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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適應環境的能力算是不錯的，隔沒幾天便開始熟悉宿舍的環境。我住的是六

人寢，六個人來自不同的地方，擁有各自的生活習慣，這也是需要時間慢慢去

了解、調適的。不過因為住在一起的都是同學，有一個方便的地方是，我們可

以一起討論系上的報告，提醒彼此上課要帶的東西，還有系上相關的活動。

每次學校有什麼相關的活動，我覺得住宿生的出席率都很高，也許是因

為住學校的關係，如果沒有外出都是待在宿舍裡，聯絡起來是很方便的。萬

一東西忘記帶，就可以利用下課的時間回宿舍拿，我想這是只有住宿學生擁

有的專屬權利。

我想宿舍是個溫暖的地方，入宿一開始有一個迎新活動，給大一新生認

識宿舍的幹部，萬一在宿舍遇到需要協助的事情，就可以請幹部提供幫助，

並且告知住宿的注意事項，像是：超過十點要降低音量，互相尊重其他的住

民；不能把自己的垃圾丟到廁所⋯⋯等等。舉辦消防演習活動，讓住民了解

萬一遇到災害時的逃生路線。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聖誕節晚會，除了有好吃

的炸雞可以吃，又有緊張又刺激的抽獎活動，每一寢室的人在抽獎時刻，都

在走廊等待，希望自己就是那位獲得大獎的幸運兒。

我想和住宿生「食」相關且最密切的地方就是地餐了。幾乎每一天都

會到地餐尋找食物，大二上住宿一年過後，地餐換了新的面貌，跟進許多店

家，又有許多食物可以去嘗試看看，不過７－１１、書苑仍然是我心中排名

最前面的店家！對於學校附近的北車、家樂福、南昌街、南機場夜市，我想

住宿生應該都不會陌生，是可以讓我衡量金錢、精打細算、善加利用，採買

食物、日用品的地方。

大一住宿生活，大致來說還算習慣，沒有遇到什麼大問題，也許有讓自

己獨立一點點吧，接下來的一年裡，希望能利用住宿的便利性，好好認識台

北大都會，到處走走、到處看看，用行動記錄我的生活。

住宿，是一個培養獨立生活

的成長機會！

台北，一個離桃園不遠的

地方，但是為了上課的方便，

我決定申請住宿。上大學一開

始，由於是住宿生的關係，必

須先學會打理自己的生活，第

一次離開家住在外面，應該

要帶什麼東西到宿舍才好？成

了我的一大問題。媽媽問過家

裡有小孩住宿的同事，除了生活必需

品，如：沐浴乳、洗髮精、毛巾、衣服⋯⋯

等，要記得帶一個洗臉盆，這可以當洗澡時候的好幫手，讓衣服不會被水弄

濕；在洗衣服時也可以拿來使用，盛裝自己的濕衣服，不讓水滴的到處都

是，有了這個盆子，洗澡、洗衣服遇到的問題都可以獲得解決。

第一天住進宿舍，陌生的環境，陌生的同學，不熟悉的地方使人想起家

裡的溫暖，記得第一天住宿的晚上睡睡醒醒，失眠總是讓人覺得難受。不過

住宿生活
分 享

【撰文：心諮二　盧冠伊】

【撰文：心諮二　林羿媜】

在台北最方便的莫過於擁有悠遊卡了，只要一卡在手，不論是公車和捷

運或者是在動物園買票和消費，幾乎都能做到，相當地便利。就連搭貓空纜

車也不例外喔！說到去動物園的方法，因為今日交通的便利，也可以分為好

幾種逛法呢！你可以搭乘貓空纜車進入動物園內站（從纜車下來還有免費接

駁車），從溫帶動物區開始往下逛到門口，或者是從門口搭乘遊客列車，只

要花費５元的票價（可用悠遊卡付），就能在短時間內欣賞到整個動物園的

美麗景色喔！當然你也可以像大多數人一樣從入門口開始走上去，回程時再

搭纜車或是遊客列車也都是不錯的選擇。

在動物園裡絕對不會擔心口渴的問題，因為相距不遠之間都會設有自動販

賣機，除了飲料以外，像是一些零食也可以買得到呢！至於想在此吃午餐的同

學們，可能就會有點失望囉！園內的商家並不多，大概每個園區會有一家，但

除了位於溫帶動物區的萊爾富、處於入口處的７－１１和麥當勞以及貓熊館樓

上的輕食餐廳外，基本上都使以販賣點心和紀念品為主的，要填飽肚子可能有

點困難，在加上觀光景點的商家收費對學生而言其實真的比較貴，同學們不妨

可以在外面吃完午餐再進去喔！現場也有不少人是自備午餐進來園區吃的呢！

‧日本丹頂鶴來了
日本丹頂鶴來了！！9月14日晚間從日本以高規格運送來台的二隻丹頂

鶴—「BIG」和「貴華」目前已經在動物園園區了！只是因為剛來台灣還無法
這麼快與大家見面，目前動物園只有釋出監視器所拍攝出來的畫面，不過園

方表示等待通過檢疫之後，很快就會讓「BIG」和「貴華」和大家會面囉！想
前去動物園參觀的同學不妨注意一下這方面的消息，說不定有機會一睹丹頂

鶴可愛的模樣喔！

‧新光特展館
「新光特展館」？乍聽這個名字你可

能還一頭霧水，但說出「貓熊館」這三個

字可就不陌生了吧！當你從入口進入時，

親切的服務人員會給你一張參觀券，注意

可別弄丟了，否則就進不了貓熊館囉！由

於貓熊館內有控制人數流量的機制，因此人多的時候必須在外面排隊等待，此

時建議不妨先去別處逛逛等人少的時段再來，這樣參觀起來也比較愉悅喔！

‧可愛無尾熊館
還記得無尾熊剛來台灣的時候可是造成了大轟動呢！比起最初，無尾熊

的數量如今也已增加了，雖然還是一如繼往地慵懶模樣，不過幸運的話還是

可以看到牠活動的樣子喔！光是看到牠那副可愛的模樣，就算牠像個玩具般

完全不理睬你，也覺得很值回票價呢！

‧人氣企鵝館
比起貓熊和無尾熊，企

鵝的數量就相對多了，絕對不

怕看不到！一走進館內就可以

從視覺上十足感受到寒冷的氣

氛，有機會的話還可以看見企

鵝們游泳的英姿喔！大家都知

道企鵝走路的方式吧！但是比起在腦海中描繪想像，實際看到的時候真的會

打從心底覺得真是可愛的不得了呢！

不知道大家去到動物園最喜歡看什麼動物呢？其實筆者最喜歡既不是人

氣超高的熊貓館，也不是充滿新鮮感的夜行館，而是位於非洲動物區的猩猩

類及猿猴類呢！牠們雖然長相不見得討喜，但是活潑的模樣真的會讓人忍不

住停下來多看幾秒呢！而且當你拿起相機要拍牠時，牠還會擺好姿勢讓你拍

照，看到參觀的人多時，牠們也會來一段即興表演，逗趣的模樣讓筆者印象

非常深刻呢！假日的時候大家不妨也和朋友或是家人一起去動物園逛逛吧！

相信你們會有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收穫喔！

地址： 臺北市文山區新光路二段30號
交通： 捷運文湖線動物園站
 公車236、237、282、294、 
 295、611、676、小12、棕18、
 棕15、棕11、棕6、棕3、綠1
開放時間：
早上9點至下5點（下午4點後禁止入
園)，農曆除夕休園，各館休息時間
以公告為準（大部分為星期一休館）

假日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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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同學都十分關心校長目前的狀況如何，藉此機會大傳社有幸邀請到

校長接受我們的專訪。到了一早約定的時間，便見到校長笑容滿面，和藹親

切地向我們道早，雖然身體明顯消瘦許多，但校長的氣色看起來相當不錯，

訪問便在愉快的氣氛下展開。

感謝同學們的關心，目前健康狀況穩定
校長6月出院以後，一切就按照醫生指示，按時吃飯和做運動，生活非

常規律，只是食量已縮小許多，從住院到出院這段期間大概瘦了有十公斤之

多。7月開始定期到台大醫院回診及化療，校長還打趣地說，主治醫生告訴
他，校長的健康狀況跟自己一樣穩定。

校長表示他現在每天都早睡早起，碰到假日的時候會去陽明山或烏來

登山運動，很感謝同學們的關心，現今不管是健康還是生活上狀況都相當良

好，也有定期回診檢查，請同學們不必擔心。

市教大是一間既溫馨又有無限潛力的學校
擔任校長一職已有三年，提問及市教大在校長心目中的模樣時，校長微笑

著說：「市教大是一所既溫馨又和諧，而且充滿衝勁，擁有無限潛力的學校。」

從校長三年前上任開始，就有一個既定的目標，期望能回復到過去光

榮的時刻，然而同學們也不負眾望，無論是在師資培育或試入學成績方面，

市教大亮眼的表現，已經完全不輸給同是教育體系的師大和國北教。不僅如

此，根據今年3、4月的統計結果，本校學生錄取台、清、交研究所的學生眾

林天祐校長專訪
多，三年來升學力明顯提升許多，讓校長感到非常高興，也很感謝老師及同

學們的努力。

此外「國際化」也是目前致力的目標，特別是今年來了相當多的交換

學生，校長也很鼓勵同學們到海外當交換學生，增廣自己的見聞和培養國際

觀，相信對同學們必定會有所獲益。

期望給同們一個更寬闊、更舒適的學習環境
校長對學校的願景，首先就是希望在五年之內使市教大成為一所「標竿

的文理大學」，不僅要在「知識力」、「通識力」和「社會力」這三大領域

上有所精進，更要發展出本校在全國中的獨有特色，關於這方面，校長透露

市政府教育局局長也表示相當支持。

第二點提到的便是剛完成沒多久的勤樸樓改善工程，為了讓校園看起來

更加亮麗，讓同學們有一個更寬闊、更舒適的環境，學校會陸陸續續投注資金

在翻修老建築和提升教室環境方面，目的無非是希望必須長時間待在教室學習

的同學們，能有一個非常棒的學習空間。另外校長也透露圖書館將計畫在原址

擴大改建，讓圖書館能有更充分的資源供大家使用，據說擴建以後圖書館將會

是原來的4倍之大，在視聽、讀書以及休憩方面，都會有一個完備的改善。
最後便是眾所矚目的第二校區，長久以來的徵地問題已逐漸獲得解決，

未來三到五年內希望就能順利啟用，而且將會給同學們一個美麗的綠色校

園，要營造出樹多、草坪寬的大學感覺。

成就感來自看到大家的努力和表現
讓校長最為高興的就是，幾年之間各系所的聲望和成績都大大地提升

了，特別是今年的成績可堪稱市教大的高峰期，校長希望能跟教育局爭取更

多的預算，以便提供更多的資源給同學們使用，相信這樣一來同學將會有更

出色的表現。可惜本校的校務發展基金跟其他學校比起來還是稍嫌少了點，

畢竟在法規上市立大學的校務基金原本就比國立大學來的少，對此校長深感

惋惜，但校長也承諾一定會向政府爭取更多的預算和資源，讓學校和同學都

能有一個更好的發展空間。

校園雖然不大，但是要廣面的學習，
切記「吃虧就是占便宜」
新學期開始，校長想勉勵各位同學們，要展現出身為大學人的風範，不

只是在知識方面，包括言談舉止都是，要從小地方開始培養自己的實力。市

教大的校園雖然不大，但是同學們可以廣面的學習，無論是在校內校外，甚

至延伸到國外，同學們應該要大大地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說到這裡，校長還提起他當初在美國唸書的事情，當時校長擔任某位教

授的研究助理，跟別的助理不同的是，當大家假日都在休息的時候，校長卻

總是必須去學校工作，那時校長總是覺得自己吃盡了虧，現在想起來，才發

覺自己的實力都是從那些吃虧的事情上所累積出來的，因此校長想要告訴同

學們，不要怕眼前的辛苦，「吃虧就是占便宜」，即便是現在看起來吃力不

討好的事情，在往後都會變成最有力的後盾，所以同學們不需要畏懼，儘管

向前邁進，給自己一個更有競爭力的未來吧！

‧學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學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肄業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育組織行政及政策博、碩士

‧經歷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　教育學系助教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　教育學系副教授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初等　教育學系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校區　博士後研究 
台北市立師範學院　國民教育研究所所長 
英國倫敦大學　博士後研究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主任 

校長　林天祐教授　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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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加入學生會呢?

回想起當初之所以加入學生會，只是因為有人曾經跟我說過：「路上大

學生這麼多！你要怎麼樣讓自己不一樣？」，思考了很久後來就想到

「學生會」！以前高中唸的是私校，所以社團經驗真的是很缺乏，上了

大學以後決定好好為自己的大學生活再增添更多不一樣的色彩。

 想擔任學生會長的動機或原因?

最初會出任會長只是單純想磨練自己的能力和經驗，當時也是掙扎了很

久，畢竟這是個我以往沒有接觸過的領域，後來和很多身邊的朋友談過

後，覺得這是個非常難得的機會，於是就接任了第十五屆的學生會會

長。

 在學生會的甘苦經驗談?

其實大學以前我是沒有接觸過學生會的，也不清楚很多運作的模式。不

過還好，前兩屆的學生會會長都很努力地，把他們以往的經驗傳承給下

一屆的學弟妹們，所以我也ㄧ直很盡力地，想要把那些很寶貴的經驗再

繼續傳承下去，希望我也能夠可以做得很好！

 如果有興趣，要如何加入學生會?

本校學生若有心想加入學生會，我們將在近期辦迎新活動!屆時也希望大
家踴躍參加！本學年度迎新的時間在9/26(一) 18:30，地點是在勤樸樓B1
學生活動中心，錯過的同學不論是新生還是其他年級的同學，也可以至

到勤樸樓B1學生會辦留下資料哦！我們會盡速跟你聯絡！有任何問題都
歡迎各位同學來學生會辦詢問！

 是否有發布學生會訊息的管道，例如：臉書或無名?

往年我們都是以海報的方式張貼在松、梅苑或是網球場前面的佈告欄

校 園 專 訪

第15 屆學生會會長專訪
【撰文：心諮二　劉宸宇】

【撰文：心諮二　林羿媜】【撰文：心諮二　林羿媜】

上，今年也會增加在臉書上公佈

學生會的訊息。歡迎大家加入臉

書上的社團，近期我們也會進行

改版，到時會再把大家加入，對

學校有任何問題或是各系級、社

團有活動想通知大家，請踴躍利

用這個平台。如果還有其他疑

問也可以請同學在學生會中午

12:20~13:00值勤時間至學生會會
辦（勤樸樓B1）詢問。

※Facebook請搜尋：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生會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164125990317099/)

 在這一學年度，學生會將會舉辦哪些校園活動?

上半學期主要的活動是10月的迎新演唱會、11月的教育之星、12月校慶
園遊會。每個活動都是由學生會精心設計與規劃，除了讓小大一們的大

學初體驗有個快樂開心的回憶，也讓每個市教大的同學生活更加精彩！

至於下半學期的活動還在規劃中，但是歷年的38蘋果節肯定少不了，一
樣會有演唱會、趣味競賽等有趣的單元，就敬請期待囉！任何或動只要

一確定，我們會馬上公佈，也希望大家都能來參與這些精采的活動。

 對學生會未來有何展望、願景?

希望為學生們發聲並成為學生和學校間的橋樑，努力發揮學生會應有的價

值！我也希望能提高學生們的權利，匯集大家的意見，共同參與學校事

務的決定，提供我們的想法給學校！而且近期校內不管硬體設施、軟體設

施，都很有很大的改變，許多同學在各方面都有不同的意見及反應，我想

這時就是我們學生會發揮效用的最大時刻之一了。

 會長想對全校學生說的一句話?

努力爭取自己的機會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充實！

咦？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含環境教育與資源碩士班）和應

用物理暨化學系（含碩士班）？學校裡什麼時候多了這二個新系？原

來啊！是從本來自然科學系分支出來的。

回溯歷史，2006年自然科學教育學系更名為自然科學系的同時，
在學系之中成立了「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組」和「應用物理暨材料

化學組」這二個組別。同年，環境教育研究所也為追求多元化更名為

「環境教育與資源研究所」，並分組招生。直到今年，因應學校更專

精化的發展，將自然科學系整合為「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和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並將「環境教育與資源碩士班」合入為地球

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的研究所招生。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以傳統之生物與地球科學領域為基礎，

分「地球環境組」及「生物資源組」，又因應社會變遷所需之科學人

才，課程設計兼備基礎科學及應用科學，以培養專業知識及技能。而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則是培養學生具備物理、化學基本知能與專業能

力，並成立「光電材料合成與分析人

才培育重點實驗室」，以養成學生

主動探索、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

能力，並能運用科技與資訊去面對

二十一世紀的資訊社會。

相信各位同學們都已經聽說了吧？從今年開始本校又多了一個

新系囉！沒錯，那就是「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與2000年成立的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合併，而原來的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則變成學材系

的碩士班。

但是，這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學系呢？其實有許多同學都非常好

奇，現在就讓筆者簡單地為大家介紹一下。

學材系主要是在培養教科書及週邊產品、兒童學習雜誌刊物、青

少年與兒童多元智能發展之課外讀物、學習媒材製作之相關產業的人

才。再者，配合近年來逐步邁向Ｅ化的這個世代，同時也希望培養出

開發學校教育使用之數位學習媒材設計與書報出版之產業的設計者。

諸如此類的教材使用，不僅在學校被需要，連工商企業和文創產業都

是使用者，因此學材系的未來發展可說是有一定的廣度。

另外，在學材系的課程上面，因為結合了課程與教學、視覺藝術

與資訊科學之優良師資、資源與設備，即便是新的學系，在發展上面

可是一點也不居於弱勢。

特別是數位軟體上面的使用教學，想必是眾多同學都感興趣的，

現今電腦如此發達的時代，多會一種

軟體就等於多了一項技能，尤其是對

出版產業有興趣的外系同學們，不妨

去學材系的網站上瞭解一下課程內

容，有機會的話甚至可以試著旁聽或

者下學期選修喔！

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 應用物理暨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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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鐸是個歷史悠久的社團，每年定期在寒暑假及假
期會到各縣市的國小服務，服務的足跡遍及各縣市，尤
其是偏遠地區及離島，並針對不同地區的文化特色，設計
不同主題的相關活動與教學，並在每地營隊活動結束後，
即舉行插旗儀式及成果展現，在『鳴鐸走透透』上留下珍
貴的紀錄，不僅為夥伴帶來成長經驗及服務機會，也
增進孩童的生活體驗，為孩童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三大特色：
（一）闡揚愛的教育

以熱忱學習，服務犧牲的精神，每學期兩次

的國小平時服務，寒暑假到各地區國小籌劃不同

的主題活動舉辦成長學習營，平時也設計課程到

純青基金會教小朋友，讓兒童因著我們獲得更多

更廣更深切。

（二）增添第二專長

藉由鳴鐸的社課，吸收到學長、姐的各種經驗，而非只有對於未來

想要當教師的人，才會有所幫助。即使未來想走其他不同於老師這條路

的，也可以經由我們的社課，擴充自己的能力，增加自己的第二專長。 
（三）提升人際關係

鳴鐸是一個大家庭，在這裡的喜怒悲傷，每個生命畫面，都將由你身

旁的夥伴們和你一起經歷，你將會體會到同甘苦共患難的感動，也會學習

到如何關懷、照顧身旁的他。

生活新點子，快樂POP！
熱情、有自信、才華洋溢！──明亮的黃與才氣的紫，這

就是我們點子POP的社團特色，以及每一位成員的自我期許。
在學校眾多各具特色的學藝性社團中，我們無疑是最親切近人的一

群。我們毫不要求任何基礎或複雜的美學構思，我們要的只是一顆誠

摯認真而積極學習的心！從最基礎開始學起慢慢地練習，由點出發連

接成線再構成面，你會發現自己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進步！從原本扭扭

捏捏的火柴人進步到超級可愛的Q版人物漫畫，從原本單調的剪紙勞
作到配色漂亮造型有趣的造型拼貼畫，從原本寫了十幾年看得厭煩的

手寫字練得一手精彩華麗的各種海報字體。難嗎？一點也不難！

那是一種樂活的藝術，又或是最可愛的魔法⋯ ⋯當你完成並展開
自己手製的海報、卡片或紙藝品細細檢視，肯定會感到一股驕傲和成就

感！因為你知道世上不可能會有第二樣一模一樣的東西了，

這是你的心血、你的作品──從配色到剪貼，從字體到

裝飾，每一筆每一處細節都是你經手設計、幾經嘗

試、親手製作。這世上怎麼可能會有第二樣完全一

樣的作品？不論是誰或電腦都模仿不出來啊！成就

感油然而生！而這正是我們點子POP希望帶給每一
位成員、夥伴與朋友的，名為「創造」的自豪和

喜悅！

特色
何謂大眾傳播呢？大眾傳播意指「公開傳播之媒介」，舉凡每天閱讀的報紙、

雜誌、刊物，觀看收聽的新聞、網路、廣告、廣播電台，甚至滿足內心娛樂的電
影、音樂，等等都可以是大眾傳播的範籌哦！而我們社課內容就是包含刊物編輯、
攝影技術、廣告設計、新聞報導⋯等等各種大眾傳播領域方面的課程。

◎刊物發行

大眾傳播社在市北教中其中一項主要的任務即是發行校園系列刊物！每個星期一
發送的「校園每週報」和每個月的「月刊」與期刊「校刊」都是我們發行的哦！

◎擔任校園記者

校園記者要帶給大家真實的事件狀況或是重要訊息，因此我們可以向
學校爭取到演唱會、體表會、社團招生表演等等熱門活動的前排座位的
保留，就不用辛苦跟著排隊，而錯過精彩畫面，甚至還可能可以到後台
報導幕後花絮或供餐的好處。此外，在你跑新聞的同時，還可能跟各處
室的組長、主任甚至校長打好關係，增加你的人脈！

◎提升你的職場競爭力

在現代社會裡，若只學習課堂上的知識是絕對不夠的，更重

要的是要多參與不同的活動，以培養日後職場的競爭力。在大眾

傳播社，可以學習到編輯實務、拍片、口才訓練等等各種不同的技

能，絕對可以讓你在歡樂學習到新事物的同時，增加你的職場競爭力。

　　剛開始要體驗大學自由多元生活的你，可能想要透過社

團活動、志工服務、課業學習或談戀愛讓自己的生命中留下獨

特且深刻的回憶，豐富自己的生活，楓帆義工將是你最好的

選擇，他能讓你一次滿足社團活動及志工服務的需求。

楓帆是For Fun學習，快樂助人，開心服務，愉快成
長的社團。除了協助學輔中心辦理各項行政事務及相關活

動，並將溫暖及愛心傳播到校園各個角落。更重要的是在

這不僅能培養多元能力，還能累積服務學習時數，誠摯的歡

迎你加入我們溫馨的大家庭。

我們像是學輔中心的種子，將助人的心散播開來，也從中

得到更多的學習。在這不僅可以助人、自我成長，還可以學到與人

共識合作的方法與態度！歡迎熱心助人、有意願的學生加入我們！

100學年度上學期相關活動

9/29（四） 楓帆義工迎新茶會

10/1、2（六）（日） 楓帆義工訓練－
「我的秘密基地」探索體驗工作坊

9/21∼10/19（三） 星光電影院系列講座

10/11.18.25.11/1（二） 新生活創意開發團體

10/13.20.27.11/3（四） 楓帆義工訓練－「我想更懂你」同理心團體

※楓帆小屋： http://www.wretch.cc/blog/forfengnew

我們是一個歡樂溫暖的大家庭，舞風多元不侷

限，不管是你或妳，不論有沒有學舞經驗，就算你自認肢體殘障、手

腳不協調，還是可以一起來開心練舞動動BODY！！！享受揮汗的快
感∼∼∼盡情揮灑大學青春生活！！！

想學帥氣滿點的HIP-HOP？G-HIPHOP？震來震去的POPPING機械
舞？就來熱舞社吧！！！這裏有一群機器男子跟你一起操震點！

而美女們不用擔心，也有性感撩人的GIRL STYLE唷∼∼∼
趕快來扭腰擺臀、雕塑身材吧！

這學期的社課我們請到知名舞團Maniac成員黑妹的妹妹－黑嘉
麗，帶領我們進入嘻哈的世界，還有機械舞無敵強棒－村民老師教導

POPPING！

心動了嗎？那就快快加入熱門舞蹈的繽紛世界嘍～

禮拜一：HIPHOP
禮拜二：POPPING
禮拜四：團練
第一堂社課在10/17（一）晚上18:00　
                       公誠樓一樓與你不見不散！
社長：心諮三　林沛潔　0911285596
 副社：視藝二　廖思旻　09125836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