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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的第一步！

奧賽捐贈儀式開啟校友會新的頁章
H869 吳宗翰 

在眾多學長姊的奔波下，附中校友會籌得破九

十萬的款項贊助母校進行奧林匹亞學術競賽培

訓工作，讓學弟妹們從今年起獲得更多後援來

爭取高中學術界的最高榮譽。

如同校長室林秘書所說︰奧賽是高中學術最閃

亮的寶石。校友們相信只有更多人競相砥礪摩

擦，才有可能讓這寶石發光發亮，因此校友們

擔任奧賽培訓老師堅強後盾，由老師們提出預

算計畫，讓校友來募款幫助老師們執行培訓計畫。

這幾年感謝家長會的幫忙，附中的同學們皆獲得家長會的諸多幫助，然而，附中還有更

大的資源值得大家重視︰那就是傑出的校友們！校友們並非都是富可敵國的大企業家，

但校友會扮演著凝聚熱心校友們的角色，讓校友們除了捐錢還能貢獻本身的學養專長，

讓附中可以獲得更多元的支持與贊助。

奧賽贊助是校友會贊助母校的第一步，接下來還有許多計畫將陸陸續續執行。當然，校

友會重新運作之始，還有許多需要磨合的地方，像是凝聚更多校友的共識、與友好團體

的互助，甚至與校方的信任合作上等尚有許多值得努力的地方。但相信附中人絕不怕艱

難，既然附中有獨特的魅力讓大家成為真正的附中人，那附中人們也一定有辦法讓更多

人認同附中，真正成為附中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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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分工，成就附中

H466 侯福義

我始終覺得「附中校友會」和「附中家長會」

一起合作，來幫附中找錢，大家分工辦活動，

才是未來的附中之福。校友會真的沒有要搶

名聲，只是想做事而已。

附中的校內老師們才是主角。過往，他們做奧

林匹亞課後輔導，每小時最多只能支領360元

的補助費，那是多麼辛苦的工作啊!還是這一

屆家長會趙筱瓏會長去年接任之後，校內老師

的其他補助，才能獲得支應。

附中過去做培訓的老師們，常被同事笑是傻子，遠不如編參考書，來的容易出名又好賺。

我們校友會的捐款支助下，才讓她時鐘點能領800~1000元台幣。但是，任何錢一旦捐入

「校務基金」，縱使是指定專款專用的捐款，依照教育部的會計制度稽核，學校老師們，

還是只能支領每小時360元。過往台中一中、武陵高中和新竹科學園區實驗高中等高中也

是運用家長會與校友會去提高支付奧林匹亞培訓的鐘點經費。

11月13日的捐贈儀式，席間許多在場的人，都聽到地科洪逸文老師的地科金牌學生曾敏

端說的感謝致詞:「過去，我都是自己將零用錢節省下來買地科教材，參加奧匹的競賽。

謝謝校友會和扶輪社的捐贈，讓未來的學弟妹們，更有資源和競爭力。」

洪逸文老師和夫人王靖華老師，4~5年來的培訓工作一直是到處找錢補助或是接別的研究

專案來補貼，那真的是辛苦可憐日子啊!!

此次扶輪社的捐款成員有多各扶輪社的分社，裡面有5位附中校友社員幫忙連繫募捐來的

。絕對不是所謂外面團體入侵純淨校園，想要搶奪附中皇冠上最璀璨鑽石光環。每一筆

錢都是校友們去募來要幫母校的。只是公益團體必然需要個公開的捐贈儀式，否則就淪

為私相授受，扶輪社過往的捐贈，都必須公開的儀式，我們又怎能要錢而不遵循呢?

如同徐子雯秘書長的分享，「要靠附中校友的熱情募款，表面上容易，但執行上絕對比

想像中難的很多，想的或說的永遠會比做的容易。」以及蔡建志理事所言: 「校友會還

是細水長流好，手上有「錢」，吸引來的都有銅臭味；手上有「事」，靠過來的才會是

做事人，就像這次奧林匹亞募款活動，學長姊們的組織力、動員力絕對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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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奧林匹亞地科培訓實況直擊！

H869 吳宗翰

大家都很好奇︰創造出地科王朝的附中地科培

訓是如何進行的？因此小編特地與負責的洪逸

文老師聯絡，於培訓時間前往一探究竟！

這天是新一期的高一小將培訓時間，剛開始接

觸培訓課程的小將們必須製作投影片輪流上台

報告之前分配的研修範圍。或許剛開始稍嫌稚

嫩，但可以想像︰一般大一甚至大二才有機會

製作投影片上台報告的學生，竟然從高一就開

始接受相關的訓練，難怪擁有在地科學術競賽上大放光芒的實力！

當然，這是第一步。隨著時間漸進，學弟妹們需要通過更多的考驗，同時也需要更多資

源的支持，讓他們不會為了買一本參考書、一組實驗器材在那邊苦惱躊躇，能夠放心精

進競賽實力。相信特別在今年校友會挹注奧林匹亞學術競賽的經費補助後，不只地科，

各科皆能創造更輝煌的成績與戰果！

籃排球嘉年華會進度報告

H981 楊程翔

截至11/25日為止，目前已經有男子排球四隊、混排二隊、男子籃球七隊、女子籃球三打

三一隊、三分球大賽一人的報名，尚耳聞還有許多學長姊在號召隊友中，還請有興趣參

加活動的學長姊們不要害羞，回到附中揮灑汗水一下吧！(報名截止日：103年1月31日)

目前活動小組致力於網羅各方資源，期許能夠在球賽之餘，能提供更多元的樂趣，歡迎

各位樂善好施，使活動更精采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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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中在H266林沛練學長，同時也是國立中央大

學地球科學系主任的協助下加入這國際性的自

然科學教育計畫。本計畫由美國在台協會

（AIT）、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國立中央

大學11月12日於師大附中共同宣布台灣正式加

入「GLOBE」地球計畫。

GLOBE (全球學習與觀測裨益環境計畫Global 

Learning and Observations to Benefit the 

Environment) 是一個國際性的自然科學教育

計畫，在全世界110多個國家中將學生、老師、

科學家、與社區成員聚集起來，共同養成環境

意識，瞭解彼此的文化，並培養地球村的概念

。GLOBE提供了一種跨學科的學習方式，將自

然、數學、和科技的學習與地理、社會科學、

語言、和藝術結合在一起。學生參與科學實驗

並將數據上傳至中央電腦資料庫。全世界的研

究人員與學生都可以使用這些數據，以便進一

步研究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

目前有六所台灣的學校參加GLOBE計畫，包括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國立中央大

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國立武陵高級中學、國

立嘉義女子高級中學、高雄市立高雄女子高級

中學、以及國立羅東高級中學。相信附中學弟

妹透過本計畫可以提升個人國際觀，對於全球

議題有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

    

附中加入GLOBE全球學習與觀測裨益環境計畫

圖片提供:高瞻計畫助理陳怡儒

上圖為H1308蕭維廷同學、下圖左

起為:計畫主持人中央大學大氣科

學系林沛練主任、中央大學地科院

朱延祥院長、中央大學劉振榮副校

長、美國在臺協會馬啟思處長、國

科會牟中原副主委 美國在臺協會

鄺英傑副處長 附中卓俊辰校長



H746 徐子雯 

本屆校友會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預定於12月

29日早上十點假新北樓二樓視聽教室二舉行。

會中預計討論增設文物部與奧林匹亞學術競賽

募款現況，同時也歡迎關心母校及校友會的校

友及會員到場列席參與。如欲提案者，請填寫

提案單並通知秘書長徐子雯，以便列入議程。

校友會歡迎大家踴躍提案，讓我們擁有更多為

母校與校友們服務的著力點!有興趣出席旁聽

的學長姐請提前與秘書處聯絡 俾利安排座位

(聯絡人:746徐子雯 tsiwen@hotmail.com 

0920255561)

H796 黃一鵬

2013即將結束，回顧今年、展望明年，誠摯邀請眾位師長、學長姐歲末相聚，感恩祝福

，聊附中、話當年。

時間：12/29(日)12：30-14：30 

地點：龍翔園(台北市大安區四維路十號B2、捷運忠孝敦化站約10分鐘路程、仁愛圓環邊) 

費用：校友：700元/人、理監事：1000元/人)

預計名額：60位(共6桌) 

附註： 

1.個別報名的學長姐請註明您的：班號、姓名及參加人數。 

2.歡迎直接認桌，每桌7000元(每桌可坐十位)，

3-1. 歡迎邀師長蒞臨，每位校友可自行邀請師長N位出席，由提出邀請的學長與師長同

坐，若個人參加並邀師長乙位出席，則總費用為1400元，具理監事身分者為2000元。 

3-2. 若您不克參加，仍期盼邀請師長蒞席，則費用為700元/人。 

4.本次聚餐需要接待引導與收費志工數位，歡迎報名。

5.聯繫人：796一鵬，TEL：０９８３-４９６-３００

    

圖:H869 吳宗翰

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12月29日舉行

2013附中校友&師長歲末祝福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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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位學長回憶起當年受惠於六年制直升高中部

的體制，得以免受升學主義的桎梏，附中六年

的求學生涯得以全方位的均衡學習與發展，對

於日後的發展更是裨益良深，相較於傳統升學

名校的學生只會讀書考試，附中人就是更有創

意與奔放熱情，日後升大學或是出社會也很自

然的擔任各行各業領導人，

當年同學間六年相處情感也很深厚，所以畢業

五十年後，仍常聚首。附中人愛玩是免不了的

，當年學長玩什麼呢？玩體育競賽，玩社團，

玩刊物，玩音樂，當年學校的體育競賽風氣

很盛，無論是班際的的籃球足球等各項賽事不

斷，這也是附中人允文允武的傳統。

學長們期勉附中能繼續維持自由奔放、創意熱

情特質，期勉學弟妹能K能玩，更期勉校友會

能為校友、為在校學弟妹、為附中匯集更多力

量，回饋奉獻更多給我們摯愛的師大附中。

    

圖:H796 黃一鵬

附中四二制實驗班E25班-E30班學長餐敘



H869 吳宗翰 

第10屆校友會理事長H48班陳飛鵬學長於劍潭

青年活動中心梅花廳宴請本屆校友會理監事與

幹部成員，席間同時聚集了前屆校友會的幹部

們，一同交流會務、經驗傳承。

除陳飛鵬學長外，第六屆理事長H55趙沛明學

長、實10班顧重光學長、H199吳克學長、H199

李雨朴學長、H210汪其桐學長、H433張雲開學

長也出席一同提點後進，讓大家知道更多校友

會以前運作的點點滴滴。

如像校友會最需要幫助的資金部分，飛鵬學長

也分享當時募款的一些技巧給大家做參考，讓

大家多吸取一些前人的經驗。電子報部分吳克

學長也分享當初編輯的經驗與故事，對於現在

會訊以電子報方式相當認同，但也點出年長學

長們對電腦操作不熟悉的問題，大家須思考有

何配套措施。

提到接下來的七十周年校慶籌備，大家紛紛聊

起當年籌備五十周年的點點滴滴，相信有學長

姊眾多經驗灌注，七十周年校慶肯定可以盛大

舉行!

    

圖:H869 吳宗翰

前後任校友會交流餐敘、經驗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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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是大學的一個活動，大學裡各學系與校友會通常會在學年間的某禮拜在學校擺攤，

賣自己做的產品、特產或學校特色餐點。當然附中人也不會缺席! 讓我們看看10/21~10/25

在政大、11/25~11/29在臺大的附中週吧!

10/21~10/25政大附中週--【藍天饗宴——PARadISe】

圖/文:H1249 李佳憲

還記得高中那三年，在擁擠的地下室排著隊

僅僅為了等待著一碗麵的時光?

飢腸轆轆時，朋友手中遞來一張餅的溫暖?

熱血揮灑汗水後，無限嚮往的一杯清涼奶茶?

分享美食無國界!!!

10/21~10/25於政大側門享受屬於藍天的饗宴!

    

上大學依然要回味附中美食—附中週 

11/25~11/29臺大附中週

圖/文:H1238林允涵

臺大附中週是個聯繫附友會感情又滿足大家對

附中食物思念的活動，所有的食材都是向南樓

和新北阿姨購買，並且現場製作。看到來幫忙

的學弟妹一天比一天的多，連它校的同學聞香

而來，讓我們一天比一天賣力。 附中週完微

微的失落感，或許更凸顯附中週對我們而言，

一直都是個「未完待續」、會一直綿延下去的

傳統。



為服務校友，電子報特闢「校友動態」專欄，旨在協助附友透過本報發佈公開活動訊息，

傳達附友週知，俾利相互關照、共襄盛舉。歡迎各界提供附友公開活動訊息，來函請寄

alumnihsnu@gmail.com（附友會訊電子報工作小組）。

    

校友動態 

鋼琴家 羅萱

鋼琴家羅萱，於2013年12月15號（日）假新北

市蘆洲區功學社音樂廳，演出孟德爾頌鋼琴協

奏曲。羅萱為本校高中部校友，父親羅君華即

為長年服務於母校、許多校友口中的「蘿蔔老

師」。羅萱自德國漢諾威音樂院學成歸國後，

目前亦於母校附中擔任音樂班老師。除常態的

教學活動外，她也多次籌辦互動式音樂講座，

並定期為學生舉辦能彼此討論演奏的「音樂同

樂會」。本次合作的陽光台北交響樂團，創辦

人暨指揮孫愛光老師，亦曾任教於母校附中，

為許多音樂班畢業的校友所熟知。



    

陳彥旭 Ash H1020

結合正統美術班基礎打底，以及建築設計的空間架構，在藝術與設計之間創造3D立體創

作。從小學六年級開始學畫，經過金華國中、師大附中美術班的訓練。至2004年接下附中

畢典[魔戒-遠征-將臨中土]美工部長一職，開始空間設計的旅途。

中原建築五年培養對空間的掌握，在畢業前也主導畢業刊物及畢業展覽的設計規劃。因緣

際會在臺南海安路融合藝術與設計，創作了第一件3D立體地景作品。

後續便繼續朝此創作鑽研，目前作品從臺北到高雄都有過，東部更到達花蓮。

每件作品從創作到現場施工彩繪都完整記錄並剪輯縮時攝影，陸續於官方網站及粉絲頁曝

光，歡迎大家多多支持!!

https://www.facebook.com/Ash.Design.Studio

http://chenash.wix.com/ash-design

ASH_DESIGN@outl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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