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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快訊

公告欄

精彩一百，百年國慶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可以將滑鼠移至四個角落拖曳翻頁
或是直接點選照片進入頁面喔～
點選 BACK 即可返回目錄～
頁面中游標變成小手的話
還可以直接點入連結至相關網頁呢！

精彩一百，百年國慶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學校活動快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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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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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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 四 )-11/3( 四 ) 17:30~20:30

勤樸樓 C305

楓帆義工訓練－
「我想更懂你」

同理心團體

活動報名請洽 
學輔中心 

02-23113040
轉 4332
高老師10/18( 二 )-11/8 18:00-21:30 新生活創意開發團體

計網中心 10/4( 二 )-11/15( 二 )
週二

18:00-21:30
公誠樓 G512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
電腦相關技能教育訓

練系列活動

活動詳情請見
http://

computer.
tmue.edu.tw/
front/bin/
ptdetail.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091302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091302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091302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091302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http://computer.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社團活動快訊 !!
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有氧舞蹈社 星期一 &星期四 17:30-18:30
中正堂 B1
韻律教室

有氧舞蹈社社課
地生二  洪  紫  0953655508
公共二  吳依珊  0983035375

熱舞社

星期一

18:30 公誠樓 1F

Hip Hop

社長  PJ   0911285596
副社 丸子  0912583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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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鐸
教育服務團

星期三 18:00-20:00 學生活動中心 鳴鐸教育服務團社課

大眾傳播社  星期三 18:30 勤樸樓 C308 大眾傳播社社課
心諮二 劉宸宇 0928248773
資科二 鍾明宏 093506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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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語二 羅意瑜 0988754981
中語二 劉蘋誼 096338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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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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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學輔中心

新生活創意開發團體時間更改為
10 月 18~11 月 8 日週二晚上
各位親愛的同學 ~
學輔中心所舉辦的”新生活創意開發團體”時間將由原時段 10 月 7 日 ~10 月 28
日週五更改為 10 月 18 日 ~11 月 8 日週二晚上 18:00~21:00 唷
如果你想要增進自己面對適應新環境的能力 ~
或是想要學習人際互動技巧認識更多的朋友 ~
都歡迎你來報名參加這個團體唷
10 月 13 日報名截止 ~
 報名請洽 學輔中心 高老師 23113040 轉 4332 

體育室

游泳池重要公告。 

1、因 10/8 下午 12 時至 19 時為國慶預演，本校為管制區域，人員不得進入，想
游泳的泳客請於 10/8 日 12 時之前進入，當天泳池正常開放至 17 時。
2、因 10/10 國慶日，游泳池暫停開放一天。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生輔組

1001 學期校內獎助學金復審通過名單 
1. 獲博、碩班獎助學金者請回原所執行所上指定助學工作；獲大學部勤奮向學獎
助金、生活助學金者，需至指定（可優先依個人意願選擇，額滿後由承辦單位逕
行分配）單位進行助學服務。 
2. 請大學部助學服務同學於 10 月 6 日（四）17:00 前，同學自行尋覓助學工讀單
位並完成報到 手續，請各單位蓋章、註明配額單位（系、所、學程、中心），回
條由學生繳回 3F 教官室， 以利承辦單位配對作業，未依規定完成報到者，將逕
行指定單位。10 月 8 日後請同學上 My TMUE 單一登入系統 /獎助學金申請系統確
認助學單位。 
3. 獎助學金採按月結報發放，學生於獎助學金簽到系統簽到，各單位於獎助學金
管理系統審核確認 、並管制各學生助學時數，學生列印工讀紀錄表繳交。若學生
誤簽，請刪除、退回該筆資 料。未執行義務者，停發獎助學金。獎助學金結報作
業，請各單位次月 5日前，完成審核 、督促學生繳交工作紀錄表，在正常流程約
月底後 45 日入帳戶。 
4. 每學期結束（7月底、1月底）前需完成全學期之工讀助學義務
詳情請見
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00302

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00302


精彩一百，百年國慶
～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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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日，又稱雙十節、雙十國慶、雙十慶典、辛亥革命

紀念日等，是中華民國政府為紀念公元 1911 年 10 月 10 日

（即清宣統三年、辛亥年農曆八月十九）發動武昌起義的

慶典。

　　而 2011 年，也就是今

年。中華民國將迎接建國

一百年大典。

　　從 2010 年 10 月 10 日

起到 2011 年 10 月 10 日，

將有長達一年時間的慶祝

活動。預計，百年國慶主

軸將圍繞著「民國百年，民主台灣」為核心概念。

　　

IN     TAPEI
　　

　　為了慶祝國家的生日，台北市政府準備 26,000 面的小

國旗提供民眾免費索取。台北市長郝龍斌上午在市政會議

會後記者會表示，國旗是所有台灣人共同的符號，希望透

過懸掛國旗慶祝中華民國建國 100 年國家生日，也表達對

國家的熱愛。同時郝市長也呼籲民眾家戶，可以多拿國旗、

多懸掛國旗。不過，雖然台北市府準備了 26,000 面國旗，

想拿的同學不早點去索取的話還是會撲空喔！

　　建國百年國慶，台北市政府從上午七點，在市府前廣

場舉辦國慶升旗慢跑活動；另外趕搭百年雙十結婚熱潮，

下午北市府也在小巨蛋舉辦「百年好合、十全十美」聯合

婚禮，至於晚上活動重頭戲，下午三點開始，在大稻埕碼

頭舉辦大稻埕煙火秀，煙火施放時間為晚間八點三十分到

五十分，長達二十分鐘，想要觀看的煙火的同學們，可要

抓緊時間找個好位置來等待唷！

IN     TAICHUNG
　　

　　值得紀念的建國百年國慶日，台中市府 10 月 9 日起台

中公園有「百年公園一百小時 ‧ 建國一百年慶祝活動」，

10 日晚間在台中公園湖畔登場。另外還有百項名攤名產嚐

鮮、百人街舞、百人排舞、百人元極舞、百船齊發、百兩

黃金抽獎等活動。大墩文化中心則有「中華民國建國百年

之百拼不厭」的百人拼圖活動。而葫蘆墩戶外廣場將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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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蚤市場樂童玩」的跳蚤市場、童玩 DIY、小丑表演及賽

德克服裝體驗活動。民政局則有 「百對佳偶聯合婚禮」。

IN     ZHANGHUA
　　

　　百年國慶煙火秀將在彰化縣的彰濱工業區施放，為慶

建國百年，今年的煙火秀將採用十六吋的煙火彈，煙火的

爆炸威力和直徑都將有

別於以往，堪稱是歷年之

最。今年的煙火秀分成兩

段，以「精采一百 . 萬綻

花開」及「花團錦簇 . 共

創新局」為主題，十月十

號晚間七點起，將施放

四十分鐘。無法到現場觀

看的同學就鎖定電視吧！

　　各地遊樂區為了慶賀中華民國 100 年生日快樂，也推

出不同的方案，來迎接這個值得歡樂的日子。

　　像是六福村推出「國慶揪零 100 元」優惠活動，只要

身分證字號中有連續兩個零 ( 含以上 ) 的民眾，憑本人身

分證到六福村現場購票入園，原價 $890 門票只要 $100 元。

　　月眉則推出雙十連假 10/8 至 10/10 連續三天，每天前

100 名購票民眾，就可享有單園 100 元優惠入園。

　　劍湖山和花蓮遠雄海洋公園則是有招待 10 月壽星免費

入園的優惠！

　　更多百年國慶活動可上 http://taiwanroc100.tw/

chinese/default.aspx 查詢。

　　不過各位同學們在遊玩的同時也別忘了注意安全

喔！祝大家都有個美好的假期！

　　最後還是要說一聲：中華民國百年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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