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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芬秋色 
—記本系62級畢業後45週年同學會 

⽂/62級系友周天賜   編輯/邱芳柔   照⽚提供/周天賜 

    感謝永遠的班長林⼀真的協助，讓本次同學會
的值⽇⽣周天賜能順利於107年4⽉19⽇入住南投梅
峯台⼤山地農場，完成明潭梅峯同學會之旅兩天的
踏勘，平時農場至少要6⼈始能成⾏。臨⾏前有⽟兔
颱風的風聲，幾經連絡，10/29於Line宣布：「10/31
（星期三）除非宣布陸上颱風警報，⾏程照舊。」
終於三天的⾏程風和⽇麗，平安完成。 
   10⽉31⽇（星期三）9:00台中⾼鐵站集合，13位都
到齊，搭⾦昌公司⽼闆兼司機曾鴻昌先⽣的中巴。
10:30抵農委會茶業改良場⿂池分場，這裡是台灣最
早引進印度阿薩母紅茶的，⼀下⾞解說員梁煌義先
⽣招呼⼤家到「台灣紅茶的故鄉」巨⽯前，居⾼臨
下⿃瞰⽇⽉潭的靜、淨與靓，好多⼈驚呼不已忙於
拍照，也品嚐梁先⽣準備的兩壺熱熱的紅茶，梁先
⽣熱⼼熟練地解說及回答多種茶樹的問題。惟⾃ 
104 年 4 ⽉起該場及各分場不再接受各旅⾏社安排
國內外⼈⼠參訪，欲參觀茶業改良場的民眾請於參
觀⽇前 2  
週與該場承辦⼈聯絡，經確認之後，申請⼈以機關
或單位名義正式公⽂提出申請，感謝系裡助教李和
青⼩姐及主任等協助以學校為名發參觀公⽂。 
   ⽇⽉潭教師會館舊地重遊，單其淦⽼⼤貼在Line班
版相簿貼⾸⾴的教師會館前民國62年畢旅全班合照
的⽩如樓仍在，我們住的是最新的迎賓樓。當天晚
餐後在⽩如樓B1聯誼廳開會，班長林⼀真開⼜就提
同學會是否要繼續辦，結果發⾔的同學都說繼續辦，
江瑞美及蔡克容賢伉儷主動擔綱明年同學會之旅的
值⽇⽣。會中有同學提問：為什麼有同學都不參加
同學會︖其實，⼤學四年⽣活應是⼈⽣⼗六年學⽣
⽣涯中最成熟最值得懷念的⾃我發展，我們是你最
好的兄弟姊妹，你不會來和我分財產，我也不會去
和你分財產︔有的是關⼼、傾聽與祝福，那怕是每
年短短兩三天的聚會也彌⾜珍貴，我們也開玩笑⼗
年後聚會集合時的笑話。在⽇⽉潭搭⾞參觀幾個旅
遊據點外，次⽇晨間三三兩兩另有湖濱漫步、騎腳
踏⾞等。 
    11⽉1⽇（星期四）10:00從⽇⽉潭教師會館驅⾞前
往台⼤山地農場，中途在清境農場國民賓館休息參
觀，並在⾒晴山莊擺夷風味餐廳午餐︔於13:30抵清
境附近的世外桃源—南投梅峯台⼤山地農場。14:00-
16:30由解說員曾祥霖先⽣（真想你）帶園區導覽森
林探索，⽩揚⽊步道深秋⿈葉繽紛，同學倚靠兩排

逾10公尺⾼⽩揚⽊擺出各種姿勢合照︔晚餐後18:30-
19:30⾃然⽣態簡報及採蘋果簡報，簡報員說：「待
會兒關燈簡報，打瞌睡可以，只要不發出鼾
聲，……」很多⼈都乖乖照做，我也不例外。因為
有點累及略有感冒，個⼈就沒有參加夜間觀察︔倒
是請櫃臺⼈員來為三樓四個房間開暖氣，因為當時
氣溫已低於攝氏15度。11⽉2⽇（星期五）清晨06:30
同學都已在⼤廳⾨廊集合，解說員曾先⽣帶⼤家在
附近森林步道早安賞⿃。早餐後08:30開始退房⾏李
上⾞，09:00開始這次來梅峯的重頭戲— 採蘋樂（蘋
芬秋⾊），很多⼈第⼀次採蘋果，有⼈路上就開始
嚐又新鮮又好吃的蘋果。最後上⾞前半個多⼩時，
曾先⽣帶⼤家玩環保⼤富翁，柏源兄敏捷身⼿演出
地上滾圈令⼈驚艷，⼩妹、克容、天賜3⼈這組得
冠軍，獎品各得環保卡⽚⼀張。12:30在埔⾥酒廠女
兒紅美食館午餐，餐後繞商場⼀圈阿禮請⼤家喝⽢
蔗汁。14:30抵台中⾼鐵站，互道珍重再⾒，祝 ⼤家
益壽延年不⽼春。 
    最後以永遠的班長林⼀真在Line的留⾔結束：「謝
謝值日生周天賜辛苦完成主辦今年日月潭梅峯同學
會之旅︐阿禮和阿合熱忱分擔財務、交通和分配住
宿︐王詩民還是笑臉為大家拍照留下珍貴回憶︐王
大嫂、柏源兄和真白每年出席、阿琴如美麗候鳥翩
然飛回︐彩雲和麗華默默付出成全︐小妹和蔡克容
優雅大度接下主辦棒更令人敬佩︕（柏源兄敏捷身
手演出真是驚艷啊）這些都將化成養份︐讓我們更
珍惜情誼︐更成熟有力量往前。謝謝大家六年來支
持同學會旅遊。明年由新主委小妹及蔡克容擔綱的
同學會之旅︐只要健康和時間能夠配合︐我們會歡
喜參加。先感謝︐如果有我能參與協助之處︐歡迎
告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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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頁摘要


⼆二版 系上動向

三版 ⺟母系楷模

四版 ⼼心輔活⼒力力

• 恭賀曾志朗老師獲得
「臺灣語言學學會」
終身成就獎。 

• 恭賀本系陳學志教授
榮獲本校108年度獎勵
學術卓越教師「特聘
教授」之聘任︐獎勵
期程為三年。 

• 恭賀本系宋曜廷、陳
學志、許維素、劉子
鍵、程景琳、王玉珍、
盧雪梅、張世華、簡
郁芩、張益慈等10位
教師及博士班研究生
榮獲本校研發處107年
度「學術論文暨專書
獎助。 

• 恭賀本系陳柏熹教授
榮任「中國測驗學
会」2018年第21屆理
事長。 

• 恭賀本系林正昌教授
團隊 於107年7月22日
榮獲科技部頒發第三
期高瞻計畫成果競賽
特優。 

• 恭賀本系陳學志、田
秀蘭、吳昭容、林旻
沛、許禕芳等五位教
授榮獲科技部107年度
補助大專校院「獎勵
特殊優秀人才獎」。 

• 恭賀本系朱芯儀(碩班
95級)與盧鴻文(博班98
級)二位系友榮獲2018
年11月17日「臺灣諮商
心理學會〸週年年會」
之「傑出心理師獎」。

系友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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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家興教授專訪 
⽂/編輯/照⽚/邱芳柔 

家興老師已於上學期退休︐雖仍有在系上兼課︐但大學部的同學可能較無機會上到老師的課。

因此本次系友會訊邀請老師針對大學部的同學們在求學中︐以及畢業季經常有的問題做訪談︐

期望能帶給同學們老師的勉勵。 
I. 台灣的⼤學⽣數量愈來愈多，

如果只有成績好是在就職的時
候是很難脫穎⽽出的，您認為
我們應該在在校期間多充實什
麼樣的經驗才能成為我們的亮
點呢︖ 

師：同學在⼤三⼤四時開始會關⼼
出路的問題，師⼤的畢業⽣在就業
的時候我覺得還是比較有優勢的，
（因為）師⼤在社會上印象較好，
所以師⼤畢業⽣會被優先考慮。特
別是⼼輔系，因為⼼輔系訓練扎實，
同學素質在入學時就已經很好了，
經過四年訓練出來以後，擔任輔導
⽼師等⼯作其實有很好的基礎，所
以同學們在找⼯作上可以不⽤那麼
焦慮。只是說看你是找公⽴還是私
⽴的學校，要是在北部或在南部，
應徵北部的公⽴學校可能競爭會比
較激烈，中南部的話我們系相對來
說就比較會被優先錄⽤。 
那既然是讀師⼤，我建議同學們有
機會還是要修教育學程，特別是將
來想要當中學⽼師的⼈，因為這樣
就多⼀個條件，應徵⼯作時，就可
以應徵中學⽼師。除非說很清楚⾃
身的⽬標不是要當中學⽼師，那就
可以不⽤修，去修⾃⼰有興趣的學
程。 
師：你如果問我說，在學校要充實
什麼經驗，我覺得是很難說的。在

我的理解裡，我是主張說，追求⾃
⼰的興趣比追求時髦的、流⾏的⾏
業或科系更重要，為什麼︖因為你
⼯作⼀做就是20年、30年，喜歡的
⼯作你做再久再累你都還是喜歡，
但如果興趣與⼯作沒有關係，做30
年那會很⾟苦。所以說，我沒辦法
告訴同學該修什麼課，喜歡的就去
修，包括參加喜歡的社團，多充實
實務經驗。 

II. 在⼤學⽣⾯臨就業、考研究所
與出國深造的問題上，您會建
議我們怎麼做出選擇呢︖ 

師：這個還是要看⾃⼰的⽣涯⽬標。
如果是諮商⼼理師那我會建議在國
內念⼼輔系碩⼠班，因為諮商⼼理
師考試應考資格有規定七⾨課，還
有兼職實習、全職實習，國內都有
安排好了，所以在台灣唸的話這些

都幫你準備好了，只要考得上研究
所，念個三年四年就有應考資格了。
那出國的話，以前可以回來⽤補學
分的⽅式補齊，但從106年的⼀⽉
⼀號開始不⾏了，如果在國外念，
國外的碩⼠班很少會配合考選部開
課，回來後不能補學分也不能補實
習，應考資格會是⼀個問題。
（MU有另外的安排） 
如果想當⼤學⽼師，那肯定要出國
比較好，⼤學教職也很競爭，出國
讀有外國語⾔的訓練，⽽且出國⼀
定要念博⼠，出國只念碩⼠就很難
應徵⼤學教職。⼤學⽣也可以透過
交換⽣來增加出國學習的經驗。 
所以還是回到前⾯，就是你的⽬標
要清楚，想清楚⽣涯⽬標，就可以
去規劃要充實什麼，選擇什麼就很
清楚。 
如果你的⽬標是當⾏動⼼理師，那
在國內累積經驗就很重要，要在國
內各種執業場域磨練，變成可以獨
當⼀⾯。 
⾼考裡⾯有⼀個⼈事⾏政，要是想
當公務⼈員考⾼普考是不錯，那你
要怎麼判斷這個公職跟你有關呢︖
你就去看各職類公務⼈員考試的考
試科⽬，只要考的科⽬裡有⼀科⼼
理學，那就跟你有關嘛。 
有些⼈其實是考上公務⼈員之後，
⽤公費的機會出國，所以也可以在
考上公務⼈員後爭取這樣的機會。 
III. 學⽣在學習時可能經常會⾯臨

付出的時間和收穫不成正比的
情況，想請問家興⽼師在作為
學⽣時，有沒有什麼讀書秘訣
可以透露給我們知道呢︖  

師：我們以前的年代，⼤學⽣的⽣
活單純，現在的⼤學⽣好像比較忙
碌，所以時間管理變得很重要，速
度變得很快速，現在電腦已經變成
⽣活⼀部分，事情要分輕重緩急。
我現在是⽤紙本的⾏事曆，可能你
們現在比較少⼈在⽤，都記在⼿機
裡。⽤⾏事曆來管理⽣活很有幫助，
我之前聽過紙本⾏事曆管理的演
講，⾏事曆除了記事情，還可以記
什麼呢︖比如紙本⾏事曆可以記⾥
程拿來報帳，記⼀些靈感和想法，
或是致詞前的講稿。我因為現在帳
號密碼實在太多了，已經需要管理
了，所以我還會夾⼀張紙記帳號密
碼，還有系上的緊急聯絡簿，精神
疾病診斷名稱⼀覽表，社會資源⼀
覽表等。 

讀書秘訣，我之前受
惠很多的就是讀書要
畫重點，我們以前都
是畫在字上或下⾯，
我後來劃重點是在重
要的⼀段左邊或右邊
畫⼀條上下的直線，
更重要畫兩條，或是
打星星，做摘要。因
為我們⽤線條或螢光
筆畫在⽂字上，可能
到後來會影響閱讀。
重要的是，考試前⼀定
要再複習，考試前就看你畫的重點 
IV. 您認為除了現在我們要學好系

上的基礎課程之外，還有哪些
能⼒是作為⼼輔系學⽣需要提
⾼的呢︖ 

師：系上的課都很扎實，所以照⽼
師的要求來讀書，其實已經很夠了。
那如果還有時間，就去多看書，去
圖書館借書，看書的時候不要太限
制⾃⼰，有興趣就看。寫報告時，
多看書的好處就是會提⾼國⽂程度，
讀多了就會套⽤別⼈比較好的書寫
⽅式，報告會寫得比較流暢。 
現在雖然比較常⽤電腦打字，但有
時候還是會⽤到⼿寫字體，我以前
會拿鋼筆帖練字，因為如果學問好，
考卷寫字不好看，閱卷⽼師就多少
會扣幾分。 
熟悉電腦軟體，特別是⽂書之類常
⽤的，在⼯作職場會⽤的，熟悉以
後，也可以提⾼⼯作的效率，應徵
助理⼯作也比較有優勢。 
還有，⼼輔系的測驗與統計是全師
⼤最強的，像⼤學的教授都要做研
究，但教授比較忙他不會⾃⼰跑統
計，⼀定是請助理做，所以若能在
⼼輔系讀書時，把測驗跟統計修好，
找助理的⼯作很容易。我的朋友之
前在美國念博⼠班時，靠當統計⼩
⽼師，幫忙同學⽼師跑spss，就把
學費賺回來了。 
V. 系上的學⽣出路已經不僅僅限

於⽼師或⼼理諮商師，但學校
⽅⾯對於出路輔導相關的資源
可能與其他⼤學比較還是偏少，
請問⽼師有沒有什麼建議我們
可以接觸或去認識相關職業的
管道呢︖ 

師：關於輔導⽼師領域的：可能要
請教這幾年畢業的學長姐，因為他
們的經驗比較新，比較適合，可以
拜訪最近幾年畢業的學長姐，如果

不認識這樣的學長姐，可以詢問導
師幫忙牽線。 
學校以外的⼯作機會：我們師⼤以
前在這⽅⾯的就業資訊相對比較少，
但近幾年學校就業輔導組改為就業
輔導中⼼，會舉辦就業博覽會，企
業參訪，也會補助各系請業界教師
來演講，做的比以前多很多，想知
道這些資訊可以留意中⼼的網⾴與
資訊。 
VI. 家興⽼師在讀書時期的趣事，

或是⽼師想分享的內容。 

編：⽼師當時在⼤學時參加的社團︖

師：我們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多的課
也沒有那麼多的社團，當然也有啦，
我那時候也是有參加，只是說我⾃
⼰的個性的關係，所以參加社團沒
有那麽積極活躍。但那時候我比較
積極在做的就是去參加有獎⾦的論
⽂比賽，只要學校有辦有獎⾦的論
⽂比賽（就去參加），那時候希望
賺⼀點學費。當時我不是念公費的
師⼤，⽽是念政⼤，政⼤是⾃費。
那時候政⼤的氛圍是去考公職、考
⾼普考，⾼考要⼤學畢業才能考，
學長姐就會提醒我們要提前準備，
所以我就⾃我督促讀書，很幸運地
在讀研究所的時候就考上了教育⾏
政⾼考，那時候⾼考也不好考，考
⾼考也是⽣涯規劃給⾃⼰多⼀個選
擇。 
因為我是唸教育系，本身就是教育
學程，所以就去修⼀個英⽂學系當
輔系，試教的時候也是教英⽂。 
以前念⼤學的時候因為政⼤在⽊柵，
比較偏遠，休閒活動就是爬山、散
步。不像師⼤在市區裡，旁邊又是
夜市，很是繁華和熱鬧，在⼀個比
較單純的環境讀書效果會比較好。
在繁忙的環境保持⼀個單純的⼼是
很重要的，不要遠離⾃⼰的⽣涯⽬
標。 

Lorem Ipsum Dolor �2

『最重要的是要清楚自己
的目標︐目標清楚了後
面就清楚了。』

系上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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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系友朱芯儀當選〸大傑出青年 
⽂/⼼輔系 

國⽴臺灣師範⼤學教育⼼理與諮商輔導
學系校友、學⽣輔導中⼼及資源教室特約⼼
理師朱芯儀，當選「第56屆青商會全國⼗⼤
傑出青年」，10⽉15⽇接受兼任評審主委的
⽴法院長蘇嘉全掛上榮譽肩帶。 

朱芯儀在「社會服務類」受肯定，她17歲
因為腦瘤失明、右⽿失聰，但依舊勇敢活出
⾃我，並取得兩岸⼼理諮商師證照。她因⼀
顆腦瘤扭轉⼈⽣，失明讓⼼的⼒量更強，她
的⾃傳寫到「你未必出類拔萃，但肯定與眾
不同」，透過她的故事教會我們「⽤⼼看」，
世界是明亮的，未來充滿希望。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公布「中華
民國第56屆⼗⼤傑出青年」，蘇嘉全表⽰，
⼗⼤傑出青年選拔強調當選⼈必須有傑出的
成就，刻苦努⼒的奮⾾過程，良好的品德以
及對社會國家的貢獻，經由各領域專業組成

的評審團秉持嚴謹的態度及公平、公正的原則，
評選出今年10位⼗⼤傑出青年。 

朱芯儀受訪表⽰，15歲得到腦瘤、17歲失明，
不只是眼睛問題，右邊⽿朵聽不到，右邊肢體
不靈活，⼈⽣從很⾼處跌到最低潮，過程中，
⼀直重新學習接納⾃⼰的不完美，愈快接納這
些不完美就愈快站起來，很想帶給⼤家就是這
樣的⽣命韌性。 

她說，當選⼗傑是因為她是兩岸間第⼀位重
度視障的⼼理師，分別取得⼤陸與臺灣雙邊的
證照，希望把⽣命的熱情與專業諮商的能量推
廣到全華⼈世界。 

朱芯儀帶著導盲杖盛裝出席當選公布記者會，
其實標記缺陷的導盲杖⼀度讓她感到非常丟臉，
但因為爸爸放⼿讓她跌倒，才讓她慢慢懂得要
接受⾃⼰。她說：「我爸爸多麼狠⼼，我多麼
埋怨他為什麼這樣對我，可是其實我⼼裡也就
知道⼀件事就是這條路沒有⼈可以陪我⾛⼀輩
⼦，只有我拿起⼿杖才能⾯對我的未來。」想
更了解朱芯儀⽼師，可參考： 

朱芯儀 視障⼼理師 粉絲專⾴： 

    
   朱芯儀 視障⼼理師 YouTube： 

   朱芯儀⼼理師的部落格： 

本系林正昌教授團隊  
獲高瞻計畫成果競賽特優 
報導引⽤⾃公共事務中⼼胡世澤⽼師 

國⽴臺灣師範⼤學教育⼼理與輔導學
系林正昌教授帶領「⾦融教育創客課程
開發與評估」研究團隊，7⽉22⽇獲得科
技部頒發第三期⾼瞻計畫106年度成果競
賽⼤專組特優獎。 

為提升國民科學與科技素養，科技部
於2006年開始推動「第⼀期⾼瞻計畫」，
⾸度補助⾼中職，促成⾼中職與⼤專院
校合作研發新興科技創新課程。2011年起
持續推動「第⼆期⾼瞻計畫」，落實課
程研發、精緻化及推廣，並著重提升多
元族群學⽣新興科技素養。 

為使計畫理念從⾼中職向下延伸至國
中，科技部2016年催⽣「第三期⾼瞻計畫：
新 興 科 技 融 入 中 學 之 創 新 課 程 發 展 研
究」，⿎勵國中、⾼中職以及⼤專院校
與產業締結策略聯盟，共同開發融入中
學學校課程教材。 

第三期計畫配合⼗⼆年國教新課程，
⿎勵⾼中職及國中結合新興科技主題、 
Maker Movement（⾃造者/創客運動）理

念，研發跨學科的學校特⾊課程，提供
學⽣更真實的學習情境，誘發學⽣對科
技的好奇⼼，培養學⽣主動探索動態新
興科技發展過程，並探究科技對⼈類的
影響等能⼒，以提升中學的科技教育品
質。 

透過⼤⼿攜⼩⼿，⼼輔系林正昌教授
帶領的研究團隊，與成淵⾼中及龍⾨國
中合作，進⾏「⾦融教育創客課程開發
與評估」，由成淵⾼中及龍⾨國中負責
⾦融教育的課程開發，林教授團隊則進
⾏⾦融教育的「課程評量模組建⽴與課
程評鑑」。 

除了林教授團隊獲得「⼤學團隊組特
優」，該計畫伙伴學校成淵⾼中亦同時
獲得「⾼中⾼瞻課程組特⾊奬」及「⾼
中職學⽣成果組優選」。 

林正昌教授表⽰，期望能開發出適合
中學⽣的⾦融教育創新課程，促進⾦融
教育向下紮根，進⽽提升青少年⾦融素
養。 

在這項整合型計畫中，⼤學端除了協
助中學端開發課程及進⾏課程評鑑外，
也蒐集分析第⼆期⾼瞻計畫資料，發展
出⾼中職⽣⾦融概念網絡圖，並以此⼀
網絡圖持續開發線上⾦融素養評量系統，
預計下年度應⽤於教學中，培養學⽣⾃
主學習能⼒，使學⽣下課後也能深化⾦
融素養。 

Lorem Ipsum Dolor �3

賀︕本系於107學年度校運

會拔河比賽奪冠︕

運動表現

國際交流

北德州大學來訪︐與本系學
生交流。

⺟母系楷模

• 恭賀本系系所友高中2018年第
二次專門職業技術人員高等考
試「諮商心理師」證照︐榜單
如下︓游心慈(碩104級)、張在
蓓(碩102級) 、 黎欣怡(碩90
級) 、余芊慧 (碩103級) 、許筑
媛(碩103級)、白家瑞 (碩103
級)、潘宣露(碩102級) 、陳宣
含(碩103級)、吳雪華(碩103
級)、石瀝新(碩103級) 、吳芯
瑀(學104級)、莊芷昀(碩103
級) 、李宥璉(學104級)、蘇于
珊(碩100級)、游家豪(碩103
級) 、張桂綿 (碩103級)等 1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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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戮力以赴 ︱心輔啦啦負責人專訪、選手之夜報導 
                          編輯/邱芳柔 

 結果並不重要，我們重視的是過程  
  ⽂/李明翰、陳沐恩  

    明翰：原本是沒有打算帶領學弟妹的，但剛好時間沒有以往緊迫，就成為
輔助其他兩位的角⾊。在學弟妹練習的時間裡，如果可以的話，我會盡
⼒培養他們的⾃信，動作跟別⼈不⼀樣都沒有關係，但至少有試著改變
過，到了末期練習的時候，我發現到他們臉上的笑容比起初期多了許多，
這才是我們所樂⾒的。名次什麼的都不重要，重要的都是過程，這是在
⼤學裡，唯⼀⼀次能跟⼀群⼈為了同件事共同努⼒，如果學弟妹能在任
何⼀刻感到滿⾜，那我們學長姐的角⾊也就有圓滿了。 

    沐恩：學弟妹們開⼼，這個啦啦就很成功了！！！

啦啦｜滿溢的感動   ⽂/鄭詠潔 
如果得⽤⼀個詞形容啦啦，那就是「感動」吧，這段⽇⼦是很多感動的總和。
    比賽當天，和夥伴坐在觀眾席的感覺很微妙，儘管早就看過無數次的練習，但那
天在舞台上的他們特別迷⼈，看⾒他們始終掛在臉上的燦爛笑容便覺得：啊！任務
達成了。⾛回教⼤的路上回想起⼀個半⽉來從零累積的歷程，依然覺得很神奇……
    接下這個任務後其實蠻忐忑不安的，對於編舞、教舞，⾯對百⼗⼀有很多的擔⼼︔
但也是他們的可愛與認真，趕⾛了所有擔憂。⽇常的練習、周末加練、窩在教五做
道具，就連跑位跑錯、忘記動作尷尬笑的模樣都讓⼈覺得值得紀念。

    ⼼輔啦啦很特別的是：追求的並不是名次，⽽是為了與夥伴⼀起很開⼼地完成⼀
件事。就算有表演失誤也不會互相責怪，因為知道彼此已經⽤盡全⼒，⽽開⼼真誠
地笑著。今年表演沒有特別酷炫的道具或⼜號，但他們散發的堅定和快樂感染⼒很
強，我想這就是我們最珍貴、最與眾不同的地⽅吧。   
    說感動是因為看⾒百⼗⼀全班40個⼈當著彼此的後盾︔因為思緒枯竭、累癱的時
候也與負責⼈夥伴們癱在⼀起︔因為時時刻刻都有⼈給予關⼼和⿎勵︔因為最後我
們對同⼀件事感到滿⾜與快樂，讓我們當初帶啦啦的初衷成真了。這段⽇⼦接收到
很多感謝、⿎勵與幫助，⽽過程中的苦惱、挫折也正是成長的印記吧！謝謝身邊⼈
的信任，讓我擁有勇氣和機會，參與這份瘋狂的美好。

編舞｜從茫然到完成   ⽂/吳雅婷 

     這是第⼀次當這麼正式的⼀場演出的負責⼈，⼀開始很沒有⽅向，也不確定怎麼做才好，但就是憑著⾃⼰的想法⼀步⼀步去試，然後就完成了這件事。    

     最初在編制整⽀舞的架構時，我與另⼀位負責⼈想了很久，總是有個雛形但也參雜了很多可能變動的部分，最後我們決定以「初⼼、受挫、重拾信⼼」當

成這次啦啦的主題，這樣的⾛向似乎很⼼輔系哈哈哈，在選歌的部分我蠻快就決定好了，也是很剛好聽到那⾸歌又很符合意象，所以歌的產出沒有什麼太

⼤的困難，反⽽是編舞的部分，這也算是我第⼀次編舞，萬事起頭難，完全不知道要編什麼，真的就是亂編，雖然啦啦的難度與我本身社團相比，確實是

可以簡單輕鬆很多，但我並不想⽤的太簡單，看起來草草了事，所以想了很多畫⾯，試了很多動作 ，也常常編⼀編發現⾃⼰⼀直在重複原本的東西，然後

就會全部打掉重來，幸好到最後順利完成，但真的要跟學弟妹們說聲抱歉，好像有點太難了。  

    在帶學弟妹時，⼀開始也很茫然，不太知道要怎麼帶，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懂，最煩惱的是不知道要放多少比例在嚴格的部分，畢竟⼤家並非每個

⼈都學過舞，他們也許是想跟⼤ 家⼀起完成⼀件事才來的，所以我傾向不兇他們，但有時發現他們動作沒記熟、不標準，或是練習⼼不在焉時，就會很糾

結要不要罵⼈，⽽最後我總會選擇好好說，畢竟跳啦啦開⼼就好是⼤家的共識。他們真的很認真，甚至還⽤課餘時間練習，感受到他們有這正把這件事放

在⼼上 ，讓我特別暖⼼感動，也很謝謝這麼努⼒的舞蹈組，不怕累的來練習︔同時也很感謝道具組， 你們是不太被看到的⼀群⼈，但沒有你們，就不會

有這麼符合我們負責⼈想要的背板，你們真的很厲害，也⾟苦你們了。  

    比賽當天，你們⼀定很緊張吧，我與另⼀位負責⼈坐在觀眾席正中央看著你們，是你們最重要的⽀持，很滿意你們最後的演出，就算真的有失誤我⼀樣

很滿意，因為舞台上認真可愛充滿信⼼的你們，為了同⼀件事情付出的你們，通通都是我⼼中的冠軍了。 

    最後要謝謝我的好夥伴，我很喜歡你編排的東西，以及帶學弟妹的⽅式，總是很歡樂氣氛很好，也常常cover我來不及完成進度，真的⾟苦你了，你很

棒! 另外還要謝謝很多⼈，管理出缺席的總籌，以及幾乎每次都來幫忙的兩位同學，真的很謝謝⼤家，因為我常常為了社團離開，但你們都會幫我補好⼤

家的狀態，這⼀路上，看到的改變，感受到的⼈際，以及對⾃⼰的要求，還有⼤家的回饋，這些成長，都是我在這次啦啦中得到的禮物。

Lorem Ipsum Dolor �4

⼼心輔活⼒力力

今年的選⼿之夜主題是『⼼
輔之巔』，系學會活動股
說，靈感來源是取⾃⼗多
年前的偶像劇『紫禁之巔』
主角追求舞蹈最⾼境界，
透過跳舞這樣正⾯的⽅式
來互相比試的劇情，每個系
級都代表著⼀個舞蹈團體。⾸
先登場的⼤四舞團讓學弟妹們⼗分驚豔，不論
是隊形、⼜號，或者是舞蹈完成度都⼗分之⾼，
甚至⼜號中還融入了⼤四即將畢業以及⾯臨未
來出路選擇糾結的⼼情。選⼿之夜主辦⼈育馨
說，很感謝⼤家如此⽤⼼準備啦啦的表演給學
弟妹們加油打氣，選⼿之夜是活動股上任以來
第⼀個⼤型活動，但是股員們彼此之間都很懂
得團隊合作，雖然是第⼀次配合，卻展現出了
絕佳的默契順利的完成了整個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