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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一個學年過去，總會留下些什麼。在回顧上學年

每個精采片段的同時，除了共同見證一年來為學校、社團活動付出的同學們努力

的成果外，更期許剛踏入校園的新鮮人，可以在目睹學長姐的心血後親身參與活

動，明年的這個時候，想必這些令人熱血激昂的剪影中也會有你（妳）的身影。

　　十二月的寒風不止，但操場並沒有因此冷清。為了爭取啦啦隊比賽奪冠的殊

榮，各系皆使出渾身解數！賽前就傾全力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加緊練習的他們，在

場上更是展現了十足的熱力，彷彿被他們的熱情感染了，比賽當天的天氣晴空萬

里、艷陽高照，各系的表演者們因此可以不受任何干擾，盡情表現出自己最好的

一面，讓觀賞的同學們大飽眼福！

　　特別的服裝設計、獨特的自選曲，這場爭奇鬥艷的啦啦隊比賽就是在展現各

系與眾不同的創意！穿著和服、忍者裝，以濃濃日本風展現其正氣凜然的英教

系；藉由轉換中西風格的服裝、佈景、音樂，表達中西合璧的中語系；以機師、

空姐造型打造專業形象，且熱情洋溢的公共事務學系，所有科系都有他們獨一無

二的創意，背後付出的努力更是令人由衷的感佩。比賽的結果，最後由教育系的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延續上學期的啦啦隊與校慶運動會的熱力，下學

期的「體表會」繼續發光發熱！

　　「體表會」舉辦的用意在於驗收體育系及運動類社團練習的成果，但在室內

怎麼可能呈現出這些需要專業場地或器材的運動呢？演出者們驚人的創意將震撼

你的刻版印象！

　　本次第十屆體表會取「停看聽」的諧音，定名為「體看聽」，是個既俏皮又

符合達到觀眾視聽享受的主題，參與演出的共有十一個社團與體育系本身。首

先，由體育系所帶來的原住民歌舞為開場，以充滿活力的舞蹈和肢體動作將平日

練習的成果完美呈現，為體表會做了最成功的開幕！緊接著國標、舞蹈、熱舞、

有氧舞蹈等有著強烈表演性質的舞蹈社團紛紛上場，除了勁舞令人印象深刻外，

造型設計及音樂的使用都令現場氣氛熱烈不已！

　　不讓舞者們專美於前，跆拳、國術、民俗體育社也拿出他們的看家本領，運

用精湛的技術搭配舞台的聲光效果，觀賞他們的演出就有如置身電影院中觀看一

場特效強大的精采動作片般，令人驚嘆！不過最有趣的莫過於桌球、排球、籃球

和游泳社的演出了！即使受場地限制，他們還是分別以球桌、球網、籃框製作出

同學們奪得冠軍，自科系與體育系則分別名列二、三，相當值得肯定。

　　別嘆息自己無緣再見如此優質的表演，緊接而來的校慶典禮暨實習運動會

上，登高一呼，高喊「拯救地球，提倡環保」的教育系啦啦隊又再度為我們獻上

他們精采的演出！除此之外，民俗體育社神乎其技的高難度扯鈴表演及體育系

二、三年級帶來的「戰鬥有氧」，其磅礡的氣勢，也都令在場觀眾們驚歎不已。

在欣賞完開幕後，各項運動競賽也隨之吹起了號角，此時另一重頭戲開始了──

由社團組成的小攤位紛紛開張，傳統小吃、異國美食、手工藝品應有盡有，一應

俱全，是看比賽之餘最棒的消遣娛樂！

　　此外，由於本屆校慶是本校創校一百一十二週年紀念，因此學生會特別舉辦

了「創意市集──小姐借過」的活動。由本校吉他、熱音及民俗體育社，與東吳

大學熱舞社、景文科技大學熱音社及台北醫學等大學攜手合作，共同演出，一起

為市北教大慶生，歡度這值得紀念的一百一十二歲生日！96學年度上學期的大型

活動至此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比賽的場地，以自編的逗趣小短劇穿插各種高難度的專業球技，博得滿堂采！那

游泳社呢？總不會放個水缸在台上示範游泳動作吧？事實上，整場體表會最使觀

眾為之瘋狂的，就是游泳社員帶著泳圈上台跳著滑稽舞蹈的部份，有趣到讓台下

的觀眾們笑到喘不過氣來！正所謂「寓教於樂」，相信一定有不少人在體表會後

更加關注運動性社團的動向！

　　若不擅長運動，愛好怡情養性的靜態活動的同學也有福了！由西畫、光影、

書法、卡漫四社所主辦的靜態聯展──「無以倫比的美麗」也在勤樸樓地下展覽

室中盛大展出了一週，內容雖然都是靜態的圖畫、照片，但喜愛之人自然可以從

中發現它們的生意與趣味，是絕不容錯過的一場視覺與心靈的豐盛饗宴。

　　除了這些較大型的活動外，社團本身也會有自發性的活動或成果發表會，

如：古箏社的跨校聯合音樂會──「三校音緣」及吉他社主辦的──「我的吉他

卡到音」等，許多特別的社團活動就等著你（妳）親自去發現、紀錄！

　　新的一學年，新的開始。把握大學中的各項活動，你（妳）的青春將更加充

實、有趣，千萬別浪費這難得的四年光陰，要讓自己在課業、社團、愛情這三大

學分上all pass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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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活動大事紀，啦啦校慶一起來

動靜展演兩皆宜，社團魅力無法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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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教育系朱韻蓁撰稿】第十二屆的學生會會

長與副會長的選舉作業已經結束，選舉結果由心諮系

二年級的游佳臻接任學生會會長一職，並帶領一群富

有熱情的同學組成學生會。新會長表示，當初會參加

學生會長選舉，是因為大一時就是學生會活動部的成

員，對於學生會的組織運作已有了初步的了解，希望

藉由不斷累積的實務經驗，繼續為全校的同學服務。

　　在談到學生會目前所面臨的困境時，會長表示，

最大的困難在於本校的學生缺乏參與活動的熱情，因

此，在舉辦活動時，參加的人數往往成了最大的阻

礙。有鑒於此，會長表示，會在活動的宣傳上多加

努力，盡量讓全校的學生都知道活動的相關訊息，

並且提高學生參與活動的意願，特別是攸關學生權

利的全校性會議，希望同學們都能踴躍出席，適時

爭取自己的權利。此外，學生會也會提供同學申訴

的管道，如果同學們覺得學校方面有哪些決議或措

施不合理，使同學的權益受到損害，都可以透過上

網填寫申訴書(http://mail2.tmue.edu.tw/~9512005/

complain.php)；或是直接到學生會，以填寫書面申

訴書的方式，來表達心裡的不滿，而學生會必定會

將同學們的意見做彙整，並且在各項全校性會議中

著學校以及學生會所發出的承諾；是一條溝通的管

道，讓學生與師長間能夠互相了解與諒解；而議長就

是搭建橋樑的工程師，讓眼睛看更清楚的眼鏡，讓溝

通管道暢通的水管工人，更是一位主持人，讓主角可

以在「大學生涯」這段長達四年的節目中，盡情盡興

的演出，而主角就是全校的師生。

　　「刊」：目前你在這個職務上已經推動哪些成

效？

　　「蔡」：在我的任職內，學生代表大會已經正式

更名為學生議會，在學校許多重大的會議中也成為學

生聲音的第二出口（另一個為學生會），也增加了學

生的席次，足以影響學校許多重大決策的方向，這要

感謝師長們對學生意見的接納與議會夥伴們積極的參

與。

　　「刊」：你對這個職務未來的展望是什麼？

　　「蔡」：能夠傳承這個職務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實

為其次，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顆想為人服務的熱忱之

心，所以沒有適不適合的問題，只有看自己內心的那

把火是否然燒的夠旺盛。

　　「刊」：最後，請對新生說句話吧。

　　「蔡」：嗨！各位男、女主角，我們已經在為你

們搭建一座嶄新的舞台，歡迎你們來綻放那屬於自己

在大學生涯中精采的光芒，歡迎你們！

提出，確實表達同學們的心聲。另外，學生會也申

請了一個專屬的部落格(http://www.wretch.cc/blog/

tmue12thsa)，用來公佈每一次開會的結果，讓大家

了解學校做了哪些決議與改變。

　　在活動的規劃上，已經確定有大胃王、創意市

集及名人講座等活動，目前仍在詳細規劃中，等完

成後就會進行宣傳，希望到時候大家能夠一同來共

襄盛舉！而在未來展望方面，會長提供了幾點學生

會未來的走向：

　　1.扮演好溝通橋樑的角色，站在學生的立場與

學校進行協商。

    2.盡全力解決學生的問題，滿足學生的需求。

　　3.建立活潑的校園風氣，提供學生共享休閒及

娛樂空間。

　　4.拓展新視野，促進市北教大和其他大專院校

間的交流。

　　5.內部活動透明化。

　　此外，會長也表示，學生會會用熱情來服務全

校的學生，盡力把事情做好，而在此同時也需要大

家的協助與配合。相信在你我共同努力下，必定能

夠引領市北教大邁向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學 生 議 會 長 專 訪

學 生 會 會 長 專 訪

　　【記者體育系陳柏勳撰稿】經過了高中三年的

寒窗苦讀，終於上了大學，相信在高中時大家都有

聽過「學生會」，但是未必有聽過「學生議會」是

什麼吧？今天就讓我們訪問本校全新、也是第一任

的學生議會長──蔡犖，讓大家了解學生議會到底

是什麼樣的機構與有什麼作用。

　　市北教大月刊記者( 以下簡稱「刊」 ) ：為什

麼會出現學生議會？ 

　　學生議會長「蔡犖」（以下簡稱「蔡」）：學生

議會前身為學生代表大會，成員主要為班上的學生代

表，目的在培養學生開會的能力，以熟悉將來在職場

上所面對的各種大、小會議，而議長（之前稱為學生

代表大會主席）就是用來推動此風氣的領導者。

　　「刊」：為什麼你會想擔任這個職務呢？

　　「蔡」：能和一群夥伴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奮鬥是

一件讓我興奮的事，當我發覺學校中有許多對於公共

事物方面充滿熱忱的優秀人才，但卻欠缺一個讓他們

發光發亮的舞台時，就深感痛心，當我得知議會是一

個很好的平台時，就決定擔任起伯樂的角色，尋找埋

沒在人群中的千里馬，使之得以奔馳在由他心中那把

夢想的火所照明出來的道路上。

　　「刊」：學生議會主要是在做什麼？

　　「蔡」：議會是一個橋樑，讓同學可以透過這個

橋樑更認識學校的公共事務；是學生的眼，幫大家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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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夜市  公館夜市  西門町  台北車站　南機場

夜晚最亮的星

公館商圈

　　　【記者教育系朱韻蓁撰稿】本校地理位置相當特殊，不僅鄰近總統府及國家行政司法機關，在交通方面，也因為鄰近轉

運樞紐──「台北車站」而更為便利。

　　台北車站是整個大台北地區的交通轉運樞紐，結合了高鐵、台鐵與捷運，因此，附近人潮眾多、商家林立，包含：百貨公

司、地下街、書店、文具店、飲料店、各國風味的料理店等大大小小的商店，形成了一個頗為熱鬧的車站商圈。走出車站，迎

面而來的便是高聳挺立的新光摩天大樓，新光三越百貨便座落於此處。而在新光三越百貨旁的，則是匯集眾多電腦周邊商品的

NOVA資訊廣場，裡頭售有MP3、電腦主機、螢幕面板、印表機、光碟片等，各式各樣的電腦相關配備應有盡有，對於電腦相關

產品有興趣的人，是絕對不容錯過的地方！

　　另外，K Mall （統一元氣館）裡有許多著名的美食，雖然要價不低，但食物的口感、服務人員的親切態度及環境的優雅

氛圍，在在讓人覺得物超所值。此外，頗負盛名的「台灣故事館」也位在K Mall裡，裡頭洋溢著濃厚的懷舊復古風情，進入台

灣故事館，時光彷彿回溯到從前，幾十年前的台灣，就呈現在大家的面前：老式的建築、賣著麵茶、杏仁茶的小攤販以及許許

多多的零嘴和玩具等，讓人親身感受台灣過去的生活型態與樸實的社會風情。

　　如果你不喜歡在地面上逛街，害怕艷陽與雷雨的干擾，那麼，地下街便是你的最佳選擇。在台北車站附近的站前地下街

裡，吃的、喝的、玩的樣樣俱全，不論是小吃店、鞋店、服飾店或是書攤、卜卦算命攤等，各式各樣的店家在站前地下街裡都

可以找的到，也難怪這裡天天都充滿了熱鬧的人潮。還有，如果你想繼續深造，不論是研究所或是國內外的證照考試，車站附

近就有許多補習班能夠滿足你的需求。另外，附近也有許多外語補習班能提供你進修外語時所需的協助，同時豐富你的知識內

涵，使你的生活更加充實。

　　身為轉運樞紐的台北車站，擁有川流不息的人潮及車水馬龍的街道，或許就是因為人潮來來往往的關係，而後便漸漸形成了火車站周邊商圈，讓不斷流動的人潮能夠找到一

個暫時休憩的地方，得以停留駐足。在你閒暇之於，不妨到車站附近走走，感受一下各種不同的風情，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記者資科系

曾柏傑撰稿】相信很

多人到西門町，都只

吃「阿宗麵線」，好

像西門町只賣阿宗麵

線一樣。阿宗麵線固

然有名，但天天吃難

道不會膩嗎？想當然

爾，在熱鬧的西門町

裡，一定有很多美食

小吃，下面就向各位讀者推薦幾家西門町的小吃。

　　位於成都路的「上海老天祿滷味」，已經有將近60年的歷

史，就連明星也為他背書，老天祿就是因為劉德華喜歡他的鴨

舌頭而有名，肚子餓了，除了鴨舌頭外，素雞、蒟蒻丸、豬血糕等也都是好吃又可以充飢的好選擇！除了

老天祿滷味以外，西門町當然還有其他好吃的滷味，在峨嵋街停車場對面的「阿川加熱滷味」，雖跟傳統

的加熱滷味的作法相同，但其美味的程度在西門町內排行前三名！要是喜歡吃辣，阿川的麻辣豆干絕對讓

你印象深刻！讓你嘴唇發熱，舌頭發麻，辣到無法自拔！所以買麻辣豆干時，記得一定要買水喔！

　　夏天一到，就讓人嚮往冰的魔力，在捷運6號出口旁邊的「成都楊桃冰」，也是擁有歲月加持的一家

名店，尤其是招牌楊桃冰，濃郁的楊桃湯加入碎冰塊，獨特的酸甜口感，是店家幾十年來吸引人潮的秘

密。而甜不辣好不好吃，除了食物本身新不新鮮外，最重要的就是醬料，只要醬料調配得當，甜不辣就會

非常好吃！位於福星國小附近的「賽門甜不辣」，就憑著獨家的醬汁以及湯頭，40多年的時間，征服了無

數饕客的胃。如果賽門甜不辣說自己的甜不辣是第二的話，大概就沒人敢說自己的甜不辣是第一了。

　　當然，除了以上介紹的小吃外，還有很多沒介紹到的小吃，沒介紹的不代表不好吃，而且每個人對食

物的感覺不同，當然對美食的定義也不會一樣，排隊人潮多的店也可能一點也不合你的胃口！自己喜歡的

美食，要自己去發掘，趕快來西門町發掘屬於自己的美食吧！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比起士林、饒河等台北眾多的有名夜市，南機場夜市因為交

通沒有其他著名夜市便利，出名度便降低了許多。而且簡稱為「南機場」的它，總是被人誤

會為機場等設施而忽視它是夜市的事實。

　　其實「南機場」的命名由來源自於日治時期，當初日軍在此設有軍機

場，後來改成眷村及國宅，因為人口增多而漸漸發展成今日所見的南機場

夜市。身為市北學生的我們除了了解它命名的由來，更可以親自前往這片

小吃天地巡禮一番，只要在學校側門搭上204號公車，在「南機場公寓」站

下車，不出20分鐘即可到達。

　　說起南機場的美食，不得不提的就是「曉迪」的筒仔米糕和排骨酥

湯，它的名氣相當響亮，甚至在網路上也大受好評，而且又位於夜市入口

附近，是初逛南機場必嚐的美食。餃子巷和熱

炒巷也是南機場夜市著名的街景，整條巷子林

立的水餃店與整條巷子清一色的熱炒分別吸引

不同的客群。其中水餃巷的館子又以「來來水餃館」、「秀昌水餃館」生意最好，從擀麵、

捏皮、包餡、下水，全程都在客人面前現點現做，觀察老闆製作餃子的賣力模樣，是來這裡

用餐的額外享受！至於熱炒巷則是三五好友一同聚會話家常的好去處，畢竟是夜市，即使到

了深夜，店家們仍是燈火通明呢！

　　除了這些店家外，其他便宜的美食在南機場也是處處可見。不少小攤販的米粉湯、麵線

即使在物價飛升的現在，依舊維持著最初的價格，相當便宜而且好吃，是學生們──尤其是

月底缺錢的住宿生的一大福音！另外，口味多元的車輪餅和豆漿紅茶等平價又特別的小點心

也是不容錯過的美食，南機場的眾多美味，就等你親自挖掘！

　　【記者公共系林庭孝撰稿】一個屬於學生的商圈，除了要有交通上的便利、飲食上的多種選擇、中等以上品質及平價的消

費外，三五好友相聚放輕鬆玩樂的地方更是不可少。位於台大對面的公館夜市正是個好所在，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記者在此

採訪到一位讀過東海的同學，他說：「如果說台灣生活最便利、最平價的地方是台中，那麼，公館就是台北裡頭可以媲美台中

的地方。」

　　在交通方面，很多公車會停靠此站（本校欣欣客運的車都會到），搭捷運一出去也可以到繁華的羅斯福路三段；在飲食

上，夜市裡頭和水源市場附近，從小吃到館子，從白天到晚上，形形色色的美食真的會讓你眼花撩亂，不知該吃什麼。全家對

面的「青蛙撞奶」號稱為全台北第一家，生意之好，時常都要排隊；而在全家旁邊的「藍記割包」也十分有名；「發現義大利

麵」便宜又大碗，可說是大學生的一大福音。

　　至於逛街購物，平價的衣服、二手書店、禮品、運動用品以及任何生活中可能會用到的必需品，公館真的應有盡有，就靠

自己多去發現更多新鮮貨！在書籍選購方面，特別推薦「發現校園書房」和「茉莉二手書店」，只要一進門就能沉浸在一片書

香中，滿足你閱讀的渴望。娛樂方面也很豐富多元，你可以選擇去營業時間近兩點的茶店與朋友聊聊天，也可以選擇觀賞百老

匯電影，你甚至也可以找家Band House感受一下駐唱樂團的熱情或是非主流的文化，而台北最有名的音樂Bar──「河岸留言」

與「藝文展演空間The wall」就座落在公館附近，想要陽光一點，可以去自來水公司的「水悟空」（有新光票）。此外，如果

吃太飽或不想逛街，可以到附近的台大校園或是福合橋下的河濱公園散散步，好好放鬆一下。

　　總而言之，公館周邊商圈是每個大學生必到之處。話說至此，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去親身體驗囉！

【記者公共系陳榆穎撰稿】來到市北教

大，必備的常識就是認識附近吃喝玩樂的

地點，不然怎麼知道晚上無聊的時候該去哪

呢？而頂頂有名的「師大夜市」，想必就是

你最好的選擇！

　　師大夜市就像大家耳孰能詳的逢甲夜市

一樣有名，是台北出了名的夜市。師大夜市

裡的消費選擇很多，小吃、餐館、商店一應

俱全，能夠同時滿足消費者的多重需求，算

是少數的多功能夜市之一。

　　夜市中有幾個非常受到推薦的小吃，經

過實地考察發現，幾家有名的小吃常常大排

長龍，例如：「許記生煎包」、「阿諾可麗餅」……等，都是美食節目強力推薦的小吃，尤其是號稱龍泉街

排隊最長的店──「燈籠滷味」，那香味四溢的滷汁香足以傳遍整條街，的確名不虛傳。

　　另外，師大夜市的餐館也頗為有名，是市北教學生們舉辦聚會的第一選擇；眾多的異國美食也是師大夜

市的一大特點，小巷內擠滿美、加、德、日、泰、越、菲、馬、粵、希臘和西藏等特色美食，也讓台灣人的

胃國際化了起來。經調查顯示，許多學生特別推薦「轉個灣餐廳」和「極簡餐聽」兩家餐廳，餐廳的經營走

精緻路線，店家雖不大，但是氣氛卻很好。

　　吃飽後，一定要到處走走，而師大夜市的精品店也很多元化，從服飾到各式各樣的小配件都讓人眼花撩

亂。師大夜市最大的魅力就在於會讓人忍不住一去再去，找機會到師大夜市逛逛，相信你也能在裡面發現自

己的最愛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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