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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隨著天氣漸漸炎熱，又到了驪歌響起的畢業時節，雖然

對四年來在北市大生活的點點滴滴會有所不捨，然而完成了人生歷程中一個重要階段，

仍是一件令人感到欣慰的事。離開大學，等待畢業生的，是更精深的求學之路，亦或是

在社會中拓展自己事業的道路，無論是哪一條，都充滿著無限的希望與需要面對的困

難，畢業典禮的舉行，除了嘉獎四年來校內表現傑出的同學外，也給予同學祝福，期望

同學們未來的路走得平順、安穩。

　　畢業不單是一個結束，也意味著新的開始，它是一個極富象徵意義的轉捩點，在往

後的人生中將成為你懷想校園生活與社會經歷時，最具代表性的標記。藉由這場典禮，

得以回想學生時期的酸甜苦辣，也可藉著它放眼往後由自己主導的人生之路，因此畢業

典禮的今天，請各位畢業生都能帶著微笑，為這充滿紀念價值的典禮熱情歡呼！

時 間 內          容

14：30～14：45
準備入場（所有畢業生於班上集合，由系主任、導師
帶隊進場）

14：45～15：00 師生及與會者入場（各系主任帶隊入場），就座完畢

15：00～15：04
典禮開始、典禮行禮如儀（全體肅立、鳴鐸、主席就
位、唱國歌、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行三鞠躬禮、主席
復位）

15：04～15：08 校長致辭、介紹貴賓

15：08～15：28 貴賓及校友代表致辭

15：28～15：58

頒獎
1.斐陶斐榮譽會員
2.市長獎
3.議長獎
4.局長獎
5.德育獎
6.美育獎
7.體育獎
8.熱心服務獎
9.特殊體育貢獻獎

16：03～16：23

正冠暨頒發畢業證書
1.請教育學院院長推薦博、碩、學士應屆畢業生
2.請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推薦博、碩、學士應屆畢業生
3.請理學院院長推薦碩士、學士應屆畢業生
校長正冠並頒發畢業證書

16：23～16：22 在校生代表致歡送辭  英一詹閔(演唱+吉他伴奏)

16：28～16：31 畢業生代表致謝辭  教四劉家瑜

16：31～16：38
1.畢業生宣誓
2.校長贈送畢業生禮物
3.畢業生向師長行謝師禮

16：38～16：42 唱校歌、禮成

　　今年度畢業典禮訂於6月20日(六)於本校中正堂舉行，為方便中

南部學生家長能到場觀禮，特將典禮時間改在下午3時舉行，典禮舞

台將以Fantastic TMUE為設計主題，象徵本校有如魔法學校一般，

學生們在經歷各種魔法課程訓練後，人人身懷絕技，均能應付畢業

後的嚴峻環境，開創美麗的人生；另外，因中正堂座位有限，預期

將有相當多的家長無法進入會場觀禮，學務處特別於公誠樓籃球場

架設大螢幕，現場同步轉播喔！

一版　畢業典禮導覽

北市大畢業特刊北市大畢業特刊
北市大青年月刊北市大青年月刊

一、斐陶斐榮譽會員
賴協志　　賴怡伶　　黃友琳　　馮如馚　　陳志遠    馮銘國
邱馨儀　　張瓊云　　陳瑩柔　　呂恩佑　　蔡政穎　　盧志恆
張簡汶淵　徐世杰　　高士閎　　林友良　　蘇芳潔　　楊宜佩
施馥宜　　王櫻蒨　　陳俐縈　　顏君庭　　徐芊蓁　　陳英智

二、市長獎
教育系翁文璇　教育系林秀娟　教育系蔡宜穎　教育系張晶皓　特教系陳瑩柔
特教系楊婷雅　特教系張銘庭　幼教系連士慧　幼教系宋亭葦　幼教系張瓊云
中語系王柏翔　中語系趙婕妤　中語系黃麗菱　社教系徐芊蓁　社教系黃淋靖
音樂系蔡文馨　音樂系鄭惠允　視藝系田菀菲　英教系楊宜璋　英教系孫于婷
自科系戴香梅　數資系林羿佑　數資系高士閎　體育系吳詩薇

三、議長獎
教育系馬郁婷　教育系游佩珊　教育系陳僾嘉　特教系洪培渝　特教系陳譽庭
幼教系楊憶雯　幼教系鄭莉儒　中語系呂淑媛　中語系柯琬蓁　社教系蔡馨霈
社教系張于真　音樂系許皪心　視藝系湯椀婷　英教系陳英智　自科系陳元捷
數資系張雯毓　數資系徐義舜　體育系李婉菱　

四、局長獎
教育系沈郁珊　教育系羅玉萍　教育系吳雯婷　特教系黃鈺淇　特教系余書萍
幼教系張晏菁　幼教系王文君　中語系蘇珮珊　中語系蔡佳燁　社教系陳國益
社教系陳盈秀　音樂系麥家維　視藝系薛又菱　英教系邱怡君　自科系謝政娟
數資系蕭仕杰　數資系陳譽夫　體育系藍米琪

五、德育獎
教育系胡耕菱　教育系蔡宜穎　教育系陳薇婷　特教系姚嘉雯　特教系張銘庭
幼教系連士慧　幼教系王文君　中語系呂淑媛　中語系王品蓁　社教系陳至韋
社教系黃淋靖　音樂系張頌婷　視藝系陳以琁　英教系高逸竹　自科系謝政娟
數資系蔡哲穎　數資系李昇龍　體育系洪小雲

六、美育獎
教育系胡耕菱　教育系冉光瑜　教育系劉家瑜　語教系蔡佳燁　語教系黃麗菱
社教系黃于庭　社教系黃榮彥　特教系張博雅　特教系林慧雅　音樂系張頌婷
視藝系解雯惠　幼教系張珺涵　幼教系蕭憶儒　英教系杜依屏　數資系許書瑋
數資系吳建勳　自科系林裕森　體育系陳怡潔

七、體育獎
教育系蔡宜穎　特教系郭育廷　幼教系連士慧　中語系蘇姵珊　社教系徐郁惠
音樂系蕭亞凡　視藝系林秉毅　英教系周芃韜　自科系謝政娟　數資系劉宣延
數資系徐義舜　體育系邱奕棠　體育系藍米琪　體育系蘇芳儀　體育系洪小雲
體育系詹茿華　體育系吳沛遠　體育系李婉菱

八、熱心服務獎
教育系張宴慈　教育系林秀娟　教育系吳依蓓　語教系徐雅婷　語教系蔡宗男
社教系徐芊蓁　社教系徐月嬌　特教系蔡舒蓉　特教系柯　艾　音樂系麥家維
視藝系謝翔如　幼教系簡嘉慧　幼教系陳慧玲　英教系湯昇瑾　數資系蔡哲穎
數資系李昇龍　自科系林純斌　體育系林純緩

九、特殊體育貢獻獎
特教系黃鈺淇

黃友琳　　馮如馚　　陳志遠   
陳瑩柔　　呂恩佑　　蔡政穎　　
高士閎　　林友良　　蘇芳潔　　
陳俐縈 顏君庭 徐芊蓁顏君庭 徐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系 撰稿稿】隨著天氣漸漸炎熱 又到了驪歌響起的畢業時節 雖然到 起的畢著天 時【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系黃冠婷撰稿】隨著天氣漸漸炎熱，又到了驪歌響起的畢業時節，雖然到了驪歌響起的畢著天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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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林天祐先生

在知識經濟的時代，越扎實的學習基礎，發展的
可能性愈大，從學校課程與社團活動中所培養的
基本能力與經歷，讓我們的學生能夠有自信地昂
首走出校門。期許我們的學生，將來能夠選擇所
愛的工作，不怕困難勇往直前，只要肯努力，他
日必定會成功！

幼教系 金瑞芝主任

人生要有執著的勇氣，也要
有放手的氣度。
勇氣和氣度，是給98級畢業
生的兩個祝福。

中語系 葉鍵得主任

四年一晃就過去了，驪歌響
起，各位就要離開學校，各
奔前程了！離情依依，祝福
各位鵬程萬里，心想事成！
平時主任勉勵大家：學業、
品德、責任、健康、平安。
現在你們要畢業了，希望大
家以一顆開朗的心，面對未

來，做好規劃，實事求是，克服萬難，決不放
棄，相信成功必定屬於你的。

視藝系 陳秋瑾主任

這次的畢業特展辦的相當成
功，我相當以我們的學生為
榮。祝福他們將來能貢獻所
學，為社會盡一己之力。

社教系 郭大玄主任

很高興大家順利畢業，希望
各位畢業生鵬程萬里，在學
業、事業上都有自己的一片
天，也希望各位從老師四年
來的諄諄教誨中，學到適應
社會的道理。主任在這裡贈
與各位一句祝福：忘記背
後，努力向前跑，贏得人生
美好的獎賞！

教育系 但昭偉主任

安心與快意。

自科系 陳義勳主任

希望所有畢業生都能夠培養
第二專長，將來不論做學問
或就業，都不會捉襟見肘。
祝福所有畢業生鵬程萬里！

音樂系 歐玲如主任

看著同學們從懵懂青澀到成熟自信
地站在舞台上演出，這是你們四年
來孜孜不倦的成果。音樂是生活中
的知心伴侶，將陪伴你們闖蕩未
來；學習是面對挑戰的工具，將協
助你們開創前程。祝福你們！

數資系 李源順主任

轉眼間各位同學就要展翅高飛，邁
向人生的另一個旅程。預祝各位同
學都能達成你人生的目標。同時，
不要忘記陪你一起走過四年人生旅
途中的數資系的師長和同學，對系
上有任何建議歡迎你隨時告知系
辦。

英教系 胡潔芳主任

心境隨轉──
不為挫折所困，才能激發無
限的潛能；
不為名利所困，才有開闊寬
廣的人生；
多體諒別人一分，就多回饋
自己一分。

特教系 蔡昆瀛主任

行雲流水，海闊天空；遠識
靜觀，當下自在。

來自心輔組的深切期許：
　　忙碌的腳步常會忘卻時光的流逝，直到一場午後的雷陣雨宣
告夏季已經到來，這才驚覺這也是畢業分離的季節。是一種幸
運，也是一種緣份，有幸市在北市大互為師生，有些話想藉此送
給畢業生們，當作祝福。
　　還記得當時初為大學生的興奮與期待，很多回憶仍歷歷在
目，相信你們也有同樣的感觸：啦啦隊比賽、班遊、熬夜準備考
試趕報告、課堂上傳字條、聊八卦甚至是前陣子剛忙完的集中實
習，彷彿都像昨天的事情而已，沒想到畢業這兩個字，現在卻離
得這麼近，由不得說「不！我不想畢業！」
　　畢業離開校園，或許每個人想得都不一樣，但都代表是一個
新的階段，不論喜不喜歡都得面對，等著你們的是更多的挑戰與
責任，大環境的不景氣與幾乎沒有名額的教師名額，似乎宣告想
要謀得工作是一件不可能的任務，更何況有些人把我們視為所謂
的草莓族，外表光鮮卻不堪一擊。
　　然而，大學這四年來的歷練著實也給我們許多成長與蛻變，
相信亦能成為在社會上佔有一席之地的人，誰說草莓只有外表好
看，不僅能長期保存，其實也很美味！

來自圖書館的惜福分享：
　　每年六、七月，圖書館辦公室總是飄蕩著淡淡離愁，蓋下
同學們離校手續章的同時，心中交織著由衷的祝福與難捨的
離情，有時我思索著圖書館帶給即將畢業的您到底是幸福感，
還是疏離感？這讓我想起一位校外讀者的故事：他是位臺灣孤
兒，小時候家逢巨變，被親友轉送到香港，高中畢業後先工作
存了些生活費，進入臺大研讀醫學系。為了提升法律素養，他
持續在本校圖書館唸書，如今已是臺大醫院住院醫師。那天他
來校翻閱書籍，交談中除叮嚀我注意身體健康，又提及他想捐
款給本校圖書館，因為他很感恩本校圖書館賜予他閱讀的環
境，本校圖書館的空間雖不比臺大圖書館，但在他心中卻是很
寬廣，每個地方都可唸書找資料的好地方。他說他愛極了本校
圖書館，我想是他的人生歷練讓他懂得惜福與感恩吧！
畢業是人生另一階段的開始，如何用心經營未來的人生，完全
取決於自己內心的想法，在人生經驗中感恩與惜福是擴展生命
寬度的元素，終身學習則是探索人生的態度，期望兩者都是即
將畢業的您追求優質人生的堅定信念，用心尋找生命的喜悅與
驚奇，也用心編寫屬於您個人的精彩人生之書！值畢業前夕，
祝福所有畢業生。

黃泰榮教官

　　雖然教

學生活的點點

班上的謝師宴

有太多的相處

好好珍惜這份

業是人生另

一個學習的機

福所有畢業生

賴素卿教官

　　啦啦隊

不可或缺的

人或許還在

的前夕，我

「什麼時間

對問題，並

夢踏實、美夢

陳春梅教官

　　幼教系

照顧就可以

接下系學會

從中看出你

可以運用這

實現屬於自

文忠蓮教官

　　校慶運

喝采；散發

津津樂道的

了贏別人還

超越自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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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課外活動組的畢業祝福：
　　每年到畢業季節總會有幾許感傷，但也
為同學感到高興，因為完成了學業且要展開
新的人生歷程，課外活動組與許多社團一同
留下許多美麗的回憶，這些也是同學未來學
習成長的動機，並成為學校未來辦理學生活
動的參考依據，祝福所有畢業生鵬程萬里、
事事如意。

來自健康促進中心由衷的鼓勵：
    又到鳳凰花開的日子，恭喜各位畢業
生順利完成人生的一個階段，不管未來是
要投入職場成為新鮮人或是繼續的向上深
造，健康中心在這裡都祝各位能事事順
心，心想事成！

教官，給數資系的祝福：

然教官今年二月才調來學校，未教過各位的課，也未參與同

的點點滴滴，或許對各位而言，黃教官是個陌生的名字，但

謝師宴有想到並邀請教官，讓教官很感動，雖然我們彼此沒

的相處與交集，但教官仍想要對你們說：「相逢即是有緣，

惜這份緣；離別不是情感的分散，而是力量的擴張；大學畢

生另一個階段的開始，每個階段都在學習、體驗，能把握每

習的機會，就能提升自我競爭力，贏得最後得勝利，最後祝

畢業生：鵬程萬里、展翅高飛。」

教官，給教育系的祝福：

啦隊的榮耀一直是教育系的驕傲，團結合作的能力在未來是

缺的，教官相信在第一名獎盃的光環下，你們已經具備了別

還在學習的這份力量。臨別依依，在你們邁入人生另一旅程

，我想再次叮嚀大家要隨時做好自我管理，掌握三個要素：

時間、在什麼地點、做什麼事」。如果遇到困境，要勇於面

，並尋找相關的資源協助自己解決問題。最後，祝福各位築

、美夢成真。

教官，給幼教系的祝福：

教系就像是一個溫馨的大家庭，從你們對學弟學妹的疼愛與

可以感受得到，我接任幼教的系教官同時，正好，你們也剛

學會的重擔，不論是迎新宿營或是系運之類的活動，都可以

出你們的認真與負責。期許擁有這樣特質的幼教畢業生們，

用這些年所學，在未來順利解決眼前的重重難關，並且勇敢

於自己的美好計畫。

教官，給體育系的祝福：

慶運動、體表會等活動，看到你們的卓越表現及成長，值得

散發出的特質（健康、活力、團結及有禮貌）也是教官們所

道的，我以你們為榮！未來人生中將面臨無數的競賽，是為

人還是贏自己，是值得深思的。而只有堅持到最後的人才能

己，才是最大贏家。在此祝福你們：飛得更高、看得更遠。

許永傑教官，給特教系的祝福：

　　今年二月甫接特教系的系教官，雖然和即將畢業的你們接觸不

多，也來不及參與你們之前的大學生活，大四的你們也極少有需要

我幫忙的地方，但是教官始終認為特教系的畢業生們，應比其他人

更具備愛心和包容力，相信這樣的能力一定可以成為未來的助力。

最後勉勵大家：新的階段自己去掌握，同學們盡情揮灑吧！

胡宜文教官，給社教系的祝福：

在一千多個日子裏，看著你們從青澀的大一新鮮人，到現在個個變

成型男、辣妹，看著你們不斷的成長、進步及轉變，讓我感到相

當的辛慰。四年來受你們的邀請，參與了系上大大小小的活動，像

是迎新宿營、卡拉ok大賽、系運…等等，在這些日子以來，教官可

以感受到你們的熱情與活力，整個社教系就是一個充滿溫馨的大家

庭，相信你們每人一定留下不少美麗的回憶，但願這四年所學可以

讓你們未來的旅程更加順利，最後祝福所有社胞們，人生有夢，築

夢踏實！要怎麼收獲先怎麼裁，記得有空回來學校看我哦∼

劉成達教官，給自科系的祝福：

　　恭喜大家畢業了！畢業是展翅高飛的時候，也是實踐夢想的起

步。希望各位能帶著全身練就的武功，到職場上與他人一較高下。

同時也別忘了，仍須自我學習、努力精進、為自己喝采！

左冬玲教官，給音樂及視藝系的祝福：

　　鳳凰花開，蟬聲四起，又是驪歌催唱的季節，同學們即將離開學校，各

奔前程。謹獻上誠摯的道賀與祝福，恭喜各位完成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旅程，

祝福大家在未來人生另一段旅程中，一切更順遂、光明、燦爛。在此教官以

過來人的經驗提出四點建議與同學們分享共勉：

一、要常存惜福感恩之心：我們要珍惜過去和現在所擁有的，以及時時感謝

關懷幫忙我們的人，進而發揮愛與關懷，積極服務社會。

二、要有欣賞的眼光及謙虛的態度：我們不僅要欣賞自己、看重自己，也要

欣賞別人、尊重別人；而謙虛的態度能夠幫助你人生的路，走的更寬、

更遠。

三、要培養及創造贏的實力：走出校門即將面臨社會上的競爭，唯有不斷保

持繼續學習為自己創造贏的籌碼，積極培養自己贏的實力，才能締造自

我生命贏的契機。

四、要涵養成熟的智慧：做人要誠懇、踏實，處事要認真、圓融；多面向思

考問題，積極樂觀面對挑戰，以成熟智慧創造幸福人生。

　　最後，祝福各位同學鵬程萬里，心想事成。

尹敏芳教官，給中語系的祝福：

　　這一年來，發生了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有難過也有開心，教官

參與幾次系上的系週會，始終認為你們將這樣的活動辦的很好，不但

符合將來所需的專業，同時也能引人深思，加上中語系一直都有與眾

不同的想法，像是系上成立的急難救助基金等等，我相信在這些日子

裡，你們一定學了不少、也得到不少寶貴經驗，祝福你們在未來能學

以致用、擁抱夢想、實現夢想。

尹敏芳教官，給英教系的祝福：

不管是課堂上或是校園裡，教官總是看見英教的你們，那樣活潑開朗

的笑容，或許因為教官也剛好負責宿舍的業務，所以有這樣的機會可

以和你們閒話家談，也因此可以在你們需要我的時候幫上一點忙，在

這一年裡，教官所感受到的就是你們對人對事的熱情與認真，有如此

特質的英教畢業生，想必可以在未來一帆風順，即使遇到困難，教官

也知道你們一定會順利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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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場上和朋友們一起練球，盡情

揮灑汗水，是件很棒的事！

地餐和宿舍，都有我們共同的

足跡。

榕樹下是最佳的集合地點，也

是學校珍貴的資產之一。

歷經無數個寒冬與炎夏，見證

學校百年歷史的菩提老樹，陪

伴我們共同成長。

從公告欄上可以獲

得許多講座和活動

資訊，充實我們的

生活。

和朋友們相聚片

刻，體會悠閒愜意

的感覺。

舉辦大型活動的禮

堂，也是進行運動

和比賽的好場所。

校門旁的母女榕，

歷史也相當悠久，

同時也是學校珍貴

的資產之一。

自科館前的生態植物園，裡頭有許

多豐富的樹種，是個研究的寶庫。

圖書館前的小庭院，可以讓學生進

行討論，也可以當作短暫休憩的場

所。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圍棋社的送舊大會選在忠孝敦化站的日式料理店輕鬆
舉行。這場送舊大會的一切程序完全由大一的學弟妹們一手包辦，學弟們各自採買給
大四畢業生的禮物及包裝，並購買可愛的小卡片給社內所有非畢業生的社員撰寫給這
群即將離開社團的大四生們的溫馨感言，還設計了逗趣的活動準備在這最後一次和大
四生一同吃飯相聚的日子裡惡搞一下！
　　吃飯吃到中途，活動便開始進行了，首先由大四的五位學長姐和通稱「老學
長」的社團指導老師猜拳，決定抽禮物的順序，惡搞頭獎一共有兩個：一個是給學弟

抱一下，一個是給老學長親一下，學姐意外的抽到了抱學弟的頭獎，最
後為了避免尷尬，改為抱學妹；而抽到給老學長親一下頭獎的則是
曾當過社長的哲瑋學長，這回可不能賴賬，害羞的老學長以紅包
袋遮住眼睛，親了這位前前任社長。
　　等頭獎兌換結束，學長姐才發現這是個小小的惡作劇，其實
還可以補抽禮物！發禮物的同時，也順便送上了貼滿學弟妹祝福
小語的別緻瓦楞板，並請他們發表畢業感言，學長姐們回顧這幾

年來的社內活動，感謝學弟妹們的用心，並期
許學弟妹們繼續在圍棋上努力，場面感人。在
笑鬧中，結束了這次的送舊晚會，最後要離開
時，即將畢業的各位學長姐都在店門口照了獨
照，然後與社團全員一同合影，相信這將成為
他們大學記憶中，最珍貴的回憶之一。

　　【記者教育系朱韻蓁撰稿】又到了畢業的季節，每年都會為即將畢業的

學長姐舉辦送舊活動的嚕啦啦，今年當然也不例外。這次的送舊活動與社遊

結合，規劃了烏來一日遊的行程，除了探訪烏來老街、烏來瀑布、雲仙樂園

等著名的觀光景點外，也享用了許多烏來的美食，如香腸、麻糬和溫泉蛋

等，不僅如此，嚕啦啦還特別安排烤肉活動，在烏來的溪邊感受野外烤肉的

樂趣，在享受大自然洗禮的同時，也豐富了味蕾的享受。

　　等社遊的行程結束後，接著便進行溫馨的送舊晚會活動。活動一開始先

播放回顧影片，和學長姐們相處的點點滴滴在影片中如實呈現，時間

彷彿回到從前，所有的回憶一一湧現，不論歡笑與悲傷，每個時刻

都充滿了無限的感動。為了歡送畢業的學長姐，社團成員更為學

長姐們舉行專屬於嚕啦啦成員的畢業典禮，並邀請之前的社團指

導老師共同見證這歷史性的一刻，此外，貼心的社員也蒐集了許

多校內外學弟妹對於即將畢業的學長姐最衷心的祝福，同時送上

學弟妹親手製作的畢業禮物，希望學長姐們能

夠帶著滿滿的回憶與祝福，面對嶄新的未來。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轉眼間，於社

團中付出四年心血的吉他社的成員們即將畢業，在學弟妹的簇擁下，這群為社團

付出良多的學長姐們，一同參與由學弟妹負責籌畫及主辦的送舊大會，為學長姐

多采多姿的社團生活，畫下圓滿的句點。

　　送舊一開始以火鍋大會的模式進行，由學弟妹服務，讓學長姐們能輕鬆享用

火鍋，現場氣氛一片歡欣祥和。火鍋大會之後，娛樂性的小遊戲隨之展開，由學

長姐們分組競賽的「瞎拼ABC」炒熱了全場的氣氛，在一陣比手畫腳的猜猜樂中，

小呆學姐那組表演的最為生動，可惜okman就是猜不出其中的涵義，於是最後破天

荒的由平時給人文靜、氣質形象的梅雪琬茹學姐組，奪得此項目的最高分！

　　小遊戲進行至第二階段，「聽節奏猜歌」，由大三學長王思澄以吉他彈歌曲

的前奏，大四的學長姐進行搶答，歌曲有膾炙人口的周杰倫的「珊瑚海」與陳綺

真的「旅行的意義」等，過程充滿緊張刺激的張力，且笑料不斷，如蛋頭學長一

直舉手搶答，但超過限制時間仍答不出正解，

而前一回落後的okman與小呆，在這個階段得到最高分，扳回了一程，成為最後

的贏家！

　　小遊戲告一段落，清場後，當學長姐再度走進教室內，一對對蠟燭放滿了

桌子，與正在播放的投影片相映，畫面溫馨不已。在投影片播放完畢後，便是

節目中最為感人之處，首先由大三送給大四學長姊一首與他們經歷相似的「掌

聲響起」，接著以分部的方式，由全體幹部合唱電影九降風「藍色蝴蝶」的改

編曲，最後則是由學長姐們剛才競賽遊戲最輸的一組，開始說起真心話，因為

有太多、太多的話語想訴說，原訂八點結束的送舊大會，最後在九點鐘劃下了

完美的句點。

　　在驪歌響起、鳳凰花開的前夕，吉他社大四成員們，已先參加了一場畢業

典禮，這場畢業典禮是彌足珍貴、難以忘懷的社團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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