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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級體育表演會　運動 one里陸，青春好態度
 ◎體育學系

105年 12月 9、10 日晚上七時，本校體育
系 106級的體育表演會，於體育館正式展開。 
體育表演會從體育系第一屆畢業生（86級）創
辦至今已邁入第 21年，為本校每年校慶重點節
目。本次體表會以「運動 one里陸，青春好態
度」為精神指標；「one里陸」象徵 106級，而
整個 SLOGAN有「人生如同一趟旅程，勇敢追
尋自己的夢，把握青春、把握當下」的涵義。

本屆體表會的表演型態以「旅」為主軸，

表達壯遊大學四年的學生即將走出校園、步入社

會的心情，同時希望此次表演能讓觀眾身歷其境，

與我們共同體驗這趟旅程，看見運動的奇妙。表

演中體現了運動的特性及身體展演的極限，並結

合此次「旅」的主題，藉由世界各地的元素結合

不同運動介紹給大眾認識，讓觀眾在表演過程

中，充分理解認知運動員的精神及在舞台上活力

的一面。此外，我們透過展演，以表演的角度重

新詮釋運動，並呈現平日的訓練成果，期望貼近

每個人的日常生活，提升社會的運動風氣。

藉由 PE106航班的起飛，透過串場人物
（旅行者）的領航，開啟

這場聲、光、力、美交會

的體育表演會，見識了穿

梭異國旅程中各式精彩壯

麗的節目內容。

 日本—鼓動青春

以日本傳統打擊樂器，展現出太鼓，以道

至上、身心合一的專注，配合著太鼓座員的精

神喊聲，以振奮人心的演出揭開體表的序幕。

 挪威—極光旋麗

溜冰塑造出寒冷的意象，配上電影〈冰

雪奇緣〉的音樂主題，隨著溜冰的舞動，帶領

觀眾進入這個寒冷的國度。目眩神移的隊形變

化，結合彩炫的燈光效果，舞出璀璨極光。

 希臘—SPATAN SPIRIT

斯巴達的勇士精神，如同國北體育系男生

背負疊羅漢的使命─成為一名勇士，勇敢奮戰。

而場地、疊羅漢的演出以斯巴達士兵對抗波斯大

軍的經典戰役─溫泉關之役，展現體一男生破釜

沉舟、背水一戰的決心。

 ▲體育系男生展現勇士精神。

 美國—牛仔很忙

充滿神秘色彩的牛仔，同時象徵著濃厚的

美國英雄主義，以體操跳箱動作結合高速的奔

馳，化身為美國西部牛仔，帶給觀眾趣味又刺激

的演出！

 中國—止戈為武

用劇情引入古早農業社會時代，農民為保

衛家園，健體強身，逐漸發展出武術套路，以

旗、刀、劍、長拳、空手道及雜技動作等各種元

素的表演，帶出止戈為武、自我防衛、化解衝突

的精髓。

 
▲

再現傳統武術精髓。

 ▲串場人物─旅行者，貫穿

主軸，讓觀眾如同身歷其

境一般經歷這趟旅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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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世紀之戰

旅行者帶著觀眾來到羅馬神話博物館裡。

勇士雕像的肌肉線條敘說著身體鍛鍊的成果，眾

神則以超群的力量與技巧，展現出力與美。舉

重，正是展現力量的代名詞，以此為主軸，並配

合分解動作，瞭解其訓練方式。最終，宙斯以單

槓舞現身，震撼全場。

 ▲以神話故事表現「舉重」運動項目的力與美。

 美國—Frisbee all-star

源於美國加州的飛盤，以不同的技巧，舞

出多變的飛行軌道，宛如流星雨般的光彩奪目。

極限、花式接盤、擲盤擊破，有別於大眾認知的

飛盤演出，將氣氛帶至最高潮。

 臺灣—泰雅織美

象徵臺灣文化之一的泰雅舞蹈徜徉在節奏

明快及悠揚的旋律中，婦女善織，勇士剽悍。配

刀為男人的生命，織布則是女人的天賦，讓觀眾

在輕歌漫舞間體會這渾然天成的泰雅織美。

 牙買加—黃色閃電

牙買加選手血液裡流淌著速度與爆發力！

除了突破以往場地限制的標槍投擲秀，以腳步訓

練、欄架、跳遠動作的展現，帶領觀眾跟隨他們

的腳步一起享受田徑王國的極速快感！

 外太空—鈴度空間

燈光鈴化身於穿梭異次元中的魔鬼，充滿

千變萬化，隨著神祕的力量，進入奇幻的零度空

間。

 運動萬里路 青春好態度—BRAVE

配合此次表演會主題，將表演者包裝成為

空少空姐的造型，運用四個幕次呈現出大學四年

的旅程。第一幕男女提行李箱的合舞代表著剛進

體育系時懞懞懂懂探索的新鮮人，帶著期待的心

情上飛機通往未知的旅程；第二幕女舞展現出堅

毅不拔勇敢面對挑戰，以及體育系不怕苦的精

神；第三幕男舞用重節奏的旋律，呈現出男生扛

起重擔勇往直前向前衝，天塌下來也要扛得拼

勁；最後第四幕的全班大合舞，展現體育系團

結、青春、活力的態度，運用舞蹈呈現出體育系

四年來的青春之路！

 ▲展現台灣原民特色的泰雅舞蹈及

編織之美。

 ▲展現體育系學生團結、青春、活力的大合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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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鏡魔境兒童戲劇教育工作室年度公演　傳達「尊重、平等」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本校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魔鏡魔境兒童戲

劇教育工作室 2016年度公演〈森林法庭〉已於
105年 12月 20日在臺北市政府親子劇場圓滿落
幕。今年以「尊重、平等」為主題，在看似充滿

正義的森林和平公約中，其實隱藏著許多不合理

的內容和不對等的關係，當熊族被趕出森林後，

人類開始一連串的詭計，直到被揭穿並受到樹神

的詛咒，才懂得尊重森林的每一個生命。今年的

劇本突破以往演出形式，將較嚴肅的法庭和法律

議題搬進充滿想像的森林中，希望能一年又一年

帶給觀眾全新的體驗。

魔鏡魔境成立至今，已邁入第十六個年

頭，每年的九到十二月晚上，行政大樓七樓幼教

系的教室總是燈火通明，不論是為了偏遠地區孩

子演出的「下鄉公演」，或是十二月推出全新自

編劇碼的「年度公演」，木板教室裡的導演和演

員總是不停歇的排練；走廊上的道具組努力地製

作出大型布景和所有小道具；錄音室傳來陣陣的

樂曲，是音效組竭盡全力創作並不厭其煩修改的

歌舞音樂；服裝和化妝經由不斷的細修為的是能

夠呈現最佳的舞台效果給觀眾；燈光組更是要在

每次的排練中精準搭配各種燈光效果為演出增添

更多風采！除此之外，總是在各個單位間忙進忙

出的行政團隊，必須細膩地打理一切幕後工作，

使舞台組能夠安心演出。

即使所有參與演出的學生都沒  有戲劇相關
的背景，卻能夠憑藉對兒童戲劇的熱情，從行政

到舞台一手包辦，過程中雖然跌跌撞撞、有笑有

淚，但當演出結束，舞台大幕落下的那一刻，聽

著觀眾的歡呼和掌聲、看著孩子們興奮地討論故

事角色時，所展露的笑容時，這就是魔鏡魔境一

直走下去的動力，透過傳承與支持，成就每一年

度的公演！

數位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專題展盛大展出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本校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

計碩士班）105學年度第 1學期期末專題成果展
於 105年 12月 20日在本校篤行樓 1樓川堂盛
大展出。這個一年一度的畢業專題展活動，是數

位科技設計學系大四學生，在校內分享自己專題

作品的亮相機會，今年作

品具有多樣化特色，有單

人電腦、多人對戰遊戲、

橫向卷軸的手機遊戲、飛

行射擊遊戲、音樂體驗遊  ▲參展學生解說自行組裝 3D
印表機作品設計概念。

 ▲森林終於恢復和平美好，大家要一起守護

森林喔。

 ▲〈森林法庭〉全體演員與觀眾合照。 ▲籌備期間，為了舞台燈光

效果進行討論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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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VR的電腦遊戲、手機遊戲、動畫，更有手
機操控電腦的軟體，五花八門，包羅萬象。但除

此之外，更有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碩一以及

碩二的學生們所做的作品。其中，有自製的遙控

車、遙控飛機、桌上遊戲、VR的手機、電腦遊
戲，還有自己組裝、調整的 3D印表機，每一樣
作品都傳達著設計者的創作理念與想法。

 ▲觀展老師親身體驗學生自製 VR遊戲作品。

 恭喜 104學年度教學優良獎獲獎教師   ◎教務處課務組

系所 教師姓名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 吳君黎

教育學系 林偉文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魏郁禎

臺灣文化研究所 林淇瀁

語文與創作學系 李嘉瑜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林義斌

體育學系 陳益祥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賴慶三

 賀！本校運動代表隊（含校友）榮獲國光獎章 
獎章 獲獎事由 獲獎同學

國光獎章

三等一級

第 13屆亞洲空手道錦標賽
女子個人對打 55公斤級以下　金牌

105級文姿云

國光獎章

三等二級

第 13屆亞洲空手道錦標賽
男子個人對打 60公斤級以下　銀牌

105級劉仲強

國光獎章

三等三級

2015 IKF 世界合球錦標賽 季軍

98級郭佳豪
99級吳俊賢、黃麟帆
100級曲書平 
101級黃丹臨、陳沁
102級林思宇、全盈燕
106級陳俊達、林雅雯
107級吳書安

第 13屆亞洲空手道錦標賽
女子團體對打　銀牌

105級文姿云
107級溫子萱

 ▲張新仁校長（中）頒獎給教學優良獎獲獎教師（右

起：賴慶三、林淇瀁、林義斌、林偉文、李嘉瑜、吳

君黎。魏郁禎、陳益祥老師因故無法出席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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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全國語文競賽本校獲獎名單 
獎項 名次及獲獎學生

國語演說 第二名　兒英二杜菲比

閩語演說 第四名　教育三閔裕宏

客語演說 第三名　語創二楊創雲

客語朗讀
第一名　文產二利安禾

第四名　語創四曾宜婕

國語字音字形
第一名　語創二古沁玉

第六名　藝設四陳柏憲

客語字音字形
第一名　兒英三陳冠穎

第二名　特教四陳宜平

寫字 第二名　特教三朱育霆

教育大學及教育學院組團體獎 本校榮獲第三名

 校園榮譽榜 
系所單位 榮譽事蹟 /得獎名單 /作品

總務處環安組 本校榮獲行政院環保署頒發 105年環境教育補（捐）助成果發表會績優獎。

教育經營與管理

學系

日間碩士班畢業系友呂紹弘高中 105年高等考試二級考試教育行政類科榜首。

日間碩士班二年級丁氏秋同學榮獲新住民語文教案競賽活動越南組第三名。

特殊教育學系

夜碩班畢業系友陳盈臻榮獲國家圖書館 105年度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獎助。

105級畢業系友吳溫仁榮獲教育部全國教學 APP市集「2016年度─主題學習 APP地圖徵
選」活動「優等」。

文化創意產業經

營學系

大學部三年級何名柔、陳惠君同學參加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105年愛尊重影
展」獲得入圍。

數位科技設計學

系

大學部三年級陳亮宇、黃亮凱同學入圍「臺灣大學電影獎」。

入圍項目：最佳剪輯、最佳演員

作品名稱：迪迪海

榮獲 2016第 21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經濟地理資料庫服務應用組─應
用系統主題」佳作

參賽同學：本校玩遊碩班二年級溫存立、古兆鈞、袁鼎皓同學；文化大學張文馨同學

作品名稱：食在安心

指導教授：本校林仁智老師；文化大學李亦君老師

玩遊碩班二年級張晟恆同學榮獲經濟部工業局舉辦之「3D列印夢想家競賽」「未來生活
創意用品設計組 」最佳創意獎。
作品名稱：177.蜂蜜勺
指導教授：巴白山、楊孟哲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