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s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十二月十日T M U E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為了慶祝學校113歲的生日，許多活動

已如火如荼的展開了！10月中旬時的校慶音樂會首先發出了校慶活動的

先聲，接著12月以來，光影社攝影比賽、雀橋社麻將大賽、卡漫社電

玩大賽、吉他社耶誕傳情等活動也在校慶前熱鬧展開，16日的創意啦啦

隊競賽更是燃燒了各系的熱情，而24日晚間6點半到9點半，在松院門口

舉辦的「人昀又云逛市集」，由本校熱舞、熱音、民俗體育、吉他和有

氧舞蹈社，以及台科大熱舞社和北醫魔術社的成員帶來精采的表演，此

外，更邀請到魏如昀及藍又時等名人到現場來為我們演出！ 

　　不遜於校慶前的系列活動，校慶當天的活動也相當精采！除了體育

系帶來聲勢浩大的鼓陣旗陣拳術表演，本校有氧舞蹈社及熱舞社也將帶

來熱力四射的舞蹈為學校慶生，而之前錯過啦啦隊表演精采表演的同學

們也有福了，榮獲冠軍的教育系將再度為全校師生們表演，且國立台北

教育大學也將蒞臨本校為我們帶來他們的盛大的啦啦隊表演！

　　看完大會表演後，別以為活動就這麼結束了！早上10點整，信望

愛、春暉社及國標社將為校慶園遊會帶來「異國瘋」街頭秀表演，而對

逛攤子較有興趣的同學們也可以於10點30分後，開始參觀一家家不同的

攤位！在環校步道的攤位中，學校結合2009年聽障奧運，設立了「聽障

奧運攤位」，只要挑戰3次與手語有關的關卡，成功過關後，即可獲得

由教官訂製的精美禮品組，歡迎各位修習過手語的一、二年級同學能踴

躍參與，現場也提供教學，所以即使是沒學過手語的人士也可以共襄盛

舉，一同來「學手語、齊闖關、拿獎品」喔！除了看表演、逛攤子，實

習運動會也是校慶的重頭戲之一，教師組的趣味競賽從早上11點正式開

跑，而學生方面，趣味競賽10人11腳決賽將在11點50分率先開賽，接著

各項跑步、及接力決賽也陸續開跑，有參加實習運動會各項競賽的同學

要隨時留意一下競賽時間，在各項競賽開始時間30分鐘前，完成檢錄的

動作，而其他同學也別忘記要熱情的為參賽的同學加油！

　　這次校慶的主題是「傳承百年教育，蛻變迎向世界」，對於已經擁

有百餘年校史的本校來說，除了將教育精神傳承下去外，面對時下社會

的轉變，我們不得不改變，甚至要懂得宏觀未來的趨勢，這次的校慶能

以這樣期勉、正面的話語作為主題，相信我們一定能迎接下一個全新的

里程碑。

表 演 單 位 活 動 名 稱

體育系 鼓陣旗陣拳術表演──旗鼓蕩漾

市北教大有氧舞蹈社 有氧舞蹈

國北教大 啦啦隊表演

市北教大熱舞社 熱舞表演

市北教大 啦啦隊表演

時  間 活  動  項  目 地  點

08:30-09:30 校慶典禮 中正堂

09:50-14:00 實習運動會 操場

10:30-15:30 校慶園遊會 操場週邊紅磚道

11:00-12:00
校友會暨退休教職員工
聯誼茶會

公誠樓一樓廣場

12:10-13:10 教職員工球類友誼賽 公誠樓B2

14:00-14:30 校慶運動會閉幕 操場

08:00-17:00 醫療保健服務 勤樸樓C101-103

08:00-17:00 虛擬校史室展示 本校網頁

09:00-17:00
博愛特區（228公園文化資產）
GIS展示

行政大樓二樓

競  賽  項  目 時     間

藕斷絲連 11:00

套圈圈比賽 11:15

滾鐵圈接力 11:30

p.s.各單項比賽選手請於比賽前30分鐘進行檢錄

競  賽  項  目 時     間
女子10人11腳決賽 11:50
男子10人11腳決賽 11:55
女子100公尺決賽 12:00
男子100公尺決賽 12:05
女子200公尺決賽 12:10
男子200公尺決賽 12:15
女子500公尺決賽 12:20
男子500公尺決賽 12:30
女子500公尺接力決賽 12:40
男子500公尺接力決賽 12:50
女子1000公尺接力決賽 13:00
男子2000公尺接力決賽 13:15
女子20人大隊接力 13:35
男子20人大隊接力 14:00
女子拔河比賽 14:20
男子拔河比賽 14:30
男女混合大隊接力 14:40

p.s.各單項比賽選手請於比賽前30分鐘進行檢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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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的叮嚀：
●在學生活動中心有免費的各國服飾給大家換裝拍照留念和空飄氣球發放。

●下午15:30之後，請各攤位負責人至學生活動中心兌換園遊券。

●當天下午15:30之後，請持「保證金繳納證明書」和有照證件，以方便學生會檢查。

●在12/31前，請持「保證金繳納證明書」和有照證件來學活辦理場地費退費的手續，但前提是活

動結束後，有完成場地復原的動作，並且沒有損壞學校所提供的任何硬體設備。

●當天會有跟書苑合作的二手書買賣(教科書買賣交換)的活動，詳見海報。

●最後請各攤位注意用火。

　　【記者公共系林庭孝撰稿】今年校慶園遊會別開生面，十分具有國際性，為配合明年協助國際台北聽障奧運，連攤位賣的東西

都要「國際觀」，學生會這次預計擺的六十個攤位，很順利的都發包出去了，分為五大主題區，開放時間從10:30到15:30，請同學

們把握時間參觀、購買。以下就是各攤位的簡易攤位配置圖：

緬甸(免電)吃喝玩樂區

1.飲料

2.日本風益智遊戲

3.飲料攤位

4.運動休閒服飾

5.創意市集

6.台灣小吃

7.麻將賓果

8.服飾

9.簡約風飾品

10.鹽酥雞

11.二手市場

12.衣飾

13.明信片

14.射氣球遊戲

15.創意商品項鍊戒指

16.創意雜貨

17.學生會

創 意 市 集

18.手工藝品

19.陶藝品甜點小吃

20. 創意市集

21.英式服飾

22.手工藝品 小吃

23.手工藝製品

24.飾品

25.靜思文物

26.創意市集

27.創意市集

28.遊藝類型

29.健康飲食

30.跟老樹有關的祈福活動

31.創意吐司+繪本

台 灣 美 食 區

32.台灣古早味小吃
        (王俐心)
33.小餛飩
34.夜市小吃
35.中體西用：薑茶、
         檸檬茶+鬆餅
36.茶類綜合現搖
37.簡餐點心類
38.台灣古早味小吃
        (陳映萱)
39.古早味
40.台灣小吃
41.中式料理
42.台灣風傳統點心餅乾
43.特教大香腸
44.台灣美食
45.台灣美食
46.台式小吃、日式甜品
47.亞洲風情
48.巧克力、甜點
49.台灣特色小吃
50.台灣美食
51.台灣美食
52.台灣美食

老師帶你由聽奧區

53.進修推廣部

54.某校長連署攤位

55.聽奧

56.聽奧

57.滷味

58.傳統糕點(胡宜文)

59.素食

60.餐飲

61.香腸

62.花生菱角

63.冰淇淋

64.小義大利美式小吃

65.關東煮

66.日式小吃及茶飲

67.馬來西亞澳門緬甸小吃

68.泰式小吃

69.法式甜心鬆餅

70.英式下午茶

71.SUBWAY

72.可麗餅

73.美式特調飲料

74.港式甜心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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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語  排  名

第一名 心諮系

第二名 特教系

第三名 公共系

啦  啦  隊  排  名

名  次 系  所

第一名 教育系

第二名 心諮系

第三名 音樂系

臥虎藏龍獎 體育系

光彩奪目獎 英教系

包羅萬象獎 視藝系

大開眼界獎 社教系

才藝卓絕獎 資訊系

唯舞獨尊獎 中語系

八面威風獎 數資系

氣壯山河獎 自科系

別開生面獎 幼教系

出神入化獎 公共系

龍飛鳳舞獎 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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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公共系林庭孝撰稿】距離校慶有一段時間的10月15號晚上，校慶

音樂會在國家音樂廳盛大舉行，由本校音樂系師生為本校113年校慶系列活

動揭開序幕，當日有到場參加盛宴的同學，不知道是否還有印象嗎？由這以

下報導帶領大家一同回「響」吧！

    這次的音樂會演出的曲目總共分為五部分：首先是舒伯特和瑞曼作曲的

迷孃曲，由擅長演出歌劇中女高音的戴旗旎老師搭配弦樂四重奏，用具有穿

透力的聲音來表現出迷孃的魅力，使人沉浸在弦樂悠揚的音符之中，如痴如

醉。接下來是比較少人知道的俄國作曲家阿倫斯基的D小調第一號鋼琴三重

奏，開頭稍快且音色豐富，十分有可聽性，他的最終樂章，是由鋼琴的和絃

襯托弦樂齊奏形成高昂的氣勢，時而又以鋼琴繁星般清脆配上音色優美的弦

樂，是很有特色的一首曲子。第三首是陣容最龐大的曲目──普契尼的歌劇

托斯卡之頌歌，由美國三一大學的李佳蔚老師，搭配音樂系同學組成的合

唱、管絃樂團，男中音陰森狡猾的聲音及隆重莊嚴的宗教音樂成為這首曲目

中最大的特色與衝突點，此為男中音最經典的曲目之一。第四首孟德爾頌

的E大調雙鋼琴協奏曲，有著浪漫時期的華美豐富，也帶著作者本身清新古

典的作曲風格，是其年少時的作品，據說在台灣很難找到這首曲子的演出紀

錄，因為它需要技巧性及默契的養成，由音樂系歐玲如主任和鋼琴王子陳冠

宇挑起大樑，管絃樂團協奏，光用想像就十分精采。最後一首是膾炙人口的

火鳥組曲，這是由芭蕾舞劇改編的管絃樂1919年版，相當精采。

本次音樂會呈現出多元的組合及變化，校慶音樂會繼去年廣受好評的「跨入

新紀元」主題後，今年推出「薪火相傳•共譜未來」，獲得很大的迴響。校

長期許本校能秉持優良傳承、再創高峰，用音樂陶冶性情的特質，將內在層

次提升至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也有不少同學是藉這次音樂會第一次踏入

國家音樂廳，欣賞藝術表演。

　　【記者體育系陳柏勳撰稿】碰！裁判的槍聲響起，死命的拉著繩子，齊

聲大喊，鳴鼓作戰，「一！二！殺！一！二！殺！」操場上傳來了沸沸揚揚

的呼喊聲，拔河比賽正如火如荼的進行著，也為這次的校慶活動揭開了序

幕。

　　拔河比賽中首重團隊精神的發揮，團隊中沒有所謂英雄，每一位隊員都

很重要，都是主角，比賽中誰都不可以放鬆，在拔河上沒有個人的成敗，只

有團體的勝負，拉起麻繩的那一瞬間，也扛起了大家的榮辱。透過拔河比賽

不僅可以鍛鍊強健體魄，更可以培養合作及團隊精神，富有極高的教育價

值。

　　【記者體育系陳柏勳撰稿】10人11腳是今年新增的競賽項目，藉由這項

競賽，培養團隊默契，讓整個團隊能夠更加團結。

　　或許是因為新項目的關係，在比賽的過程當中有許多小插曲，例如：檢

錄時間已經過了，但有些系仍未到場參加比賽，導致有些系會少掉好幾場比

賽，而有些系卻需連續比好幾場，這對他們的體力會產生極大的消耗，對後

來的比賽較為不利。另外，腳與腳之間的腳帶是用魔鬼鉆而不是用膠帶或繩

子固定，因此，許多科系會因為腳步不一致、拉扯力量過大而導致腳帶鬆落

或壞掉，而主辦單位表示，之所以會選擇用魔鬼鉆固定是為了保護學生的安

全，如果用膠帶或繩子，當行進過程中腳的步調不一致時，學生會因膠帶或

　　在這一次校慶前的拔河預賽中，有幾場比賽因人數不足而有一些爭議，

另外，比賽因天氣不佳延期，導致有些系不知何時比賽。不過，比賽情況大

致上還算順利，不論是比賽的選手還是幫忙加油的觀眾，大家都很熱情，一

到中午和下午就會聽到響徹雲霄的喊聲和加油聲，為平靜的校園增添了一股

活力！

    經過了一連串的比賽後，男子組由自科系與體育系爭奪冠亞軍、公共系

與心諮系爭奪季殿軍；在女子組方面，由教育系與體育系爭奪冠亞軍、公共

系與心諮系爭奪季殿軍。而決賽將會在校慶當天舉辦，屆時，希望各位觀眾

們不要吝嗇你們的喊聲，為認真比賽的選手們加油吧！

繩子不易鬆落而跌倒，因此才會改採魔鬼鉆使用。

　　雖然比賽有輸贏之分，但各個科系也都相當具有運動家的風範，就算看

到對手已經抵達終點了，仍然會把腳帶黏好繼續向前直到終點！最後，男子

組是由體育系與資科系爭奪冠亞軍，自科系與視藝系爭奪季殿軍；女子組方

面，則是由公共系與體育系爭奪冠亞軍，視藝系與心諮系爭奪季殿軍，比賽

會在校慶當天舉行，讓我們一起為參賽的選手吶喊加油吧！

    能有如此優秀的演出，主辦的音樂系歐主任表示：「為了此次的演出，

老師及同學們在開學前兩週就已經回學校緊鑼密鼓地練習。由於大一的新生

剛進入樂團，學長姐們甚至都會特別撥出時間，陪學弟妹們練習。」主任也

認為和去年比起來，今年系上學生的表現一年比一年優秀，同學之間的演奏

技巧及默契也愈來愈純熟。這次錯過音樂會的同學們，一定要密切注意下次

的校慶音樂會，以免錯過一場精采絕倫的音樂饗宴！

者體育系陳柏勳撰 10人11腳是今年新增

整個團隊能夠更加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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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公共系林庭孝撰稿】距離校慶有 段時間的10月15號晚上 校慶 能有如此優秀的演出 主辦的音樂系歐主任表示 「為了此次的演出

若對本期月刊內容有疑問，或對下期月刊內容有指教，請來信青年
，或直接上青年社無名網誌：

 給予我們您寶貴的意見。

校慶音樂會的隆重盛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