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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專訪特輯 

讓我們更貼近系主任吧!! 

 教育週活動精采預告 

 趕快相揪報名參加 

110022 級級迎迎新新宿宿營營圓圓滿滿大大成成功功  

你你  育育見見奇奇機機了了嗎嗎??  

  

  



 

 

這次的專訪內容肯定會讓大家更了解系主任喔！ 

抱著期待和愉快的心情一起來分享吧~ 

 

主任分享自己的學習經驗 

當時師專生要進大學就讀，只有插班大學二

年級的途徑，所以要比普通高中生多花費兩

年的時間才能取得大學學歷。 

因為是晚上要進修，白天要工作，一個月下

來，竟然瘦了五、六公斤。回想一邊工作一

邊進修的生活模式，雖然辛苦，但當時心情

是愉快的，收穫是豐碩的。 

 

Q:學生時期有參加過什麼社團，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經驗？ 

在讀師專的時候，有參加書法社五年，也參

加了兩年的吉他社。 

會加入書法社是因為在國小時期老師有

教，還曾經獲得全國第二名呢！ 

畢業之後，週末和暑假也會寫寫字，練的是

歐陽詢的字帖，直到就讀研究所才停止。 

當老師的時候代表台北縣教師組去參加作

文比賽，是要用書法寫作文，得到第一名！ 

 



 

 

 

 

 

 

 

 

 

 

 

 

Q:為什麼會想從事教育這個行業呢？ 

最大的原因是受邱太欽老師的影響，他就是

教我寫書法那位老師，他對學生辛勤的教導

與付出，使我心中嚮往成為一位老師的憧

憬。 

另一個原因是因為生長在鄉下，有個穩定的

工作也是不錯的，而且當老師也符合我自己

的志向和興趣。 

 

Q: 除了教育方面，你最想從事什麼行業？ 

哈哈，我還真的沒想過這個問題。 

不過如果真的要說，我還是會選擇服務業的

工作，像是我就打算在退休之後，去當志工

或者繼續寫書法。 

 
Q:學生曾經做過最讓你感動的事是什麼？ 

其實有很多感動的事，最感動的是當國小老

師的時候，有一個我帶過的學生在五年級的

時候轉學了，後來過了很久，有天突然收到

他寄的信，說是要寫論文，他把自己過去生

活的照片還有家人的照片寄給我分享，當下

真的很感動。 

我想，當老師最感動的事莫過於和教過的學

生保持聯繫吧！ 

Q: 對遊學有什麼看法？那如果想要遊學哪

個時期比較適合？ 

我覺得非常不錯！去遊學不僅可以培養獨

立自主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這樣的經驗很

值得。 

我覺得在大學這個階段很適合去遊學，也不

一定是要去國外。 

我沒有去遊學過，不過我很想嘗試看看，可

是因為家庭因素可能沒辦法，不過有全家一

起到國外遊玩、充實生活的計畫。 



 

 

  

      

 

 

 

 

 

 

 

 

 

 

 

 

 

 

 

 

採訪：陳易宏、廖吟黛  記錄：廖吟黛  攝影：曾藝哲 

Q:系主任人生中的座右銘是什麼？ 

「人要隨時隨地抱持著學習態度」這是我從

師專一直延用到現在的。 

反過來，問問同學們，想想自己的座右銘是

什麼？ 

 

Q:平常有什麼休閒活動，最喜歡的是什麼？ 

喜歡打羽毛球，除了可以讓身體健康之外，

也能夠抒發工作壓力和同仁一起運動，每個

禮拜都會打個兩三次，每次都差不多 1 個小

時半到 2 個小時。我覺得運動很重要，它也

讓我的身材有改變喔！ 

 

Q:心中最嚮往什麼樣的生活？ 

想要有興趣服務的事項，工作能幫助自己成

長，希望是有意義並且能充實自我的生活，

工作和休閒要同時並進，不想要太閒，或者

是像我父親和一群朋友騎單車的日子也不

錯。 

 

Q:贊不贊成大學生談感情交往，為什麼？ 

我覺得應該可以了，這個階段想法已經比較

成熟，我們也該學習怎麼去愛別人，那是一

個互相學習、成長的過程，談感情最重要的

就是責任、尊重、了解，思想要穩定也要自

己平衡生活，不要因為談感情而拋棄一切。 

 

Q:有什麼話想對系上的學生說呢？ 

讀書的時候要好好讀書，睡覺的時候要好好睡覺，走路的時候要好好走路，旅行的時候要好

好旅行，和家人聚會的時候要好好和家人聚會…… 

意思就是希望你們要「全心全力活在當下」！ 

任何時候都是學習的開始，珍惜生活，享受現在！ 

 



110022 級級聯聯合合迎迎新新宿宿營營  
你你育育見見奇奇機機了了嗎嗎??   

  
  

  

  

  

  

  
  

  

  

總召小風說： 

102 級迎新宿營之「育見奇機」 

圓滿成功!! 

 

    在這六個半月裡，我們的活動從零

到接近完美，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多的酸

甜苦辣，當我營期三天看到所有的活動

呈現，我當下只有「感動」兩個字可以

道盡我的心情。 

    此外，我也很感謝所有的組別，沒

有你們每個組的用心付出是不會有今天

的成果，我真的感到欣慰，還有對你們

的要求你們也都有實踐，謝謝你們..... 

   最後，我要說:「謝謝所有參與這次宿

營的工作人員及大一學弟妹。」 

 

                                                                              

 

系會長阿宏說： 

    接下迎新宿營任務前，考慮許久，最後我想

挑戰自己，磨練自己與別人共事、相處等能力。

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帶給 102 級新生一個難忘的迎

新回憶。 

    今年在戲裡大跳性感熱舞、哭戲大獲好評，

其實上戲前真的很害怕，告訴自己衝啦~就這樣

豁出去了。男舞主打的 POPPING 並加入男女合舞

對我來說是一大挑戰，表演前心理建設很久，最

後舞會表現，我真的要大叫 We did！ 

    育見奇機迎新宿營，我要感謝總召給我這個

機會，讓我遇見煞氣器材組、讓我認識到很多朋

友、讓我在最後一次的宿營有一段美麗的回憶、

讓我在大學有一段美麗的插曲。我想我真的育見

奇機。 

 

原來你就是我的奇蹟 >///< 



  

更多精彩照片可到 http://mystyles.pixnet.net/album/1 欣賞唷！ 

營服這樣穿才是王道！ 

 

營火晚會超 high 火球 

超 man 行政股 XD 

看誰腰力好，小心別閃到阿！ 

http://mystyles.pixnet.net/album/1


 

 
 

 

教育一甲  
張珈綺同學說： 

    一直以來都十分嚮

往大學生涯，也很期待

能夠有多采多姿的校園

生活，錄取新竹教育大

學後，對於校園、週遭

生活圈的一景一物更是

充滿好奇心，在尚未踏

入校園時，我想像中的

校園是寬敞、美麗的，

有著高大足以遮蔽、乘

涼的大樹，校園中的氣

氛十分溫馨和諧。 

當我第一次踏入校

園時，兩排高高豎立的

椰林大道好似在歡迎我

們，幾個禮拜下來對校

園已經大致熟悉，人人

說竹教跟其他大學相比

不是很寬敞，但我覺得

小小的校園也有好處，

例如：上課不用很辛苦

的跑教室、大家很容易

碰面感情也比較溫馨… 

而且老師、學長姐們都

很照顧我們新生，感覺

就是一個大家庭，大家

和樂融融。期望大學四

年可以過的很充實，去

體驗不一樣的生活，讓

自己更精進。 

 

教育一甲  

李康寧同學說： 

    「新竹」是我想都

沒想過會來的地方，雖

然家住桃園的我也幾乎

不會來。但是現在，我

很開心可以加入竹大這

個大家庭。 

    剛高中畢業的我，

非常不適應什麼都要自

己來的大學生活。高中

時期，因為住家裡的關

係，所以不用自己洗衣

服或想想下一餐要吃什

麼？但是到了大學後，

所有問題都必須自己解

決，沒有家人會幫我做

全部的事。開學到現在

將近一個月，我已經慢

慢適應了。我很開心可

以認識我的室友、系上

同學甚至一些學長姐。

大家都對我很好，我們

如果在路上遇到的話，

都會互相打招呼，學長

姐也都會關心我們的近

況。我很喜歡大家一起

吃東西、聊天或是到操

場上躺著看星星。 

    至於老師上課的方 

式就和高中非常不一樣

了，大學的老師都希望

學生主動提出問題而不

是一直塞東西給學生。

雖然現在大家都還不太

適應現在的教學模式，

不過我相信過幾個禮拜

之後大家就會漸漸適應

了。全部的大一新生，

一起加油吧!!! 

 

 

 

 

教育一甲 

謝文珊同學說： 

   剛上了大學對於一

切的事物都感到非常新

鮮，雖然對環境很不熟

悉，要適應新的環境、

新的開始、新的生活。 

但是比想像中的好，因

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直



 

屬，然後會辦家聚聊聊

天，就有問題都可以問

學長姐，感覺不會這麼

的不熟悉而且會感到非

常溫馨。社團跟高中不

太一樣，社團有很多種

類型，而且大學的社團

一人可以參加好幾個。

大學的課程很自由，可

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

課程，跟高中不一樣，

很多通識課感覺都很好

玩，很特別。跟大學同

學們可以一起上課、參

加社團、出去玩，就整

個很熱血。好期待接下

來的大學生活，而且還

有啦啦隊比賽和很多活

動，感覺大學就很多采

多姿、很令人期待。 

 

教育一乙 

李孟翰同學說： 

    突然間就變成大學

生，時間變得夠用也不

夠用，夠用是因為課排

的並不會很滿，而不夠

用是因為一天裡頭的活

動幾乎都是塞滿滿的，

相對於想去參加的活動

就沒有辦法排開時間。      

通勤的生活習慣之

後，問題就是如何融入

學校的生活，現在比較

記的起來同學長什麼樣

子，聊天也不會有什麼

問題，就算是通識課也

能認識很多不同科系的

人。 

另外在大學不熟悉

的地方就只剩下制度，

學校的活動往往只有通

告，剩下的細節沒有論

述到，大家一頭霧水，

像是啦啦隊比賽狀況內

的大概只有總召跟體育

或班代而已，班級活動

也難排，不只是經費問

題，連排課的時間問題

也都很重要，上大學好

像變得什麼業務都要自

己跑，有點累；雖然如

此，圖書館跟電腦教室

還是很不錯的地方，只

要時間許可的話，躲在

裡面幾個小時都不會覺

得無聊。 

 

教育一乙 

林家妍同學說： 

    從高中階段進入到

大學階段，脫離高中緊

緊的束縛，在大學自在

的草原上奔跑，沉重的

身心靈因此得到解放，

所以上了大學，當然要

說聲:太棒了!! 

    一踏入校園，就覺

得自己好像已經褪去高

中制服，並且換上一套

新鮮豔麗的休閒服裝，

而且校園景色很典雅自

然，走在兩旁樹中間，

風微微吹起，整個就很

有大學學院的風味喔!

而且上了大學，住進宿

舍，也學會讓自己一個

人更獨立，並長時間接

觸和了解同學，是一種

很難得且珍貴的經驗!

偶爾學長姐的關心，會

覺得自己是最幸福人。 

    大學的種種，豐富

又精彩，所以如果你問

我:大學生了沒?我會大

聲回答:YES! 

 

 

 

 

 

 

總編說： 

    青春洋溢的大一寶

寶們，精彩的大學生活

才剛要開始，還有很多

很多都是你從未經歷的

喔！ 

    另外，五位文章被

評選上的大一寶寶們，

在下次系週會上台接受

頒獎唷  



 

11/16(一) 

 教育 9P (Night Party) 

         11 月系刊封面人物徵選 

和你相約 

晚上 7 點豪華 KTV 室 

 

11/19(四) 

 現代歌廳秀 

         制服歌唱大賽 

晚上 6 點 豪華 KTV 室 

準時引爆 

 

11/16(一)~11/20(五) 

 教育系傳情 

中午 12 點~下午 1 點 

傻瓜樹下擺攤 

是個增進感情的好機會唷！ 

11/16(一)~11/20(五) 

 制服拍拍  

把高中美美的制服 SHOW 出來吧！ 

系學會提供看板讓大家拍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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