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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活動流程或時間若有異動，一切皆依校慶當日宣布為準。

※各單項比賽選手請於比賽前30分鐘進行檢錄

校慶日系列活動時間表
活動項目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校慶慶祝大會暨運動
會

09:00-10:14
中正堂
操　場

生輔組
體育室

校慶表演活動 10:14-10:40 操　場 體育室

校慶園遊會 10:30-15:00 環校步道
課外組
學生會

師生趣味競賽 10:40-11:10 操　場 體育室

校友會暨退休教職員
工聯誼茶會

11:00-12:30 公誠樓一樓廣場
師培中心
人事室
校友會

學生趣味競賽 11:10-11:30 操　場 體育室
校友接力賽 11:30-11:50 操　場 體育室

101 級班樹植樹活動 11:30-12:00
中正堂旁
機車停車場

生輔組
各系

教職員工球類友誼賽 11:50-13:10 公誠樓 B2 體育室
校慶運動會閉幕 15:00-15:30 操　場 體育室

醫護組 08:00-17:30 健促中心 健促中心
2009 社會暨公共

事務國際學術研討會
09:00-17:00

公誠樓
第 1、2會議室

社會暨公共
事務學系

校慶慶祝大會暨運動會流程表
典禮程序 活動時間 備註

運動員集合 08:30-09:00 會旗、典禮集合
典禮開始、運動員進場 09:00-09:25 各系及行政聯隊依序入場

會旗進場 09:25-09:30
典禮行禮如儀 09:30-09:32
介紹貴賓 09:32-09:34
主席致詞 09:34-09:39
市長致詞 09:39-09:44

頒獎（頒發感謝狀、傑出校友
獎、資深教職員獎、優良職工
獎、教學績優獎、服務貢獻獎、
績優通識教師獎、畢業 50 年校
友獎學金）

09:44-10:04

運動員宣誓
10:04-10:14

點燃聖火
禮成、運動員退場、表演預備 10:14-10:19

體育系二年級表演 10:19-10:25
體育系三年級表演 10:25-10:32
啦啦隊冠軍表演 10:32-10:40

師生趣味競賽 10:40-11:10
行政聯隊、教育、人文、理
學院、師專、師院校友、國

小校長隊
學生趣味競賽 11:10-11:30
校友接力賽 11:30-11:50

教師校友趣味競賽
競賽項目 競賽時間
你推我擠 10:40
蜈蚣走路 10:55

各項競賽決賽時間
競賽項目 競賽時間

趣味競賽：2人 3腳接力 11:10
趣味競賽：袋鼠跳接力 11:25

校友接力賽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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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尺接力決賽 12:20
男子 500 公尺接力決賽 12:30

女子拔河決賽 12:40
女子 1000 公尺接力決賽 12:50
男子 1000 公尺接力決賽 13:05

男子拔河決賽 13:20
女子 20 人大隊接力 13:30
男子 20 人大隊接力 14:00

發行單位：臺北市立教育大學青年社　  指導單位：課外活動組
總 編 輯：黃冠婷　月刊編輯：林子恒　指導老師：李瑋
社　　長：陳柏勳　記 者 群：陳文冠、林庭孝、曾柏傑、陳柏勳
刊頭設計：聯華打字有限公司

一版　校慶導覽

北市大校慶特刊
第十八期（歷史發行期數第216期）

北市大校慶特刊

校 慶 導 覽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一年一度的校慶活動又來囉！為了慶祝

學校114歲的生日，許多校慶相關活動已經如火如荼的展開了！光影社

的攝影比賽、書法社的書法比賽是愛好舞墨或者喜愛攝影的同學不可錯

過的比賽，吉他社耶誕傳情活動也在校慶前夕熱鬧展開，想一表愛意的

不如藉著這個契機，以一首歌曲訴說自己的情意。

　　校慶前最盛大的活動應該就是啦啦隊競賽了，今年的啦啦隊配合花

卉博覽會的主題，各系都在花卉這個主題中投入無限的創意，展現最獨

特的一面以獲得同學及師長評審的青睞。不過本次校慶前夜還有一個熱

鬧的大型活動舞唱會活動──放肆狂歡夜，除了本校出色的舞蹈社團和

音樂社團表演外，也請到張芸京、FUN4樂團等歌手或團體到場獻唱，眾

星雲集，絕對讓你不虛此行。

　　不遜於校慶前的系列活動，校慶當天的活動也相當精采！本次校

慶的主題名為「樂活北市大，創意114，Yes，We Can！」，簡單來說

就是要讓整座北市大動起來，只要我們想做，答案自然是「Yes，We 

Can！」，因此安排了一系列熱鬧的表演、多元的攤位與激烈的競賽，

呈現出北市大的創意與活力。

　　在典禮完畢後，首先由體育系二年級和三年級各自為我們帶來一段

表演，兩者所呈現的風格雖然有所不同，但保證都是讓人耳目一新感到

相當驚奇的演出！接著為我們帶來演出的是今年啦啦隊奪冠的隊伍，他

們將把自己的拿手絕活展現在全校師生面前，一展其奪冠的大將之風！

緊接著則開始師生趣味競賽、學生趣味競賽及校友接力賽，比較有趣的

是今年教師校友趣味競賽增加了「你推我擠」和「蜈蚣走路」兩項極需

默契的比賽，令人好奇比賽發展將會如何，不過無論如何，參與比賽的

選手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比賽時間，並在比賽前三十分鐘完成檢錄工作。

　　校慶當天的園遊會規劃有三大區塊──藝術雜貨區、平價美食區、

遊樂天堂區，可供觀看表演賽事疲憊的觀眾們購買飲食或挖掘奇珍，另

外為了喚醒校內學生對弱勢團體的關心，學生會舉辦了「捐很大－義賣

我最行」活動，鼓勵大家做公益，當天在學生會攤位會將別人捐的二手

物的買賣所得捐給財團法人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想奉獻自己的愛心千

萬別忘了去逛逛喔！

　　今年的校慶相當特別的舉辦在週末，其活動的安排上也較往年多

元，面對內容越來越豐富的校慶，我們該感到高興，並且告訴自己明年

會更好，發揮創意，樂活北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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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給各攤負責人的提醒：
1.請各攤位負責人於活動結束當天至學生會會辦，憑收據至學生會辦公室辦理保證金退費，以及

繳交各攤位所持的園遊券，並領取兌換現金收據，逾期不再受理。

2.請持兌換現金之收據，於12/21(一)10：00～12:00至課外活動組楊老師處兌換現金，逾期不再

受理。

3.最後請小心用火。

　　【記者公共系林庭孝撰稿】今年校慶將特別美麗，為了配合花卉博覽會，學生會鼓勵每個攤位裝點的花枝亂綻。今年的攤位種

類非常多元化，有賣吃的、玩的、藝術品、二手衣等等，包羅萬象。

　　以下就是各攤位的簡單配置圖，祝各位校慶愉快：

園 遊 會 資 訊

※未編入編號的攤位是因為名稱未定，還是可以去逛逛喔！

攤位編號 攤位名稱

1 視藝系學會

4 二手衣拍賣王

5 台灣味！傳統茶點、可口餅乾

6 靜思人文

7 鐸風小舖

9 DAKALA 的巧克力世界

10 SPEC 開心廚房

11 幼 V

12 手工藝品

14 和風炸物

16 Candies

17 青年 Cafe

20 有呷又有抓

21 英花美食

22 咪卡小舖

23 Knock knock

24 我們要去花蓮

攤位編號 攤位名稱

25 美食

26 化腐朽為神奇

27 歐風、和風、卡哇依風

28 禪時天下

29 夢幻美食

30 光影社

31 Ya 生活

34 賣唱

35 甜心  鬆餅

36 墨香．書韻

37 健康 Su 食趣

38 餛飩屋

39 僑勇點心舖

40 食字路口

41 Bomb!!!

42 棒球九宮格

43 鹽酥雞

攤位編號 攤位名稱

44 七拼八湊

47 學生會服務台、義賣

48 撿便宜

49 蔥燒餅

50 便宜賣、划算買

51 伍拾壹佰魯味坊

55 Wu  mommy 手作坊

56 DOM STORE

57 開心冬瓜茶

58 史地小舖

59 茶凍

60 阿諾可麗餅

61 Beauty

62 二手衣

63 滷味

64 手工飾品

65 跆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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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每個學年的上學期都有三大備受師生矚目的精采活動－－展現社團魅力的招生

展、表現各系創意的啦啦隊競賽以及師生同樂的校慶活動！每學期初最先發光發熱的社團招生展是個導火線，

延燒學生的熱情直至啦啦隊與校慶將熱力全數放出，讓校園洋溢著一種喜慶熱鬧的氛圍。

　　還記得舞臺上賣力表演的學長和學姊們嗎？他們的熱情付出是不是感動了你呢？就讓我們重回中正堂的舞

台，回顧那些帶給我們驚喜、歡笑的表演，再次感受「戀衣青社」帶給我們的感動！

　　會場入口站了幾位笑容可掬的活動工作人員，令人震驚的是他們身上竟然穿

著海軍、空姐、警官等等特殊的制服，這是學生會成員的巧思，制服日可不再單

純只穿學生制服，搞創意，學生會要展現出最特別的構想並付諸實踐！

　　才剛就坐，學生們的興奮之情未平，投影幕降下，節奏感強烈的音樂配上精

采的動畫效果，社團展演在倒數聲中盛大開幕！畫面一黑，今年打頭陣的仍然是

熱力不可擋的熱音社打頭陣，比較不同的是，今年熱音社帶來得歌曲是他們的自

創曲目，那既搖滾又溫柔的曲調聽得台下學生們如痴如醉。

　　演唱完畢，兩位身著旗袍一青一紅的主持人豋場，為我們介紹本校的大家長

林天佑先生，然而這可不是平常嚴肅的致詞，校長一身黑衣斗篷像極了哈利波特

中霍格華茲的制服，帶來的當然是精采的魔術表演，當校長將一張張千元鈔票變

出來時，不少同學除了驚訝之外還碎碎唸著「好想衝上去撿錢」！校長以魔術暖

場過後，接著來的就是更加專業的魔術職人的表演，當憑空變出的活生生的鴿子

在魔術師手上拍起翅膀時，全場歡聲雷動！

　　本校有四大舞蹈性社團，各自有著各自的風采，有氧舞蹈社向來走陽光路

線，以色彩鮮明的衣裝配合熱舞展現青春活力，但可別小看這些陽光女孩，曲風

一變她們馬上跳起了性感的舞步，讓觀眾們目不轉睛！同樣充滿動感的熱舞社自

然也不會讓有氧舞蹈社專美於前，以街舞多樣風格為主打，男男女女配合故事的

安排跳著有迷網與狂亂氣氛的舞步，彷彿成了一齣現代舞劇。

　　不過結合了舞風多樣性與性感的特點，國標社的演出賺得最大的尖叫聲，穿

著直逼入眼的閃亮金銀舞衣配合節奏明顯的異國舞曲，男女舞者一舉手、一投足

都充滿韻味，最後音樂緊逼，舞者圍成的圓也越轉越快，在最後一刻女舞者甚至

騰空飛起，觀眾的掌聲與驚叫隨著ending的火燄熱烈響起！

　　舞蹈社帶來的表演風格則不太相同，一身碧衣白裙的舞者操持著粉紅色的彩

帶靈活的在舞臺上展現輕快流暢的身姿，簡單的色調、柔美的選曲加上充滿生命

力的舞蹈，有如春天的和風般治癒了觀眾們的心。

　　民俗體育社高超的扯鈴技術總是驚憾全場，多人一同拋接展現宏偉的氣勢，

單人進行極限的挑戰則展現一枝獨秀，在拋與接之間便有千種樣貌，從表演者專

注的眼神中，我們可以感覺到正是那股執著讓他們的技術得以出神入化！在舞台

之外拋接可說是民體的重頭戲，雙方對力道的判斷及默契的配合可要掌握的相當

得宜，望著那劃過室內的弧線，觀眾在扯鈴被接住的那刻給予了雀躍的歡呼！

　　國術社則以搶案的小故事開頭，由雙方PK的過程開始帶出許多精采的武打動

作，接著由武者獨當場面，表演自個的拿手絕活，雖然一人獨自在舞台上看似單

薄，但武者暢健的步法以及使槍使劍的炫技卻讓整個舞台呈現出一股氣勢宏大的

氣氛，膾炙人口的背景音樂「霍元甲」更讓台下觀眾一齊高呼「霍霍霍霍霍霍霍

霍」，台上台下彷彿共鳴著相同的情緒。

　　音樂性社團可不只有熱音社喔！吉他社也是一個相當跟隨時尚流行音樂而鼓

動的音樂社團，伴著吉他較為純樸的音色高歌一曲，一直是吉他社給人的印象，

這次吉他社帶來的「紫外線」同樣走這種風格，兩個主唱配上吉他的輕柔旋律以

及鈴鼓的沙沙鈴音，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南國的蔚藍海岸。

　　無人歌唱而純以絲竹之音的純音樂社團也是有的。古箏社帶來的阿美族舞

曲，濃濃的原民風藉著演奏者挑、剔、勾、抹的技法擴散出來，熱鬧喧騰的氣氛

也隨之擴大；管樂社的演奏曲則是膾炙人口的火焰之舞選曲，除了原版的輕柔之

外，管樂社演奏的風格似乎使它更為深沉的感觸人心，作為活動的終曲可說是在

適合不過。

　　另外，雖然學生會不屬於音樂社團，但這次他們可是請到一位超級巨星為他

們站台，也就是去年在師弦獎個人賽拿下冠軍的詹閔同學與他的搭檔！這次他們

表演的曲子正是當時的奪冠金曲「Amazing Grace」（奇異恩典），獲得現場觀

眾一致好評，吉他手solo的部份更讓全場聽眾們舉起手打起了拍子！

　　本次活動的氣氛能炒得那麼High，除了社團成員準備的精采表演外，幕後的

策劃人士也功不可沒，這次的招生展首次結合了制服日、抽獎與表彰各系活力的

獎勵種種要素，辦得相當成功。

　　社團招生展雖然是每年必行的慣例，但隨著時代與流行加入不同的巧思才是

它年年都能受學生矚目的首要之因，今年活動的成功是明年招生展的模範，然而

明年必定會在這份楷模上有所超越，所以千萬別錯過明年的社團招生展喔！

身著斗篷的校長表演金錢魔術

舞蹈熱力，感染全場 悠揚的音樂，令全場沈醉

舞蹈社使用彩帶展現動作的流暢與優美 即使一人舞劍，仍然氣勢萬鈞熱音社的自創曲讓觀眾沉醉其中

從社團展燃起

創意滿分的開幕

明年還要看！

動感十足的舞蹈社團

氣勢萬鈞的體育社團

響遏行雲的音樂社團

戀衣
青社

魅
力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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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資科系曾柏傑撰稿】傳愛背包是本校一項很有意義的公益活動，至

今已經兩歲了。延續第一次的傳愛背包活動，今年的活動也本著傳愛給需要的

孩童的精神得到各界熱烈的迴響。

　　究竟什麼是「傳愛背包」呢？它是一個可放置二十組玩具的大型背包，除

了玩具之外還有數學、語文、健康等教材與益智類玩具。本校做的工作是把各

地募集來的玩具，經過清潔、分類整理後裝進背包，交給申請的各大專院校社

團、營隊作為教具使用，過程看似簡單卻也很需要人力幫忙。 

　　傳愛背包是由玩具圖書館在2008年第一次舉辦，由本校結合其他十所小

學，以及跟學界、企業界、公益團體、媒體及民間組織一起合作，繼續將愛傳

送到世界各地。今年有超過一萬五千件的玩具和超過四十所大專院校，還有100

個以上的志工青年團隊，背著來自都會小朋友的愛心背包，讓超過3000位偏

遠地區、甚至是國外的兒童受惠。特別的是，因應今年暑假八八水災的嚴重災

情，特別為災區的孩子設立了專案，讓災區服務團體和志工們能得到更多更好

的育兒資源，安撫陪伴災區孩童們的心靈。

　　【記者林庭孝、陳文冠聯合撰稿】本校鳴鐸團今年帶著滿滿的幸福去到

桃園縣中興國小，以下是訪問副團長社教四的浩維同學使用傳愛背包的情

況：

　　今年是第一次參與這計畫，上一個學期當我們籌備暑假營隊時，課外活

動指導組的老師很主動地來找鳴鐸團，才知道有傳愛背包這個活動，申請上

也很順利。

　　當他們拿到傳愛背包時，裡面除了社會大眾募捐的玩具，還有經教案設

計過的玩具，讓小朋友玩也有教育意義。不過是在籌備後期才拿到包包，所

以活動安排上來不及結合玩具的教案，就沒有用到教案的部份。而實際使用

的機會是在下課時候，像是活動進行的空檔，就會讓小朋友玩，如果他們有

空的話也會陪孩童一起玩，像是積木、益智類玩具……孩子們都很喜歡。如

果沒有傳愛背包的話，工作人員可能要設計其他活動去填塞空檔，有包包的

幫忙，讓他們可以趁這段時間準備下一個活動。

　　浩維同學覺得這個計畫的用意很棒，將都會區的愛心讓大專生帶到資源

缺乏之處。不過他也覺得黃色的

大背包攜帶上並不是很方便，團

員們除了要背自己的行李上山，

還要再背像登山包那麼大的包

包，其實真的不大方便，不過看

到今年已經有小包包；另外如果

學校願意幫忙處理寄送的問題，

他相信會有更多的人願意參與傳

愛背包的活動。

　　【記者公共系林庭孝撰稿】在九十八年的十月廿二日上午，陸陸續續有

許多外校人士，滿腔熱血的來到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不久校長、學務長也

親臨會場，作為主持人的白主任說道：「歡迎各位來賓來到本校，參加2009

傳愛背包座談會。」

　　這次記者會的主要目的是分享大家的心得與成果，包括參與募集玩具、

整理玩具的過程或是陪孩童玩玩具的收穫，以即牽起愛的源頭與下游的那份

感動，並表達希望能延續這份溫暖，繼續流傳「傳愛背包」的精神。　

　　這場盛會中，學校邀請到幾所小學的主任及明行文教、成長文教基金會

與007二手玩具圖書館蔡延治老師、林英君老師等民間組織，以及前往原鄉

及偏鄉甚至國外的北區大專志工服務隊來做分享與建議。

　　參與該天記者會的台大蒙古志工服務隊表示，傳愛背包裡的玩具給當地

的這些孩童帶來了不知多少快樂和笑容。耕莘青年山地學習服務團也對傳愛

背包這個活動充滿讚許，表示看著孩子玩玩具欣喜的表情，就是他們最大的

滿足，希望傳愛背包能夠長長久久、讓快樂傳給更多的孩子！ 

　　林君英老師分享八八水災時

他載了一整休旅車的玩具去救

災。深入尖石鄉、復興鄉及烏來

鄉的經驗發現，透過玩玩具的過

程，開啟孩子另一條學習途徑。

也能讓大人放心可以整理家園，

投入賑災。

　　最後在相機喀嚓聲後，今年

的傳愛背包就告一段落了。期待

我們學校更多人繼續為著孩子們

天真的笑容與快樂的成長，把愛

背到天涯海角。

　　【記者資科系曾柏傑撰稿】採訪報導時聽到一則感人消息，據課指組錢

老師說，有長庚護校的學生不辭林口至本校遙遠的路途，特地到本校整理玩

具。其實在今年支援傳愛背包的志工中，不少是外校的學生過來幫忙，數目

甚至快比我們學校的志工還多，難道本校的同學自己漠視了這個有意義的活

動嗎？

　　為了解本校學生對於此活動情況，青年社簡單做了一個民調，隨機抽問

15位同學，聽過傳愛背包的有十人，而且當中只有一半知道有缺志工，也就

是說總數三分之一的同學並不知道有這項傳愛背包活動；不過無論知不知

道，也只有六個有意願加入志工的行列，而沒意願的同學，大都是因為認為

自己沒有多餘時間的關係。

　　如果這活動的精神感動了

你，令你想為它付出一份心力

延續下去，看完以上報導後請播

打23113040-1201或轉1221與學

務處王翠蘭、錢曼玲老師聯絡，

也可寫信至student@mail.tmue.

edu.tw。希望同學們可以試著為

這個社會做出貢獻，發揮愛心參

與志工活動，將我們有限的力量

發展為無限的愛！

　　我們這一輩被稱作草莓族，被視為注重物質享受、不耐操、不勤奮

的世代。大學教育較國高中是自由不受拘束的，我們可以利用課餘時間

自行安排做自己想做的事，相對的大學生卻也要肩負起自我管理的能

力，時下多少大學生拼命安排打工兼差經營有形的資產，雖然擁有許多

看得見的財產，但是否真的快樂？

　　然而有一群人肯把課餘時間擺在關懷社會上，去非營利組織服務或

到育幼院帶孤兒團康，甚至出隊服務偏遠地區的孩童。他們或許也有生

活上的壓力，但他們認為社會上還有人比他更需要幫助，也發現付出的

過程中自己有所成長；從被服務的人事物上發現自己的價值，於是體驗

到自己是多麼有福氣。慈青社林社長認為做社會服務的工作，收穫最大

的是自己，磨練自己的技術、人際應對能力是諸般好處之一。

　　人們常有「我不反對參與志工，不過等我有閒、有錢之後再說。」

這樣的迷思。一樣是學生，我們沒有理由去批評那些忙著打工的人，或

是整天掛網玩「非死不可」的同學，也無權要求同學要有「高知識份

子」的情操，在能自我提升的同學們，確實為自己的「大學生涯」累積

了不斷升值的社會資產。

2009 傳愛背包介紹

傳愛背包計畫建立育兒資源的募集和發送的平台，讓服
務團體能得到適切的育兒資源

經教案設計過的玩具，讓小朋友玩也有教育
意義

有許多北區大專志工服務隊，滿腔熱血地來
到本校，來做分享與建議

只要傳愛背包的計畫在，永遠都需志工投入

今年傳愛背包變小了，讓志
工團也更輕省地傳到更遠

本校傳愛直擊牽起愛的感動 成果分享記者會

志工參與情形

社論－打工我去  志工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