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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英語102梁寶儀、國文102姜雯玲

報導】今年畢聯會在台灣北區大學首開先河， 18

日在校本部日光大道以流水喜宴方式舉行畢業晚

會：「囍9囍9」， 19日「久久不散的黃金雨」畢

業典禮，還貼心地安排小禮堂與多間教室現場轉

播典禮盛況，要讓更多畢業生的家人與朋友，有

機會一同分享畢業生的成就、喜悅與感動。 

畢聯會主席，99級人發系李孟鴻表示，99級

應屆畢業生從母校畢業，就好比從娘家出嫁到社

會上，是學校和應屆畢業生共同的喜事。在畢業

生光榮地踏出校園的同時，期許他們日後學有所

成，回饋娘家，是此次畢業晚會主題「囍9囍9」

背後的涵義。有別於往年，畢業晚會將以流水喜

筵方式，配合主題人物故事的結合表演，把大學

四年所有經典與精彩的回憶搬上舞台，讓應屆畢

業生在參加喜筵的愉悅心情下，也一同回顧大學

四年的點滴。

李孟鴻同學也提及，今年畢聯會除了負責畢

業晚會與典禮的籌劃，也積極為應屆畢業生舉辦

就業博覽會與多場生涯規劃座談會，如：「你就

是品牌」、「第一張履歷表」等，希望在配合學

「囍9囍9」畢聯會與畢業生「一起走到」！ 
校轉型的腳步下，提供應屆畢業生朝多元領域職

場發展的諮詢與輔導。 

在籌劃畢業大會的過程中，李孟鴻同學表

示，其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向廠商拉贊助籌

措資金的經驗。由於畢聯會的補助有限，向廠商

籌募經費，便成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即使面對商

家屢次的拒絕，團隊只能持續堅持，不能氣餒。

除此，面對不同意見的取捨，人與人之間的協商

與溝通是團體和諧處事很重要的關鍵。堅持的恆

心與人際間的溝通技巧，是他與團隊共同的收

穫。

當上畢聯會主席，李同學把帶領畢聯會視

為是自己在未來進入職場的提前磨練。畢聯會行

政、財務的管理等，這些經驗都可說是他步入職

場前的先修。

李孟鴻同學也特別感謝課外活動組呂秋慧老

師在籌備畢業大會的指導，以及畢聯會全體幹部

的付出。最後，他期許自己與應屆畢業生在未來

的日子裡，能夠一起實現各自的理想與目標，一

如畢業主題曲「一起走到」。

【校園記者國101蔡爾安、國102鄭睿衫採

訪報導】畢業在即，不少畢業生即將投入教職領

域， 師培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張素貞組長表示，臺

師大教檢及格率高，錄取正式教師機會約五成，

且有修習教程學生素質佳，雇主滿意度高，就業

機會大。

 

培育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師資的臺師大，

近年來學生通過「教師資格檢定」的表現十分亮

眼。據師培處提供資料，以中等學校教師而言，

97年度為87.03%（全國中等學校教師平均及格率

75.1％）、98年度為79.83％（全國各類科平均及

格率63.7％）、99年度為84.85％（63.86％各類科

全國平均及格率）；特殊教育教師97年度為91.89

％（全國特殊教育教師平均及格率87.6％）、

98年度為97.61％（全國各類科平均及格率63.7

％）、99年度為90.47％（63.86％各類科全國平

均及格率）。整體而言，教檢及格率都在全國及

格率平均數以上，居全國屬一屬二。

 

其中，部分科系如：地理、輔導、公領、歷

史及衛教等學系及格率還都是九成五以上，及格

率相當高；高及格率原因包含學系老師指導、同

學的重視和準備、學長姐的傳承及善用學校提供

的教檢資源（Changepaper電子報、教檢達人等）

等。

 

受到少子化衝擊，教師缺額日漸緊縮，師培

處地方教育輔導組張素貞組長表示，對於臺師大

子弟有絕對的信心。由近三年的甄選成績看來，

以當年的實習教師為母群計算甄選錄取率，96學

年度總錄取率77.1％、97學年度80.9％、98學年

度73％（總錄取率包含公私立正式、代理、代課

及兼任教師而言），正式教師錄取率則分別為

48.5％、51.1％、45％。

 

張組長指出，整體而言，本校皆有約五成的

正式教師錄取機會，十分突出。未來應該可再突

破，因為本校在培育師資領域有多項優勢，首先

是「教育專業或是學科領域的教授陣容足夠且堅

強」，其次是「累積六十年培養師資之教學與教

育實習輔導的豐富經驗」，再者為「擁有堅實的

中等學校教師校友群」堅守教育崗位發揮校外指

導的力量，這些優勢資產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

的。

 

張組長也提到，修習過教育學程的師培生

們，儘管未來並無從事教職，由於素質原就在水

準之上，加上雇主滿意度也給予高度肯定，於文

教事業、補教業、公務人員或就原有科系的專長

事業，如：醫療保健、通訊傳播、大眾傳播、公

共行政、藝文工作等皆有傑出表現，未來本校同

學仍有相當高的就業機會點。

 

臺師大師培生  就業機會大



畢業特刊 中華民國99年6月19日第2版

【校園記者華珮妤 採訪報導】

爽朗的微笑，給人一種陽光又不失親切的謙

和態度，臺師大男排球隊隊長—張建邦，帶領臺

師大排球隊，創造無數輝煌戰績，如今張建邦即

將踏出校園，他期許學弟妹傳承排球隊精團結的

讓神，繼續努力。

離開臺師大，張建邦感到十分不捨，6年當

中，他感謝許多曾經幫助過他的人，其中最感謝

的是排球隊張恩崇教練，「我要謝謝教練給我一

個這麼好的舞台，還有他對我的照顧。」張建邦

說。

談到帶領排球隊的感想，張建邦表示，他體

會到「排球」不是一個人就能夠做好的運動，因

為有許多優秀的學弟的加入，排球隊才能逐漸強

大，這些學弟就像他的夥伴，全力支持並盡力配

合他的領導。

張建邦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大四時的大專

聯賽，臺師大男女排榮獲雙冠。睽違5年，臺師

大男排終於再度拿下冠軍，「重返榮耀」。張建

邦說：「在球場上，不可能一直都是順遂的，一

定會有失敗的時候。」面對挫折，不氣餒、不放

棄，是一個運動員應該要有的精神。他勉勵學弟

妹，勇敢面對低潮，並努力突破，才會有所成

長。

卸下排球隊隊長的職務，張建邦期許球員們

能夠更加團結。他希望隊上學弟妹不要忘記「傳

承」的意義，承擔起責任，繼續努力，為臺師大

排球隊再創佳績。

親善大使畢業生林才甯  精彩度過大學生活

踏出師大校園  男排隊長張建邦夢不落

「感恩母校 陳純敏期許體操隊 
蟬聯冠軍【校園記者蔡佩芳報導】「希望體操隊學弟

妹們能夠蟬聯冠軍，繼續為臺師大爭光。」體操

選手陳純敏今年即將畢業，她表示，畢業後想當

一名體育老師，繼續為她熱愛的體操貢獻一份心

力。

 

畢業在即，陳純敏很珍惜與隊友、同學相處

的最後時光，她特別感謝俞智贏和陳欣慧老師，

讓她在體操上克服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四年中印

象最深刻的事，陳純敏表示，其實每件事對她來

說都意義深長，不論是從系上的迎新、大專盃、

體表，到送舊，都是難忘的回憶。尤其是送舊，

歡送了許多照顧她的前輩，陳純敏笑說：「偷偷

哭了不少！」

 

從小二就開始練體操的陳純敏，脖子上一

個個的獎牌，是經年累月的辛苦和毅力咬牙換來

的。大一大二時，全體操隊只有陳純敏要參加國

際賽，她練習的量總是比別人多出好幾倍。「那

種一個人在體操房練習的孤獨感，仍然記憶猶

新。」陳純敏說。但再大的壓力，她總是能牙一

咬，就撐過了，這不服輸的個性，也為臺師大體

操隊與她個人摘下了許多金牌。

 畢業後的目標，陳純敏想成為體育老師，繼

續為她熱愛的體操貢獻一份心力。同時也期許臺

師大體操隊的學弟妹，繼續為臺師大摘金奪銀。

【校園記者吳傳慧報導】「再多挫折，下

定決心，就不要猶豫、不要無奈。做了，就對

了。」今年即將畢業的生科系林才甯，不但是學

校優秀的親善大使，也擔任過攝影社社長，已經

是台大毒理所的準研究生的她，在繁重的大學生

活中，依然將興趣與未來規劃的有條有理。

 

相貌清秀、笑容可掬的生科系大四畢業生林

才甯，自從大二轉到生科系後，也加入親善大使

隊服務，不但得到美姿美儀、口條表達等專業訓

練，也有機會接待各國外賓，參加學校各式大型

活動，豐富她的大學視野。

此外，林才甯還身兼攝影社社長，把從只有

一人的孤社，帶領到現今蓬勃的盛況，攝影社更

在今年度獲選為「師駝獎」社團。

 

在繁忙的課業和活動中，重心的轉移，林

才甯表示，這是她能兼顧數職的關鍵。「很難每

件事情都能完美，但我的個性就是做就要做到最

好。」不論是親善大使訓練股長或攝影社社長，

對林才甯而言都是全新的挑戰，一切學習得從零

開始。但她就是憑著一股勇往直前的熱忱，和身

邊好友的鼎力相助，讓她不僅懂得規劃時間、培

養良好領導能力，更重要的是，從和朋友相處的

過程中，得到了充實的快樂，對她而言，這也是

最珍貴的大學收穫。



第3版中華民國99年6月19日 畢業特刊

【校園記者馬婉娟報導】曾在2004年雅典奧

運拿下射箭團體組銅牌的國手袁叔琪，最近忙著

拼畢業，碩二的她說：「我很驕傲自己是臺師大

的學生!」從高中轉換到大學，袁叔琪坦言剛開

始的學科壓力實在很重，但臺師大豐富的資源讓

她獲益良多，她勉勵學弟妹們，能學多少就盡量

學，因為那是畢業後能帶走的，將美好的回憶也

會留存在校園中。

談起當初練射箭的起因，袁叔琪笑著說，國

中時只是因為練習射箭可以不用參加朝會，沒想

到開啟了她往後成為國手進而一路挺進奧運的歷

程。屢屢在國際賽事奪牌後，袁叔琪心中的使命

感是讓她繼續堅持的最大動力。

 

一個運動員要面對的挫折，從剛開始練習就

發生了」袁叔琪從國中開始練射箭之後，幾乎每

次比賽都是第一名，直到上了高中，她頭一次拿

了第二名。她無法釋懷，比賽結束之後大哭了一

場，但教練的一句話讓她明白，一定要從失敗中

學取經驗，因為唯有得過第二，才能體認出第一

名的可貴。

為了同時兼顧國手跟學生兩種身分，袁叔琪

一開始便下了不少功夫。她在課堂上完全沒有特

權，教授反而因為她是知名的國手，常常上課點

她回答問題，讓她想翹課都不行。袁叔琪說，射

箭不只包含不斷的練習，更要了解力學及心理學

等等方面，而臺師大的學科及通識課程讓她了解

更多，學術知識的增進也幫助她練習更有效率。

 

訪問最後談起臺師大美食，袁叔琪對夜市裡

的鴨肉羹飯情有獨鍾，她十分開心的說：「超好

吃的!」卸下在射箭場上的霸氣，袁叔琪是親切的

學姊，在訪談中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相信臺師

大的學弟妹們都期待她在倫敦奧運中有耀眼的表

現。

【校園記者柯喬元、葛詠琦報導】離開校門

前，什麼師大美食一定要去嚐嚐，「畢業生的一

日私房美食」要給你食指大動的師大美味。

亞米廚房河粉蛋餅
風靡師大學生的「河粉蛋餅」可是亞米廚房

的招牌早餐！彈性的河粉外皮裹著蛋，配上新鮮

香甜的高麗菜，有各種口味可選擇，對學生而言

實在是既營養又好吃的優質選擇。亞米廚房位於

泰順小公園旁，是師大學生早餐的不二選擇，老

闆不用油，以及使用新鮮食材和星巴克同等級的

咖啡豆，堅持帶給顧客健康又好吃的早餐。

「糊塗麵」不糊塗
隱藏在泰順街巷子裡的「糊塗麵」一點也不

馬虎糊塗，濃郁的湯頭和香Q的麵條，有一種令人

著迷的家常味道。糊塗麵的誕生據說是有一次老

闆想慰勞員工，把剩餘的水餃皮橄成麵條狀，再

全部下熱水鍋煮熟攪和，員工吃了覺得不錯，才

會有現在招牌糊塗麵的誕生。飽足一餐後，餐館

裡夥計的大聲吆喝也能為你帶來一天的活力喲！

「紅豆小湯圓」
傍晚時刻，上完課累了就晃過來吃碗紅豆小

湯圓吧！熱呼呼的湯圓，配上湯圓伯的冷笑話，

畢業生的一日私房美食等你來嚐
真是堪稱一絕！學生口中的「紅豆小湯圓」就是

位於泰順街市場旁的小攤販，賣有湯圓、紅豆

湯、花生湯、包餡湯圓等的點心組合，而且一年

中只有元宵節當天會有花生口味的包餡湯圓！湯

圓伯的幽默和慷慨幫學生加紅豆湯的行為，可是

相當受到學生喜愛！

  

Mr.戴酥脆魷魚條與住宿生共享無眠
裹著金黃色的麵皮，鵝黃燈光下的油炸食

品，正神采飛揚地朝路過的行人揮舞雙手，熱騰

騰、剛起鍋的酥脆魷魚條，才盛上盤子不久，便

被一掃而空。

位於師大夜市黃金三角地段的「Mr.戴雞

排」，去年剛換了新招牌，帶著一臉酷勁的老闆

大叔，始終默默地為客人做最貼心的服務。色、

香、味俱全的美食，令人胃口大開，再搭配上樸

實的平民價格，每當夜幕低垂，攤子前總是排滿

了許多挑燈夜戰的學生。

  

轉個彎與九九級學子同進退
位於臺師大宿舍後門的小巷弄裡，「轉個

灣」親切好客的老闆娘總是揚著最溫暖的笑容，

迎接每一位遊子歸「鄉」，為他們準備豐盛的佳

餚。

 

經營八年，轉個彎也要隨九九級畢業生離開

師大商圈，遷往淡水。被老闆娘喻為「小愛人」

的九九級畢業生，是她對於臺師大唯一剩下的眷

戀，老闆娘說：「我會做（經營）到六月二十

日，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為了九九（級），我希

望可以跟九九的孩子同進退。」老闆娘感性的

說，很多九九級的臺師大學生都是她的最愛，祝

福他們能夠有一個很美好的未來。

袁叔琪：「我很驕傲自己是
師大的學生!」

雅米廚房河粉蛋餅

紅豆小湯圓 Mr.戴酥脆魷魚條

胡塗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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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記者/鄭羽珊 採訪報導】臺師大今年

畢業生游泳選手聶品潔，入學時便在大運會締造

「八金八破」的亮眼成績，並代表台灣參加2008

年北京奧運。若要以一句話形容自己在臺師大體

育系的四年時光，聶品潔說：「多采多姿！」。

 

以新人之姿奪得「96學年度全國大專運動

會」八面金牌，刷新八項紀錄，讓剛進入臺師大

體育系的聶品潔倍受關注。她笑說：「因為這

樣，老師都認得我，同學也常開我玩笑。」回想

過去，那年全大運一直是她印象最深刻的比賽。

 

回顧臺師大近四年的歲月，聶品潔感激所有

老師、同學的陪伴，她認為友情是大學最珍貴的

回憶，無論是與同學合力準備「體育表演會」、

好友們為她舉辦的慶生派對，都令她印象深刻。

她特別感謝張川鈴教練的指導，使她技巧更超

群；而曾明生導師，除了在學業的教授外，對她

未來方向的思考與做人處事都有重要的影響。

 

已經考上研究所的她，最希望能在大學畢業

後通過教師甄試，到學校教書。最後，她勉勵學

弟妹：「在大學多交朋友、參與活動。最重要的

是別忘記自己的初衷與目標！」

聶品潔：
師大生活多采多姿

奇葩活動王 帶著公領之愛飛越翱翔

華僑畢業生許瑩瑩  以後還是要選臺師大
【校園記者張佩蓉報導】兩年前，在馬來

西亞就讀新紀元學院的華僑許瑩瑩，因為慕名臺

師大的優良師資，跨海前來臺師大就學。即將從

臺師大心輔系畢業的她，興奮且開心的說：「我

喜歡師大！我覺得我來臺師大的這兩年沒有後

悔！」

 

許瑩瑩表示，馬來西亞有很多推廣輔導教育

的優秀學長姐都是臺師大的校友！喜歡與人相處

的她說：「如果我將來要申請研究所，我還是想

回臺師大心輔系研究所。」師大人的熱情親切讓

他印象深刻。

活潑、有活力的許瑩瑩，在臺師大學習的

短短兩年間，也同時參與了多項活動，包括咖啡

社、心輔系羽球隊、教會的課業輔導以及教育部

推動的史懷哲計畫，甚至也擔任聽障奧運志工！

她表示，在臺師大收穫很多，活得充實且快樂。

 

未來，許瑩瑩想盡心在馬來西亞的輔導教育

方面，盡力發揮在臺師大所學。

我們都是第1名

教育學系  鍾寧(甲班)、蕭竹均(乙班)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吳佩宜

社會教育學系  歐姿麟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莊均涵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王婕芸(甲班)、徐宇萱(乙班)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江志勇(甲班)、

                         李貞儀(乙班)

特殊教育學系  馮淳毓

國文學系  張幸貴(甲班)、徐宛麟(乙班)

、高方翎(丙班)、姚雅文(丁班)

英語學系  王昱程(甲班)、張芝榕(乙班)、

          吳思筠(丙班)

歷史學系  楊憶頻

地理學系  江宜春(甲班)、許聖迪(乙班)

體育學系  彭小芸

運動競技學系  謝沛蓁

數學系  李恒慶(甲班)、廖偉宏(乙班)、許為明(丙班)

物理學系   許郁誠(甲班)、謝智雄(乙班)

化學系   曾婷(甲班)、葉乃華(乙班)

生命科學系  林欣潔(甲班)、陳姵如(乙班)

地球科學系  黃婷湘

資訊工程學系  吳佳璇

美術學系   柯沛萱

音樂學系   周潤瑩(甲班)、林沛蕾(乙班)

工業教育學系   洪榮裔(甲班)、彭信瑋(乙班)

科技運用與人力資源管理學系   續書豪(甲班) 、

                              薛智仁(乙班)

圖文傳播學系   林佳穎

機電科技學系   蘇哲玄

98學年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各班第1名

【校園記者陳乙慧 採訪報導】即將要畢業的

公領99級莊越翔對於臺師大與公領系充滿著深刻

回憶。高三時就將臺師大公領系列為第一志願，

一直到今日滿載而歸的畢業，莊越翔參與了許多

不同的活動，像是帶童軍團、主持、團康技巧

等，「一年365天，我有311天都在活動！」莊越

翔興奮的表示。

 

「我很喜歡公領系！」他大聲且認真的說，

「從跳啦啦隊、參加野外活動，甚至服務學習，

我交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在活動的策畫、執

行中，每一個階段都是很重要的學習，也能拉近

同學彼此間的距離。在公領中，最使他感動的莫

非就是96級學長姐們帶給他的回憶。一次外部參

訪時，看到畢業的學長姐在台上教導學生，那種

盡心盡力為了學生奉獻的精神，使他感受到公

領系的團結力量，讓他想要繼續傳承，拉拔學弟

妹，為公領盡力！

 

大三後莊越翔有機會主持各種活動，像是校

慶、校園博覽會、業界晚會等，「我很喜歡在舞

台上的感覺，觀眾會因為我的介紹而對下一個節

目更有期待性。」這一點一滴的經驗累積都給予

莊越翔無比的成就感。

朝著目標前進，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珍惜

現有的時間，做最有價值的事」莊越翔勉勵學弟

妹，四年如白駒過隙，想要一個精彩的大學生

活，就要勇敢去闖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