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友金榜

賀

（資料訊息：2013.01~2013.06）

本系 94 級學生林桂棻考取 102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一般行政類科及人事行政類科雙榜!!
本系 101 級學生王巧惠考取 10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四等考試文化行政類科（花東
區）榜首!
本系 101 級學生許志瑛考取臺北市天主教光仁小學 102 學年度專任教師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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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資料：2013.01~2013.06） ☉系友返校座談
01 月 18 日 【第 18 屆麋研齋硬筆書法教師研習】
01 月 30 日
部區）
】
03 月 22 日
03 月 27 日
04 月 02 日
04 月 09 日

【海外華外教育兩岸合作探作座談會（北

【深度閱讀到創意寫作教師研習】
【兒童華語教學講座】
【傳統與超越講座】
【中文聲調教學：電腦適應性訓練程式系
統的設計、應用與成效講座】
04 月 09 日 【漢語教學與研究座談會】
04 月 19 日 【國際學校高中課程介紹-以泰國中華國際
學校為例」講座】
04 月 30 日 【101 學年度語文與創作學系學生論文發
表會第一場】
04 月 30 日 【系友返校座談─「我的未來不設限」】
05 月 07 日 【101 學年度語文與創作學系學生論文發
表會第二場】
05 月 08 日 【華語口語課堂實境分析教師研習】
05 月 16 日 【Film Workshop 電影工作坊】
05 月 16 日 【How do we teach and what's different
講座】

2013/04/30
由本系系學會主辦之【我的未來不設限】座
談會邀請到：
陳安妮
華語老師的未來與出路
江雯婷
出版業的生涯與規劃
李筱涵
學術研究的熱情與堅持
冷 靜

快來按讚成為粉絲!

系友會 http://www.facebook.com/LCWmembers

收件人：

"翱翔天際"的機會與展望

☉活動預告
07 月 04 日 08:50-12:00

學生

活動中心 405 演講廳

第 19 屆全國硬筆書法教師研
習

05 月 20 日 【《FUN 玩華語 123》校園巡迴講座】
07 月 24 日 09:00-16:30
學生活
05 月 20 日 【張華〈鷦鷯賦〉論----魏晉文學中的一
動中心 405 演講廳
個隱喻主題講座】
"雙效合一"讀寫策略教學—
06 月 03 日-06 月 06 日 【102 年全國語文競賽校內選
以國語科為例教師研習
拔】
06 月 07 日【Verbal Working Memory in Chinese L2
learners and native speakers 講座】
語文系為使各位系友能有溝通的平台，並提供本系輔導在學生就業之建議，特規畫建構系友近況資
06 月 13 日 【一樣的機會不一樣的你講座】
料庫，麻煩各位系友撥冗填寫調查表，並以下述通訊方式擇一回覆系上：
06 月 19 日 【You can make the first MOVE!講座】
傳真：02-27367964
06 月 25 日 【IB curriculum development 講座】
E-mail：lcwfriend@tea.ntue.edu.tw
06 月 27 日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講座】
郵寄：10671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
調查表請由以下連結下載： http://s5.ntue.edu.tw/Download/g/LcwFriend.doc

地址：10671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 134 號
辦公室：行政大樓 3 樓 308 室
電話：02-27321104 分機 62232、62233、62234
傳真：02-27367964
Email：lle@tea.ntue.edu.tw

☉活動報導/系友，回娘家～2013 夏季限定版
【系友會籌備工作小組】

【敘】念舊情，談現在
能夠回來與師長和前後屆系友們敘舊，一直是回娘家活動最受歡迎的環節。今日回到系上的系友
們，無不念著舊情，聊聊過去、現在與未來。大學長的一句「有學長會照顧你」
，給予想投入教職的學
弟妹不少信心；大學姊則是以自身經驗，語重心長的分享「忠於你的選擇、堅持你的選擇」
。幾位系友

【返】夏日豔陽天，系友回娘家
六月充滿熱力的陽光，盡情灑在國北校園。今天是 101
學年度畢業典禮，也是「語創系友回娘家─夏季限定版」的日
早到的系友們，一邊享用現場準備的美味餐點，一邊與老師們

們不約而同的回憶著那些「令人難忘」的課程，更真誠的說出心裡所想念的老師和好想再回到系上的
熱切。而大家也都在不同的領域，朝著自己的夢想前進。好多好多聊不完的話，在師生合影後，還持
續的延長著。
季節不斷交替著，系友回娘家 2013 夏季限定版圓滿落幕了，讓我們再次相約冬季！

、老同學們彼此談天，更重要的是拿起手機，為語創系系友會
Facebook 粉絲頁按讚、打卡！

【迎】學妹們接待，師長們勉勵
今天的活動在幾位學妹們周到的接待中，進入歡迎式。陳俊榮系主任特別說明，語創系系友回娘
家活動原來是一年舉行一次，但是為了提高系友們互動與聯誼的機會而「加碼」舉辦。這不一樣的「
返校日」，除了原先的校慶園遊會，還加上了畢業典禮的日子。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正式成立系友會，
也希望系友們多瀏覽專屬的 Facebook 粉絲頁，了解活動訊息，按個讚。主任表示，每一位到場的系友
們，都令他感到非常高興，尤其是兩位畢業自暑期教學碩士班的資深系友。只聞現場系友們開始計算
著自己與彼此的畢業級數，喊著兩位「大學長」
、
「大學姊」
，氣氛一片歡愉溫馨。廖卓成老師則說，今
天碰巧遇上北市教甄，也祝福正在努力考試而不能前來的他們。陳葆文老師更是認出了幾位曾在她的
課堂上修課的系友們，師生頓時往事歷歷在目，葆文老師也提到，在場的老朋友、新朋友們，等會兒
可以到畢業典禮會場，看看學弟妹，給他們來自學長姊的鼓勵。陳佳君老師接著說，工作小組為大家
安排的回娘家活動，還包含夏日校園漫步──北師美術館特展和人文藝術季的臥龍市集，並祝福今天「
回家」的系友們，聊得開心、充實愉快。

【賞】允文允武的語創家族
接著是共賞在學學弟妹們精心剪輯的精彩活動影片，首先是「105 級迎新宿營──英雄聯盟」的晚
會表演，宣告著青春無敵；第二段是每年屢獲特優佳績的「創意啦啦隊競賽」
，本屆以「語創餐廳」為
主題，展現絕佳的創意與團隊精神；第三段是「2013 語創星光開場舞」
，散發出熱情活力。系友們一邊
觀賞，一邊也憶起自己亦曾有過如此盡情揮灑自我的歲月。緊接著登場的是特別表演節目，由語二乙
吳佩珊同學，以自己用心後製的 MV 和音源，現場演唱〈永無島〉
，輕柔的歌聲像吟詩，MV 裡的畫面
也像是你我的故事。

☉活動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