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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界的聯合國盛會
～ 2011 台北世界設計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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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界的聯合國盛會
～ 2011 台北世界設計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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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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 三 ) 17:30~20:30 勤樸樓 C305
星光電影院－
「王者之聲」

活動報名請洽 學輔中心 02-
23113040 轉 4332

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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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tml?Part=news201109270002

人文藝術學院 10/18( 二 ) 13:00 藝術館音樂廳

100 年度人文藝術學院
藝術中心系列活動 -

「蕭添鎮民俗布袋戲團
《趙子龍救主》」

演出後有精美贈品
摸彩活動喔！

圖書館 10/21( 五 )

10:00-12:00
公誠樓

第二會議室
圖書館 2011 最佳紀錄片
秋季影展－「血色海灣」

更多詳情請見
http://lib.tmue.edu.
tw/TMUEWeb/wSite/

ct?xItem=15735&ctNode=253&mp=1

18:30-20:30 公誠樓電影院

13:00-15:00
公誠樓

第一會議室

圖書館 2011 最佳紀錄片
秋季影展－「監守自盜

(Inside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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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15735&ctNode=253&mp=1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15735&ctNode=253&mp=1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15735&ctNode=25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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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學生會
10/19( 三 )

18:00 入場
18:30 開場

中正堂

那些年，
我們一起揮灑的青春
【迎新演唱會】
尊重他人，舞出自我！

歌手：
林宥嘉、張棟樑、周湯豪、蛋
堡、潘裕文、徐亦晴 (鴨子 ) 
主持人：黃靖倫

10/20( 四 )
18:00 入場
19:00 開場

樂團：Tizzy Bac 

10/19 迎新演唱會換票時間
需持本校學生證於松苑前換票入場，碩博生換票憑學生證再加 NT ＄150，校外人士 NT ＄250 現場購票
【10/14 ( 五 )十二點至晚上六點】 【10/17、18( 一、二 )早上十點至晚上六點 】【10/19( 三 )早上十點至開場前】

10/20Tizzy Bac 「國王的驢耳朵 」現代說書人秋限定巡迴
當天憑以下任選一項告密事證，即可入場 :
1) 只要你用手機打卡秀出所在地並加上這次活動名稱，即可入場。
例如 : 王小明 在政治大學 Tizzy Bac 國王的驢耳朵說：「awesome ！」讚·留言·3分鐘前來自手機·
2) 只要你對著入口處的工作人員秀出 Tizzy Bac 最新專輯『告密的心』封面照片，無論是用手機或相機拍攝。
3) 只要你對著入口處的工作人員秀出 10/14 學學文創示範場次的 VIP 門票即可免排隊優先通關入場。

吉他社 10/16( 日 ) 14:00 開始
藝術館
演奏廳

2011 李吉他校園代言人
市北選拔賽

評審有「娃娃魏如萱」喔 !

桌球社 10/17( 一 ) 開始
中正堂 B1
桌球室

桌球新生盃比賽 賽程將在 10/15&10/16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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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師培中心
100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學生遴選通過名單
詳情請見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01202

師培中心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實習學生每月返校團體暨分組輔導座談日期 
詳情請見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01203

計網中心

數位學習系統及部份系所網頁處理情況
此次故障情況嚴重，已委請外部廠商做專業處理 
數位學習系統及物化系、地生系、資科系之系所網頁近日仍無法提供服務 
若有任何進展，會再行通知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圖書館

Hold 住多媒體 英語吼吼吼
詳情請見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14895&ctNode=253&mp=1
圖書館新增悠遊卡影印列印
服務悠遊卡影印列印機乙台設置於圖書館 1樓影印室內，1樓檢索區 4部電腦皆可
使用該機進行資料列印
ProQuest 平台停機公告 ProQuest 
新平台預計於台北時間 10 月 23 日 ( 星期日 )上午 10 點起，停機 12 小時，進行
系統更新，新平台提供之資料庫，包含 ProQuest 及 CSA 系列之資料庫，將暫停服
務。ProQuest 舊平台及 Illumina 平台，亦將同時停機 12小時，資料庫服務暫停，
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健促中心
韻律有氧活動日期更正！
原 10/17 日課程更改為 10/18 日上課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健促中心關心您！

圖書館

請大家於 10/18 日前踴躍推薦圖書館購書優良書單
登入 http://163.21.239.103/site/BookRecommend/Service/showNews.
jsp?ctNode=274&idPath=268_274 後推薦書單
（請踴躍提供書單購買自己有興趣的書籍，且可就近借閱，好處多多）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01202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01203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14895&ctNode=253&mp=1
http://163.21.239.103/site/BookRecommend/Service/showNews.jsp?ctNode=274&idPath=268_274
http://163.21.239.103/site/BookRecommend/Service/showNews.jsp?ctNode=274&idPath=268_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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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2006 年行政院責成經濟部，結合各級政府、設計產

業以及學術界等各單位的資源與力量，以台灣創意設計

中心為代表，以臺北市為主辦城市，成功自全球 13 個國

家、19 個城市中脫穎而出，在 2007 年正式獲得 IDA 授

權主辦「2011 臺北世界設計大會」，主題定為「交鋒，

Design at the Edges」。（註：「國際設計聯盟」（IDA）

由世界三大設計組織：國際工業設計社團協會（Icsid）、

國際平面設計社團協會（Icograda）以及國際室內建築

師設計師團體聯盟（IFI）所組成。）

　　2011年適逢建國百年，行政院將民國一百年定為「建

國一百年，台灣設計年」，並在十月由「臺北世界設計

大會」及「臺北世界設計大展」兩大設計盛會。

　　「2011 臺北世界設計大展」橫跨三大展場：「松山

文創園區」、「南港展覽館」及「台北世貿展覽 1館」，

是設計年系列中規模最大的活動，也是臺北繼聽奧與花

博之後的重要國際盛事，集結了企業、設計公司、設計

院校以及設計推廣組織，以善念設計之手法，詮釋主題

「交鋒」。

松山文創園區（9/30 ～ 10/30，共 31 天）
週一 ~週五 10:00~18:00 ＆週六 ~週日 10:00~20:00
捷運國父紀念館站
204、212、232、254、266、278、282、288、299、672
忠孝新幹線觀光局站
204、212、232、235、299、662、663、忠孝新幹線
板南線「國父紀念館站」5 號出口，延光復南路往市民
大道方向步行約 5分鐘即可抵達。
南港展覽館（10/22 ～ 10/30，共 9天）
每日 10:00~18:00
南港展覽館站
205、212、276、306、605、620、668、678、679、忠孝
新幹線
捷運南港展覽館站
605、668、675、678、忠孝新幹線、棕 19、藍 12
文湖線、板南線「南港展覽館站」
世貿展 1館（10/22~10/30，共 9天）
每日 10:00 ～ 18:00
世貿中心站
1、20、207、22、226、266、284、288、292、33、37、
38、537、611、650、665、信義幹線、藍 5、棕 6
板南線「市政府站」3 號出口，搭乘免費接泊車；或 2
號出口，步行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

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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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文創園區（展出：9/30-10/30）
　　「2011 臺北世界設計大展」

在松山文創園區使用 1 號到 5 號

倉庫及製菸工廠作為展覽場域，

除了以主題「交鋒」策劃的「設

計交鋒展」外，其他還有「國際

工業設計展」、「國際室內設計

展」、「國際平面設計展」、「國

際工藝設計展」，以及「亞洲文創跨界創作展」等國際

級展覽。此外，松山文創園區還有「台灣設計之光展」、

「設計玩家展」、「金點設計展」，以及常設的「台灣

設計館」，展現台灣結合產業、經濟及設計生活美學的

優質設計形象與實力！

　　松山文創園區的展覽是三個地點中最先起跑的，參

觀展覽順序不妨將松山文創園區放在最前面喔！

南港展覽館（展出：10/22-10/30）
　　「南港展覽館」是「2011 臺北世界設計大展」中最

具國際性及前瞻性科技的展館，包含「企業區」、「團

體區」、「感動區」、「數位區」及「兩岸區」等 5 大

展區。「企業區」、「團體區」及「兩岸區」邀集了致

力於推動設計的企業、組織、國家或城市共同展出，以

「綠色永續」、「居家照護」、「智慧生活」及「樂活

主義」為主軸。「感動區」則展現了政府協助台灣在地

產業運用「善念設計」加值創新之傲人成果。「數位區」

利用科技及多媒體藝術情境式手法，結合自然與科技、

虛擬與實境，進入超乎想像的數位世界。

世貿展一館（展出：10/22-10/30）
　　2011 臺北世界設計大展」在台北世貿展覽 1 館勾勒

出國內外當代設計師的創作舞台，一筆一畫地串聯起跨

世代的創意互動、穿梭於東西方的設計美學、營造出跨

領域的文化交流。

　　創作的珍貴在於回歸設計的本質，而設計的趣味則

在於運用「善念」實踐愛地球的行動，以多元化的角度

看世界，用不同的設計觀點讓地球微笑。

引用資料：
http://www.2011designexpo.com.tw/Default.aspx

圖片來源：
http://www.2011designexpo.com.tw/Default.aspx

http://www.urbanprefer.com/news/index.htm

http://www.2011designexpo.com.tw/Default.aspx
http://www.2011designexpo.com.tw/Default.aspx
http://www.urbanprefer.com/news/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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