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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欄學校活動快訊

可以將滑鼠移至四個角落
拖曳翻頁或是直接點選照
片進入頁面喔～
點選BACK即可返回目錄～
頁面中游標變成小手的話
還可以直接點入連結至相
關網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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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活動快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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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畢聯會 即日起至 12/20( 一 ) 全校
101 級畢聯會 

畢業主題徵文活動

詳情請見
http://activity.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1113001

計網中心 12/8( 四 )-12/15( 四 ) 全校 100 學年網頁設計比賽

詳情請見
http://computer.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news201112010001

視藝系 12/5( 一 )-12/21( 三 ) 9:00-17:00

藝術館第一展廳
勤樸樓第二展廳

市師藝廊
學生餐廳

視覺藝術學系系展
《藝視界》

體育室

報名 :即日起至 12/12( 一 )
6:30-7:50
12:00-12:50
17:00-20:50

游泳池櫃臺

體能檢測開跑 !!
詳請請見
http://pe.tmue.edu.tw/front/bin/
ptdetail.phtml?Part=info11120201

檢測 :12/20( 二 ) 14:00-16:00

計網中心 12/13( 二 )-1/15( 日 )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

教師教學意見網路調查

詳情請見
http://ctld.tmue.edu.tw/front/bin/
ptdetail.phtml?Part=new11120014

計網中心

線上作答：
12/12( 一 )-12/19( 一 )

抽獎：12/21( 三 )
公告得獎：12/24( 六 )

資訊健檢 e起來 
有獎徵答活動

詳情請見
http://computer.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news201112090001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3001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3001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3001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12010001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12010001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12010001
http://p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20201
http://p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20201
http://ctl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11120014
http://ctl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11120014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12090001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12090001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1209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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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欄
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課務組
為慶祝本校 116 週年校慶各項活動，全校停課時間 
一、100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12:10-15:00 舉行創意啦啦隊競賽，全校停課 3小時。
二、100 年 12 月 24 日 ( 星期六 )舉行全校校慶典禮暨運動會，進修在職專班停課 1天。

學務處

徵求中正紀念堂 1/11 全日義工 (可抵服務時數 ) 
主題 :第 22 屆街友暨獨居老人尾牙
 時間 :101 年 1 月 11 日 ( 三 )7:00-15:00
 地點 :中正紀念堂
 需求人數 :1500 人
 工作內容 :
 1. 攤位物資發放
 2. 進出場秩序維持及引導
 3. 攤位秩序維持及引導
 
報名聯絡人 :王翠蘭 電話 :23113040#1201 或至學務長辦公室洽王老師

學務處

臺北市景美國小急需公共服務學生 
服務時段：自 100 年 12 月 19 日起至 101 年 6 月 30 日止，每天以 2~4 小時為原則，分為上午及下午時段。
公共服務內容：學校公文上架歸檔、公文系統登錄
聯絡電話：（02）2932-2151 分機 133   文書組何組長
地點：臺北市文山區景文街 108 號 

計網中心 12/12(一 )中午12點 ~下午4點因機房防火牆升級作業，屆時全校網路會稍有不穩定之情形，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Q：請問對啦啦隊比賽或是體育系有什麼建議？

A：希望只要參加者都可以補助一點經費或是都有獎品

Q：請問有想在哪裡練習或是有什麼建議？

A：希望可以早點安排各系時間表，這樣才能有助於輪

流在司令台練習的機會。 3

各系啦啦隊專訪 採訪 &撰文 :體育系同學

體育學系

資訊科學系

　　1、2、3、4、5、6、7、8！ 2、2、3、4、5、6、7、8！

3、2、3、4、5、6、7、8﹒﹒﹒

　　打拍子的聲音不絕於耳，相同的動作跳過一遍又一遍，

慢慢刻劃出最完美的每個動作、每個轉身與移位。汗水滑

過臉頰，身上的衣服乾溼來回數遍，同學們互相加油的聲

音此起彼落，個個反覆比畫著希望自己能夠更接近完美！

　　他們是今年 100 學年體育系大一的新生。全班排除萬

難，利用課間短短一兩個小時的零碎時間，找個空地，可

能司令台、或者空間大的教室、更可能只是校園不起眼的

小角落，他們都能跟著拍子手足舞蹈起來。

　　他們也偶有摩擦，偶有爭執，偶爾不愉快，但都能暫時

將私人情緒放下繼續擺動體魄，揮灑汗水。看著他們疲

憊的臉，問他們會不會累，他們卻只是天真的笑著搖搖

頭。練習的辛勞不在話下，他們卻沒有怨言的只求自己

能盡全力付出！這群孩子，深刻瞭解成功的背後來自不

斷的練習，所以認真的埋首投入；完美的呈現來自日積

月累的點滴磨練，所以一直努力不懈。

　　不管冠軍獎落誰家，這段日

子大家聚在一起奮鬥的過程比一

切都珍貴，一起努力的收穫遠遠

多更多！憑著這股熱忱與認真的

態度，相信付出的一切都會值

得。孩子們，加油！承載著大家的冀望繼續用力飛翔

吧！

Q：請問在練習過程中有遇到什麼困難

及問題？

A：最大的問題就是人數永遠不會到齊，

還有男生太多女生太少。

【採訪者：馬思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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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

中國語文學系
道具組 -

Q1: 請問你們要用什麼方式呈現 ?

A:”出航”是他們想呈現的背景 , 品格教育

就像出航的過程中會碰到很多狀況 , 人格也

是需要從成長過程中慢慢培養 , 可能會出現的服裝跟道具 - 手水

服 ,舵 ,槳 ,飛魚 (當背景 )。

表演組 -

Q1: 練習的過程中遇上最大的困難 ?

A1: 換教練的問題 , 所有東西要重新學 , 原本可能有兩個月的時

間準備 ,現在可能只剩一個多月 ,大家也必須更多花點心力學。

Q2: 這次比賽對自己的期許 ?

A2: 快樂的跳舞 , 不要為了參加兒參加 , 享受過程 , 回憶就那麼

一次,「上場用力的跳吧!」這是老師給英教系每個人的一句話。

Q3:最具代表本系的口號:EIEI,航行國際,乘風破浪,勇奪第一。

因為換教練所以這個採訪請新教練幫忙完成。

英語教學系

負責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活動，只是我

們人數少了一點 (22 個人 )，希望學校可以給

我們多一點人，不然到了大二我們可能還要繼

續跳下去。

Q1: 你覺得其他系會對你們造成威脅性嗎 ?有沒有信

心擊敗對手 ?

A1: 某些系會啦 ! 不過，不會有

什麼影響。至於擊敗對手……能

保持在中間就好。(苦笑 )

Q2: 前陣子新聞報導因為練習啦

啦而造成意外，那你們在練習技巧上會不會造成恐懼 ?

該如何克服和加強安全措施呢 ?

A2: 畢竟學校是走創意路線，而不是競技風格，不過在

此還是會做好防護措施，會督促好做好暖身和保護。

地球環境暨生物資源學系

負責人 :我們很自由，練習上都沒有什麼較大的問題或是困難，

只是時常找不到場地可以練習。經費部分還不至於很困難，因為我們

沒有請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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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請問啦啦隊練習時，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A：場地及設備。學校可以練習的地方有點少 ( 如圖 )，每個系都要搶場地，設備也有些侷限住，練

習起來真的很辛苦。

Q：啦啦隊練習覺得團隊默契如何？又要如何增加團隊向心力？

A：史地系覺得練得很開心！團隊默契也不錯！如果學校可以多贊助點金錢會更好！獎金使他們更有動力！

歷史與地理學系

道具組 -

Q1: 請問你們要用什麼方式呈現 ?　

A1: 音樂會 (音樂家 )。

Q2: 過程中遇上什麼困難 ?　

A2: 難以和教練連繫。

表演組 -

Q1: 請問你們要用什麼方式呈現 ?

A1: 我們會用可愛有活力的動作 , 展現我們活潑有朝氣的一

面。

Q2: 練習的過程中遇上最大的困難 ?

A2: 沒問題 ,全力以赴。

Q3: 這次比賽對自己的期許 ?

A3: 延續幼兒教育學系的傳統 , 我們要將努力不懈的精神傳

承下去 !

Q4: 最具代表本系的口號 :市北幼教 ,we are no.1。

幼兒教育學系

【採訪者：簡微禎】

特殊教育學系

Q1: 對於這次啦啦 "品格力 "的主題，你們是如何

呈現的呢 ?

A1: 我們以中西合併的風格

呈現多元文化相互尊重及其

間的融合，對於不同的事務

抱以尊重包容的心，我們想

這就是我們心中的品格力。

Q2: 你覺得其他系會對你們造成威脅性嗎 ?有沒有

信心擊敗對手 ?

A2: 我們會盡我們最大的努力去爭取勝利，姑且不

論其他系，人最重要不是要超越他人，而是要超越

自己。

108 期為本學期最後一期囉 !大傳社預祝各位師長及同學們聖誕及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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