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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一個諾言的意外

2012 年夏天午後，舊北樓電算社辦，一群畢

業附子閒聊著、享受暑假回憶附中，一位網管

學弟 H1258 林育德突然提到附中官網更新，

卻找不到校徽校旗的向量圖可使用，校徽網路

流通版僅 189*192px，是張悲劇的 jpg。他那時

就問了我有沒有興趣幫忙重製？畫個校徽不難

啊！以前社課有學弟描過圖了，我當下也沒想

太多便一口答應，沒想到因這個承諾，崎嶇顛

簸的數位典藏就此展開…。

探索，什麼都沒有與滿滿不知道

決定要重製這些信物了，總要有好的參考版本

為底稿，但網路上所有的圖不僅品質差到不堪

使用，更赫然發現兩面校旗同時並行的怪象；

而 Illustrator 上明顯看出校徽是歪的，需要好的

素材並尋求解惑，暑假只好回母校走一趟。

第一站美術班，感謝張慈韡老師提供學生繪製

的校徽 ai 檔，該版本較圓潤，不是那麼標準。

不過接下來每個處室得到的答案令我難以置信

―學務處、總務處、校長室、圖書館，得到的

答案都是「不知道」、「沒有」；甚至有行政

人員不經心地表示：「畫那些東西是廠商的事，

廠商才有原始檔案，我們拿不到的…啊不是看

起來都一樣？」最後幸運從總務處曹組長口中

得到點頭緒：關於旗幟的手繪、班旗的歷史，

以及位於西門的承製廠商。

追尋，一片一片散落的歷史拼圖

整理手邊資料的同時，我也在校友會 FB 社團

發問，數十位學長姐主動聯繫我熱情地提供相

關史料，參考附中人社的刊物、校史並對照當

時官網說明，一點一點勾勒出線索，竟然發現

最早的班旗跟現在長得不太一樣！校旗演變史

原來是如此！圓校徽也不只一種！我同時著手

校友會數位典藏計畫 H1232 周彥辰

繪製已確認的信物，單「梅花版」校徽就「龜

毛地」畫了三個月，保留部分手繪風格，把那

歪到很誇張的校徽給「校正」了。無奈我又發

現信物們版本的混亂，便決心一次把它們都整

理清楚！

校友方面，透過胡天爵老師自 H562 古爵誌學

長取得老班旗底稿。那刻印版的班號數字有種

迷人的魔力，為了復刻這獨特字體，尋尋覓覓

四處比對，連日星鑄字行都翻了一下午，仍

一無所獲，只能以逆向工程找老旗子湊齊 0~9

了。感謝校友們幫忙，經歷了借用學長建築事

務所工作檯向量描圖、收到創校時期的徽章與

畢業證書、拜訪學長餐廳喝杯威士忌聽熱血校

旗故事，獨享一整間臺北市議會會議室丈量翻

拍旗子、在公館咖啡廳見到傳說中真正的酒紅

色（接近 PANTONE 209C）的 348 班旗，保存

四十年僅微微褪色；微笑聆聽學長姐們沉醉著

回憶著當年，每一段小故事，都是我們青春最

美的註腳。

最早附中徽章
約 1947~1950

圓校徽
約 1948~1980

圓校徽 ( 大附中 )
約 1963 冬 ~1981

梅花版校徽
約 1971~

老班旗

112cm * 84cm
約 1974~1991

新班旗 ( 三位數班號 )
120cm * 80cm ( 副六號 )

約 1991~2000

 

新班旗 ( 四位數班號 )
120cm * 80cm ( 副六號 )

約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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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周彥辰，H1232，Programmer、Designer。
台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現任校友會

秘書處文物及數位典藏組長。

軌重製。2015 年典藏組擴大組織、初步建置

形象網頁（http://hsnuaa.tw/souvenir）。默默滑

著 FB 看大家發揮創意「玩」校徽及設計紀念

品、學長姐分享拿到復刻班旗及制服的喜悅、

一件件文物「出土」，一個微笑送給自己，點

點溫暖在心頭。

2016年計畫邁入下一階段畢冊與文本數位化，

目標建立能邀請大家一同編輯、如維基般的附

中典藏系統，需要大量人力與資金的投入，期

望能於 70 週年校慶完成。挑戰一個與時間賽

跑的計畫，遲了就什麼都沒了。曾被漠視和嘲

笑而一度想放棄，甚至有學長姐不認同即大聲

在網路上開嗆；熬過一段沒錢沒人的孤單，獨

自奔走著計畫所需資源，回家的影子總拉的好

長好長，心底總有個聲音堅持著，對的事絕不

能放棄！有時候，有個夢想，一個起點，再來

點傻，就喊出來勇敢往前走吧 ~ 永遠不會知道

前方的未來有什麼驚喜！

感謝一路上幫助與陪著我的大家！

謝謝你們！（鞠躬）

數位典藏，未完待續…

老校旗

136cm * 102cm  
約 1948~1981

新校旗

144cm * 96cm( 正六號 )
約 1990 迄今

舊校旗 3 ( 臺 )

120cm * 90cm ( 標準旗 )
約 1990~2000

舊校旗 2 ( 台 )

120cm * 90cm ( 標準旗 )
約 1980~2000

舊校旗 1

144cm * 96cm( 正六號 )  
約 1990~2000

火鳳凰原稿 1995 年 H805 洪兆宣原創，1997 年 11 月成為附中校方註冊之商標

早期師大附中汗衫正面全銜

再次推開廠商於漢中街店面大門，這條街見證

了臺灣紀念品製作的發展與中華商場的變革；

請教老闆數十次，一步步拼湊出時代變遷下附

中信物的歷史。看到老校旗時，老闆興奮地跳

起來喊著寫這字的老師傅尚健在呢！前後花了

一年半時間，反覆考證統整出三種校徽、三面

校旗 ( 五種版本 )，老班旗更因歷經數次廠商

重新製圖而多達四版、而新班旗有二版，終於

在 2013 年底完成所有向量圖的繪製、訂定標

準色彩與尺寸。

緣分，踏入十二屆附中校友會

追尋過程一連串問號令人困惑，但令我真正不

解的是我們這間赫赫有名一流學府，卻連象徵

學校的校徽校旗都沒個標準圖？而這些相關的

文物史料究竟有無系統性完整保存？因緣際會

下，經由蔡宇玲老師介紹我至校友會提案，

緊張地來到理監事會向學長姐報告我的「大

計畫」，分為五階段由信物開始，接續數位典

藏系統、文物蒐集建檔、多媒體典藏、畢冊與

文本數位化。學長姐們的建議及掌聲帶給我不

少溫暖和動力，幾次會議後，訂定旗幟製作辦

法，而文物及數位典藏組也於 2013 年底創立

為校友服務、保存並復刻文物、管理庫房，初

期成果已呈現於母校官網。

籌畫，再下一步

2013 年底開始復刻旗幟、設計校友會會旗、

向量化火鳳凰，2014 年復刻早期的師大附中

汗衫、卡其軍訓服、女生制服外套（以 1983

年第一屆附中女生班外套為原稿復刻）等，受

到海內外校友們熱烈回響，同年並完成校歌音

特別感謝

H150 吳小虹、H233 胡天爵、H332 金家瑜、

H348 翁文興、H389 郭祖惠、H414 徐海鴻、

H538 謝勝彰、H562 古爵誌、H571 林奕華、

H571 鄭聲平、H572 黃聖富、H633 蔡宇玲、

H644 彭興漢、H687 李啟龍、H805 洪兆宣、

H805 張慈韡、H869 吳宗翰、H980 林峻緯、

H981 楊程翔、H1047 何彥樵、H1088 陳信旭、

H1209 周靖恩、H1213 邱泰鈞、H1233 劉上維、

H1249 李紹詮、H1258 林育德、H1260 林伯樵、

H1262 游子緯、H1300 賴意中、H1327 余以凡、

附中圖書館、附中美術班、十二屆附中校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