40 王雅平 新莊區頭前國小 周崇儒  沈長振 

3 13:30~14:00 金大榕 市立五股幼兒園(本園) 
陳浼浼 

 
  

4 14:30~15:30 
柯怡嘉 

新莊區中港國小 李後榮    
謝易霖 

9/25 5 9:00~10:00 江枚芸 淡水區淡水國小 吳惠花  陳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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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6 10:20~11:20 洪子婷 淡水區新興國小附設幼兒園 許文勇  陳木金 

7 13:00~13:50 林熒熒 蘆洲區蘆洲國小 陳明利  
鄭玉疊、

陳木金 

8 14:00~14:50 陳薇如 蘆洲區仁愛國小附設幼兒園 陳志哲  
鄭玉疊、

陳木金 

9 15:00~15:50 陳虹宇 三重區光興國小 張孟熙  
鄭玉疊、

陳木金 

9/26 

(六) 

10 9:30~10:30 
蘇婉宜 

江翠國中附設幼兒園  梁坤明  陳木金 
林綉婷 

11 10:40~11:40 周子皓 板橋區文聖國小附設幼兒園 沈玉芬  陳木金 

12 13:30~14:30 
陳翔仁 

板橋區重慶國小 張宗義  陳木金 
張譽 

13 14:50~15:50 溫修良 土城區樂利國小 蕭美智  陳木金 

9/29 

(二) 

14 9:00~10:00 莊雅涵 鶯歌區鳳鳴國小 吳木樹  

趙家誌、

鄭玉疊、

陳木金 

15 10:30~11:30 胡馨文 三峽區介壽國小 林逸松  
鄭玉疊、

陳木金 

16 13:30~14:30 姜妍希 三峽區有木國小 江百川  蔡昕霓等 9名  

17 14:50~15:50 李明鍵 三峽區五寮國小 蔡錦柳 黃彥紳等 8名 鍾劭敏 

9/30 

(三) 

18 9:00~10:00 萬興禧 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小 房瑞美  陳木金 

19 10:30~11:30 蔡佳瑾 新莊區民安國小 王健旺  陳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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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 9:00~10:00 林奇緣 中和區自強國小 許以平  陳木金 

21 10:30~11:30 林姿彤 平溪區平溪國小 鄭益堯 劉姵嫻等 4名 陳木金 

22 14:00~11:30 林怡欣 新店區新和國小附設幼兒園 方文誼  陳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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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3 9:00~10:00 王聖堯 青山國中小 王如杏  陳木金 

24 10:30~11:30 姚如珍 瑞芳區瑞濱國小 李瑩映 陳楠竺等 11名 陳木金 

25 13:30~14:30 許以亭 金山區三和國小 陳紹賓 簡煒倫等 8名 陳木金 

 

拜訪新科教師校友之舉還有更大的附加價值，劉理事長透過學校校長，邀

請服務於該校之東大校友，同來聯誼敘舊，使東大校友在各學校或校友會間，

有更多的認識與凝聚力；同時邀請這些校友們參加新北東大校友會，感受校友

會真誠地照顧與溫暖。 

參訪團隊如沐春風的關照問候，如燦爛陽光般的笑容，親切的招呼，就連

被訪學校的校長，都能感受到東大校友會獨有的愛，對學弟妹們的真誠關心與

期許，讓人羨慕，更激勵了大家的教育士氣。本次拜訪的校友學弟妹們，在服

務單位的表現都很積極認真，普遍受到校（園）長們肯定，我們深感欣慰也覺

得與有榮焉。相信經由此次的拜訪與聯繫，更能激勵東大校友們的服務熱情，

帶動大家勇於承擔的心。 

參訪中也傳達母校師長今年指導教育系學弟妹教檢通過率百分之百、去

（2019）年應屆畢業生參加教甄錄取超過十位的好消息，這真是太棒了！母校

師長們指導的投入與用心，讓人敬佩；而學弟妹們不敢辜負師長們的期望，個

個努力準備教甄表現優異，展現東大人的積極、熱情、純樸、務實、踏實的教

育精神。 

參訪過程中，我們也碰到許多在教育崗位上認真代課、累積經驗及實力、

已通過教檢正積極準備教甄的校友們，我們更給予一份鼓勵和深深的祝福。新

北市東大校友會已成立教甄輔導團及主任、校長讀書會，由具有經驗、優秀熱

心的校友們組成，並邀請大學教授、現場實務的校長主任、第一線教學服務的

學長姊共同指導。不論是教師的教甄考試；校長、主任的考試；報考碩士班、

博士班，都校友會都能提供服務。今年就有參與教甄輔導團的六位校友考上教

甄，分發各縣市服務。協助校友生涯規劃成長與發展，正是新北市東大校友會

念茲在茲、殫精竭力為學弟妹們服務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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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屋及烏，展現公益精神 

為強化本會公益形象，並表彰更為寬廣的教育愛，以展現教育人愛屋及烏

的情懷，本會特別安排在新科教師校友所服務的偏鄉國小，贈送獎助學金及獎

狀。新科教師校友所服務的 5 所偏遠國小，共頒贈了 40 位弱勢優秀的學生，每

名 500 元。獎學金金額雖然不多，卻是校友會的誠摯心意。希望每位收到獎學

金的小朋友，都能體會眾人的溫暖與關懷，幸福平安成長，未來成為社會的棟

樑。 

 

  
頒贈偏遠學校弱勢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本次拜訪了 25 所新科教師服務的學校，為了感謝各校校長及行政人員對校

友的指導與照顧，特別致贈臺東農特產紅藜小禮物與本會小會旗予各校校

（園）長，也贈送新科老師一份東大提供的精美紀念品。

 
與瑞芳區瑞濱國小校長、新科教師校友、弱勢優秀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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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受訪學校校長臺東名產紅藜及校友會小會旗 

 

 新北市東大校友會，首度在新科教師校友服務的偏鄉學校頒發獎助學金，

協助偏鄉的孩子們，讓小朋友因老師而受惠而被鼓勵。此舉更能凸顯校友服務

的價值，既有精神層面的關照與探訪，更有學生實質獎助的激勵，也讓服務學

校校長們肯定東大校友，真是一舉數得！看到弱勢孩子們受到鼓勵的笑顏，就

知道，這是一件讓孩子翻轉未來的好事！在幼小稚嫩的心靈裡投入善的種子，

用愛去灌溉，我們就能看見善良的下一代。 

 

校友回饋，真誠感人 

    本次新科教師校友拜訪活動，受到校友關注與肯定，紛紛在校友會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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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及臉書回應按讚。 

    新北市三峽區五寮國小李明鍵老師（103 級特教系）在新北市校友會專

屬群組上說： 

    謝謝理事長、常務理事、執行長到校探視，辛苦各位學長姊了。五寮的

孩子也非常榮幸獲得獎助學金，孩子都非常振奮！ 

    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小萬興禧老師（108 級教育系）在新北市校友會專

屬群組上說：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理事長、副理事長、常務理事和執行長不辭路途遙

遠，專程蒞臨桃園的楓樹國小。能與學長姊一同暢談在東大時的珍貴回憶，真

的超級溫馨與感動。謝謝學長姊的照顧，有學長姊的學弟妹像個寶。 

    新北市金山區三和國小許以亭組長（體育系 98 級學士、100 級碩士）在

新北市校友會專屬群組及個人臉書上說： 

    臺東大學的保固無期限啊！東大母校在我大學、研究所、出社會的第一

份工作，然後多年後成為正式老師，照顧我到現在！北漂到陌生的新北新生

活，受到很多校友學長姊、同學以及學弟妹的照顧。今天還有新北校友會很厲

害的團隊前輩們特地到校關心探訪。更感動的是... 除了探訪和關心菜鳥教師

我以外，更帶著愛屋及烏的滿滿愛心，頒發獎助學金給我們學校 8位小朋友。

特此感謝～劉文通局長(校友會理事長)、陳木金教授(副理事長)、陳淑芳校長

(常務理事)、林木城校長(執行長)遠道而來。我東大我驕傲，我愛東大東大愛

我。 

 

結語 

愛是教育生命的源頭，希望在東大校友會的護佑下，人人都能感受生命成

長的喜悅、教育美麗的泉流！期待明年有更多的優秀校友教甄上岸，新北市校

友會將持續規劃辦理新科教師校友參訪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