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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心理與諮商學系從民

國 87年創系至今已經邁
入第 17 年，已有 13 屆的大
學部系友以及 13屆的碩士班
所友。為了促進畢業的系所

友們的感情聯繫以及提供交流

機會，本系在去年配合 118周
年校慶舉辦了「系（所）友會

成立籌備大會」，邀請了大學

部以及碩士班部分系所友代表

召開籌備會議，先行擬訂系

（所）友會的組織章程草案以

及規劃第一屆系友回娘家活

動。 
103年 12月 6日活動當天不

僅有 70位左右系所友回校熱

情參與，還有本系多位退休及

專兼任教授們共襄盛舉，氣氛

相當熱鬧溫馨。大會先進行系

（所）友會會長選舉，在一致

的掌聲下通過由大學部 95級
的黃炳勛擔任會長，相信往後

心諮系系友會的運作將日漸上

軌道，期待未來能定期舉辦系

友回娘家活動讓系所友們回來

母校，除了交流近況以及聯繫

感情外，也希望聽聽系友們對

系上的建議或想法，讓心諮系

可以更加茁壯！ 
後續活動在系學會同學的

精心安排下，從逗趣的師長介

紹開始，接著播放了本系成立

至今的影片回顧，當年啦啦隊

比賽的影片引發台下相當大的

迴響，大家紛紛發出驚嘆，懷

念起當年青澀的自己，緊接著

大一學生表演重現了當年學長

姐流傳的各式團康活動，氣氛

最熱烈的環節為邀請台下老師

以及學長姐共同上台回味「第

一支舞」！最後是心諮系的

Q&A比賽，台下系友莫不絞
盡腦汁回答問題，答對者即可

獲得與系上教授合影的簽名拍

立得，回答問題之際也讓系所

友們更了解心諮系這些年的變

化。

◎秘書室校友中心

　林智遠

◎心理與諮商學系
心諮系第一屆系友回娘家大合照

本校 119 周年校慶，「傳」為主
題，除了象徵本校傳承師資培育

的精神即將邁入 120周年的生日以外，也結合了「傳好球」
的活動，希望人人都能傳一顆感恩的心、傳愛、傳好球，將

愛傳至偏鄉。103年 11月 26日，傳好球活動結合校慶運動
會，於校慶運動會開幕前，邀請校長於本校鐘樓進行開球儀

式，由芝山大使主持，詞曲創作社演唱傳好球的主題曲「傳

一顆好球」（傳好球音樂主題曲甄選第一名）。由校長開

球，傳給第一位同學，接著 16個系學會的會長穿著系籃球
隊的隊服，將球接續傳出，作為校慶系列活動的開幕，也象

徵把愛與感謝傳遞出去。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張新仁校長傳出好
球，象徵把愛傳出去

本校體育學系 104級體育
表 演 會 於 103 年 12 月

5、6日晚上七點在本校體育館
開演，由張新仁校長、楊志強

副校長及體育系李加耀主任聯

手啟動開幕儀式。

體育表演會由體育系第一屆

畢業生（86級）創辦，今年邁
入第 19年，為本校每年校慶
重點活動之一。

今年體育表演會的主題是

「Flying異世代，Fun出新體
態」，用熱愛運動的心情發展

一個新世代，並以表演的方式

呈現球類運動、墊上運動、疊

羅漢、舞蹈、旗鼓和扯鈴等節

目，展現出體育人的精神及在

舞台上最耀眼的一面。此外，

透過表演詮釋運動並提倡運動

融入生活之願景。精彩內容如

下：

旗鼓震天：鼓與旗在古代

的戰爭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

色，旗手舞旗，士氣凌人；

鼓手擊鼓，威震四方！表演

引人入勝。

Running man：田徑運動為奧
　 林匹克精神的化身。以有節
奏的步伐訓練，配合隊形變

化表現出田徑的技巧與速

度，活力十足。

最佳拍檔：排球是由五項

基本技術所組成，分別為高

手，低手傳接球，發球，扣

球，攔網等五項，此五大技

術環環相扣，必須熟練才可

達成比賽之目標。

猩球崛起：為提供安全的表

演環境，鋪收墊子是體育表

演會重要的一環。大一新生

以快速的鋪收技巧並融入劇

情元素完成這重要的任務！

The power of a moment：人
類擁有極為獨特的身體，能

夠隨心所欲擺出各種美麗動

作，展現我們瞬間的力量，

是一場力與美的表演。

沙漠奇蹟： 旅程來到埃
及，處處聳立著金字塔奇

觀，讓我們一同揭開這沙漠

中的神秘面紗！

武魂：左拳為鋼，破天地物

碎斷人腸；右拳為鐵，衝破

防禦直取心房，腰際白黃棕

黑襯印一身膽魄赤紅，手掐

形意，斷開一絲一毫迷惘，

展現空手道的體育美學。

舞限：藉由舞者延展肢體

所呈現的美，自由無拘束的

舞步，仿佛帶我們脫離忙亂

現實的生活。

跑跑薑餅人：大家都不知

道可愛逗趣又有靈活身段的

薑餅人，其實也有ㄧ個秘密

武器—那就是體操，活潑

逗趣的表演，令人激賞。

輪動國北：花式的技巧和

默契的配合，搭配音樂與燈

光的變換，和我們一起享受

極限運動的快感！

決戰時刻：手球是一種團

隊球類運動，需具備快速的

判斷及強大身體對抗性。本

項演出展現了中華隊在國際

手球錦標賽中，努力練習的

成果！

迪士鈴：扯鈴搭配迪士尼經

典動畫的主題曲，譜出迪士

鈴世界，十分有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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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了三個月的收件，數千件作品

參賽，十一位專家審查，第十三

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麋研齋全國硬

筆書法比賽」選出了包含教師組、大專

組、高中組楷書、行書，以及國中、國

小高年級、國小四年級、國小三年級楷

書等十組，每組前三名、優選五名及佳

作十名，合計近兩百名得獎者。

本次頒獎典禮於 103年 12月 6日於
學生活動中心 405室舉辦，許多得獎人
皆與會，也有許多家長陪同子女出席，

現場歡騰熱鬧。在張春榮老師、林進山

校長致辭後逐一頒獎。除了獎狀外，另

有豐厚的獎品，以及歷屆麋研齋硬筆書

法比賽得獎作品集，鼓勵得獎者繼續精

進。評審老師表示本屆水準較往年高，

因此有些獎次多入選幾位，以為鼓勵。

教師組得獎人陳豔瑜老師發表感言，鼓

勵諸位學生們能夠持續在硬筆書法上琢

磨精進。

天氣漸冷，然而位居臺灣

內陸的南投縣校友活動

卻顯得熱絡，於 104年 1月
17日在草屯鎮雙冬好味土雞
城舉行理事改選及第六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會議開始前，校

友會精心安排一場美感知性之

旅，讓校友們先行徜徉藝術殿

堂。會議報到時，校友們都拿

到一份由四位南投縣校友親自

揮毫的春聯，在預祝新春愉快

的賀聲中，似乎已經嗅到年味

的喜氣。

本次會員大會旨在改選理監

事，傳承會務，交棒給其他同

樣熱心服務的校友，繼續為南

投縣校友聯絡感情及會務推展

盡一份心力，也為校友與母校

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會議首

先由第五屆理事長陳景元校長

主持，感謝會員們的支持使得

會務順利推展，總幹事陳建佑

校長接著做會務報告，本校校

友中心林智遠先生亦代表母校

及校友總會獻上祝福與感謝並

致贈摸彩禮品及獎金，讓校友

們感覺到母校的關心與支持。

接下來就是重頭戲—選舉新

一屆理事長，最後在投票、計

票後，由平林國小黃春華校長

雀屏中選，而黃校長也表示會

延續優良傳統，持續為大家服

務。大會另一個重頭戲「摸彩

活動」，結合了農曆年末及新

曆年初的年節氣氛，鼓勵會員

們捐出禮物後，再以摸彩的方

式互動，當別人抽到自己提供

的禮物時，上前與獲獎者合影

寒暄，席間笑聲不斷，融洽的

氣氛讓人感受「一日北師人，

一世北師情」的濃厚情感。 

天寒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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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投縣校友會舉行理事改選及第六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校友出席踴躍

南投縣校友會
活動熱絡舉行

會感性溫馨感性溫馨

◎體育四林軒霈
104 級體育表演會 Flying異世代 Fun出新體態

  沙漠奇蹟（疊羅漢）表演，

由體一新鮮人齊心齊力完成

  現代舞步展現肢體美及自由感

  本屆參賽者
水準獲得評

審老師肯定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本校 119 周 年
校慶公益園

遊會於 103 年 12
月 6 日舉行，為
配合「傳好球」

的募款活動，共

計有 56個攤位、
8 個社團表演，
攤位的清潔費收入皆作為公益基金，以利投入寒暑假服務梯

隊運作。園遊會內容計規劃分四大區域，分別為：靜態市集

區：開放本校學生、教職員申請擺設攤位，風格多元；美食

區：販賣簡單的輕食、飲品；舞台區：邀請本校社團參與演

出，做三小時的持續接力展演，以及畢業生市集：由畢業生

聯合會召集的 20個攤位，販賣文創與手工製品。

攤位 元多 表演 彩精

  園遊會前一天晚上的
校慶公益音樂節，楊志

強副校長開幕致詞

  園遊會當天張新仁
校長與楊忠祥學務長

一同拜訪各攤位

華語文中心外籍生也共襄盛舉參加

119周年校慶園遊會活動，一共
準備了 2個攤位，分別是法式可麗餅、
義式提拉米蘇及人體彩繪。園遊會開始

前幾天，外籍生們就分工合作地採買原

料及製作餐點，園遊會當天更是努力的

招攬客人，希望大家可以品嘗他們家鄉

的點心。這項活動不僅是賺外快的機

會，同時也是磨練中文的好時機。面對

四面八方而來的顧客，不僅要能解說販

賣的餐點內容及特色，還要學習推銷

讓客人願意嘗試。一天活動下來，每

位學生荷包及精神上都收穫滿滿！

  外籍生聯合推出
的法式可麗餅，
相當受歡迎

外籍生共襄盛舉 收穫滿滿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