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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課外活動組

報名 :9/30( 五 ) 前

全校
100 年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國語文競賽

於課外活動組網站
系統報名或者下載
報名並填寫後繳至

課外活動組
比賽 :10/4( 二 )

12:50 前報到
13:00-15:00

比賽

課外活動組
9/14( 三 )-11/30( 三 )

至 11/30
23:59 截止

全校
第五屆

北市大文學獎
請至課外活動組
網站下載報名表

大眾傳播社

學輔中心 9/20( 二 ) 13:00-15:00
公誠樓

第三會議室
性別平等系列講座

對象 :教育學院學生
講師 : 陳淑菁老師

圖書館 9/20( 二 )

18:00-19:00

公誠樓 G515

華藝線上圖書館

線上報名請至
圖書館首頁

19:00-20:00

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中國博碩士論文全
文數據庫

學輔中心 9/21( 三 ) 17:30-20:30 勤樸樓 C305
星光電影院

—「蘇西的世界」

報名請洽學輔中心 
02-23113040 轉 4332 

高老師

圖書館
9/22( 四 ) 13:00-15:00 公誠樓 G513

Discoveryg 數位課
程教學影片資料庫

&Naxos 線上有聲書 &
線上音樂圖書館

線上報名請至
圖書館首頁

9/26( 一 ) 18:00-20:00 公誠樓 G515 新系統說明會

學校活動快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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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快訊 !!
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大眾傳播社
9/21( 三 ) 18:45

勤樸樓 C308
大眾傳播社迎新茶會

心諮二 劉宸宇 0928248773
資科二 鍾明宏 0935067722星期三 18:30

大眾傳播社社課
(10/5 第一堂 )

有氧舞蹈社
9/29( 四 ) 18:30

中正堂 B1
韻律教室

有氧舞蹈社迎新茶會
地生二  洪紫  0953655508
公共二 吳依珊 0983035375星期一 &星期四 17:30-18:30

有氧舞蹈社社課
(10/3 第一堂 )

熱舞社

9/29( 四 )

18:30 公誠樓 1F

熱舞社社迎新茶會

社長  PJ   0911285596
副社 丸子  0912583646

星期一
Hip Hop

(10/3 第一堂 )

星期二 Jazz&Popin

星期四 團練

點子 POP 社 星期四 18:00~20:00 點子 POP 社社課

桌球社
星期二或三
&星期四

19:00~21:00 桌球室 桌球社社課
物化三 陳佳楨 0935391139
物化二 蔡侑儒 0919341839

排球社
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六
20:00~22:00

中正堂 3F
室內球場

排球社社課
體育三 張國輝 0981577110
幼教三 林淨瑜 0985173148

古箏社 星期二 18:30~20:30
學生活動中心
或小舞台

古箏社社課
幼教二  龔欣  0936558230
公共三 胡銘純 0987427072

跆拳社
星期一 19:00~21:00

道館 (坐公車
5分鐘 )

跆拳社社課
幼教二 陳思妤 0928601092
物化三 吳尚明 0972615952

星期三 18:00-20:00 中正堂 3F

書法社 星期四 18:30-21:00
勤樸樓 C406
書法教室

書法社社課
(9/15 第一堂 )

中語二 羅意瑜 0988754981
中語二 劉蘋誼 096338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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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際大戰】
－心諮系迎新宿營

10/14( 五 )-10/16( 日 )
大溪松旺農場

資科系迎新宿營

10/29( 六 )-10/29( 日 )
萊馥渡假村

【資銖必教】
－教育系迎新宿營

10/15( 六 )-10/16( 日 )
新竹溫馨農場

（市北教育&北科資工聯合宿營）

視藝系迎新宿營

10/29( 六 )-10/30( 日 )

公告欄
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生輔組
9/20( 二 ) 下午第 5及第 6節為大一新生社團聯展活動，屆
時請大一同學於 13:10 時前於中正堂前就位，本活動為重
要集會 ,無故未到者視同曠課。

計網中心

計網中心 電腦志工招募
有興趣的同學請至公誠樓 5樓計網中心 向楊貴婷小姐報名
分機 :23113040 轉 8513
詳情請見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news201109080001

計網中心

本校 <992 學期教師教學意見網路調查 > 活動獲獎同學
9/13~9/22 至系辦領取禮券 !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意見網路調查」活動業由計
網中心經電腦隨機抽出得獎名單詳見附件，敬請得獎學生
所屬系(所)之承辦人員通知得獎學生於100年9月13（二）
起日至 22 日（四）止至所屬系 ( 所 ) 辦公室領取禮券並詳
填收據（附件）後擲交系 (所 )承辦人彙整
獲獎名單請見
http://ctl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new11090022

生輔組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獎助學金申請截止日期
校內獎助學金申請日期：
1. 生活助學金：100 年 9 月 6 日至 9月 14 日止。
2. 碩博士班獎學金、助學金，大學部獎學金，大學部勤奮
向學助學金，優秀入學獎學金及校友獎學金：100 年 9 月
15 日至 9月 20 日止。
3. 學產基金低收入助學金及教育部原住民獎學金：100 年 9
月 15 日至 9月 20 日止。
4. 教育部弱勢共同助學（圓夢計畫）：100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7 日止。

師培中心
1001 教育實習學生證已製妥，歡迎實習學生即日起可以到
中心 (G309 室 ) 領取，或者於集中返校領取也可以喔 ~

迎
新
宿
營
來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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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的濫觴
　　1975 年 4 月 5 日，前總蔣中正因突發性心臟病逝

世於士林官邸。當年 6 月行政院決定成立中正紀念堂

以茲紀念。採用含有南京中山陵許多元素楊卓成（圓

山大飯店的設計者）的建築設計，並於 1980 年 4 月 5

日正式對外開放參觀，迄今已有 31 年的歷史，而中

正紀念堂將於明年轉交新成立之文化部管理。

中正紀念堂的樣貌
　　中正紀念堂全區面積約

250,000 平方公尺，除了主建

築以外，還有國家戲劇院、國

家音樂廳，以及主建築前的瞻

仰大道、中央藝文廣場（自由

廣場）、園區環外迴廊、中式

庭園等。

中正紀念堂的元素
【紀念堂主體】

　　走上高十四 . 五公尺的臺階後，就可以看見由陳

一帆先生承鑄的蔣公座姿銅像，臺座上還刻有蔣公遺

囑。整點時分還有三軍儀隊交接儀式，最好提前五分

鐘至現場等待，才不會錯過精彩畫面喔！中正紀念堂

的開放時間是早上九點至下午五點，全年無休，在

五點十分會有莊嚴肅穆的儀隊降期，有空的人不妨

博愛特區介紹～中正紀念堂～
去看看。另外，下層大廳設有文物展視室、中央通

廊、演講廳、先總統 蔣公紀念室及各展廳。

【文物展視室】

　　主要陳列蔣公的衣冠、文獻及照片等。

【一展廳】

　　位於紀念堂東側，從大孝門

進入即可看見。一共有三間大型

展覽室和一間多功能之視聽室，

目前展出「手塚治虫的世界特

展」，展覽日期從 7 月 9 日開

始至 10 月 6 日，學生票價 200 元，不論是博客來、

7-11、全家、萊爾富、OK 便利商店，或者現場都可

以購票，非常方便，現場還有許多周邊商品可以購買

喔！

　　另外，位於另一側大忠門方向的二、三展廳，則

正展出「木乃伊傳奇 - 埃及古文

明特展」，展期為 6 月 12 日開始

至 9 月 23 日，號稱展出 5 個台灣

展覽史上之最：＜四具木乃伊展

覽，史上最多＞、＜首次展出未包

裹繃帶木乃伊＞、＜首次展出皇室

4
身分木乃伊 - 拉美西斯二世之

子＞、 ＜首次展出墓室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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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書完整內容＞，以及 ＜ 3D 雷射一比一複製圖特摩斯

三世法老墓室，首次於亞洲地區展出＞。學生優惠票價

為 220 元，但要注意只能在現場買到此種價格，如果是

在博客來上訂票則一律以全票販售。相信很多人在暑假

已經去看過，還沒參觀過的同學們可要把握這最後一個

禮拜。

【蔣公紀念室】

　　室內一切文物，均來

自總統府原蔣公辦公室，

而室內擺設完全根據原辦

公室陳列方式呈現。

【正門牌樓】

　　有名的「大中至正」

正門牌樓，於 2007 年 12

月 7 日更名為「自由廣場」。側邊有兩座牌樓，分別為

「大忠門」及「大孝門」。

【迴廊與角亭】

　　迴廊沿信義路、杭州南路、愛國東路三面人行道建

築。外側牆面共有十八種不同之花格與形狀，相當具有

特色。角亭有四座（含兩廳院部分則有六座）。

【民主大道】

　　從正門至紀念堂臺階，有四十公尺寬、三百八十公

尺長，二側為林蔭大道，舖設金門全體軍民捐獻之花崗

石。

【公園廣場】

　　位於國家戲劇院與國家音樂廳之間，長寬各為

一百二十公尺，可做室外演奏及活動之用，而地下即

為停車場，可容納六百部汽車。靠近正門的廣場有

一個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那就是成群不怕人的鴿子

們，甚至有機會可以近距離與牠們接觸，當群鴿飛起

的瞬間可謂為壯觀。

【中式庭園】

　　公園左右正前方，分別建有雲漢池及光華池，為

不規則形狀的人工池。「雲

漢」之名取自明監國魯王朱

以海手書之「漢影雲根」，

「光華」則為光復中華之

意，，景緻十分優美。池內

有各種顏色的錦鯉，由何應

欽將軍及國內外喜愛錦鯉的

人士所捐贈。

  

   看了這麼多，想要感受中正紀念堂滿滿文藝氣息

的話，就從捷運中正紀念堂站五號出口走出去實際親

身體驗一下吧！

參考資料：

http://zh.wikipedia.

org/wiki/%E4%B8%AD%E6%A

D%A3%E7%B4%80%E5%BF%B5%

E5%A0%82

http://www.cksmh.gov.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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