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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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活動快訊 !!
ＰＡＲ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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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促中心 11/23( 三 )-11/25( 五 ) 13:00-16:00
勤樸樓 B1

學生活動中心
大一新生心臟病篩檢

請同學當天穿著寬鬆衣物
篩檢時間詳請請見
http://health.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1111001

課外活動組

報名 :11/8( 二 )-11/28( 一 )
初賽 :11/30（三）
決賽 :12/7（三）

初賽 &決賽 :
18:30-21:30

初賽 :公誠樓
第一會議室

決賽 :中正堂

第二屆
教育之星選拔賽

活動詳情請見
http://activity.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1110801

學生會

吉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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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091302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091302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1001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1001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1001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0801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0801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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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101 級
畢聯會

校內售票時間 :
11/21( 一 )-12/12( 一 )

10:00-15:00 學生餐廳前
101 級畢業系列活動

-2011LOL
大肆的笑演唱會

詳情請見 :
http://activity.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1111402

課外活動組
報名時間 :

11/21( 一 )-12/9( 五 )
12:00-13:00

勤樸樓 B1
學生會會辦

創校 116 年
校慶園遊會

詳情請見
http://activity.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1110806

師培中心

11/24( 四 ) 9:00-11:00
行政大樓前
遊覽車集合

永豐紙業數位輸出中心參訪

詳情請見
http://cte.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1111801視覺藝術系

圖書館 11/22( 二 ) 12:30-14:10 公誠電影院
2011 大學影展 -
「波普先生的企鵝

(Mr.Popper’s Penguin)」

詳情請見
http://lib.tmue.edu.
tw/TMUEWeb/wSite/
ct?xItem=20683&ctNode=253&mp=1

學校活動快訊 !!

 

狂賀 !!

本校榮獲 100 年全國大專院校划船錦標賽男子四人雙獎第 1 名 ( 獲
獎同學周煜展、黃鴻達、蔡御仲、許文川 )；輕量級男子雙

人雙獎第 2 名 ( 獲獎同學蔡御仲、 許文川 ); 男子雙

人單獎第 3 名 ( 獲獎同學朱彥銘、甘峻豪 )。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1402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1402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1402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0806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0806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0806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1801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1801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1111801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20683&ctNode=253&mp=1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20683&ctNode=253&mp=1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20683&ctNode=253&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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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欄

ＰＡＲＴ１
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註冊組

轉知學務處生輔組通知：100 學年度第 2學期學雜費申請事宜
一、100 學年度第 2學期減免學雜費申請日期為 100 年 12 月 5日（星期一）至 12 月 9日（星期五）
止，請學生於上述日期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二、可申請減免類別：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現役軍人子女、新申請之軍公教遺族（含卹內及卹滿）、原住民學生及育幼院所
學童等。
三、申請者請將以下相關證明文件備齊後，繳交至學務處生輔組辦理（證明文件不齊全者，須於申
請日期截止後一星期內【100 年 12 月 16 日前】補齊；如未補齊者，取消申請資格）：
1. 戶口名簿驗正本，留影本。
2. 證明文件驗正本，留影本 (如殘障手冊、低收入戶證明、特殊境遇家庭身分證明文件等 )。
3. 申請書（請務必簽名、蓋章）。
4. 切結書（請務必簽名、蓋章）。
5. 家長現任公職者須附未領子女教育補助證明。
6. 以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身分申請者，需檢附 99 年度家庭綜合所得總額證明（若家
庭成員中具國民中、小學或幼稚園教師、軍人身分者，檢附就職學校或機關開立之前一年度薪資所
得證明）。【註：依規定家庭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未超過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得減免就學費用。】
四、申請表及切結書可至本組網頁（學校首頁 /學務處生輔組 /學雜費
減免專區 /各項申請表單）自行下載使用。各類學生申請就學優待
應檢驗證件清單及注意事項可至本組網頁 /學雜費專區參閱。
五、注意事項：
（一）除軍公教遺族（含卹內及卹滿）及原住民學生逕予核發至畢業為止（不含延長修業年限），
無需重複申辦，其他身分學生每學期均需申辦！
（二）攸關個人權益，請注意相關證件是否逾期！

師培中心
歡迎本校欲申請 101 年度大五教育實習之學生，可至本校 100 學年度專業發展學校：中山國
小、國語實小、本校教大附小、南湖國小、劍潭國小及私立靜心小學等六校申請教育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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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欄ＰＡＲＴ２

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生輔組
100學年度第2學期減免學雜費申請日期為100年12月5日（星期一）至12月9日（星期五）
止，請學生於上述日期至學務處軍訓室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課外活動組

重要提醒：活動補助核銷
各社團請注意：
本年度申請通過的補助，請於 12 月 2 日前儘速繳交
活動成果報告與合格收據或發票完成核銷，逾期無法辦理核銷，後果請自行負責。
（100 年度的收據發票只能於 100 年度辦理核銷）
PS：活動申請核銷流程與相關表格，請參考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4

重要通知：年度社團老師指導費彙整提醒
各社團請注意：
社團老師指導費核銷採「會計年度」制，意指今年度（12月以前）社團老師的指導卡要在今年完成彙整，
所以，各社團須在 12 月 2 日前將「12 月 31 日以前的指導卡」預先繳回，（指導卡須先請老師簽名，記
錄本先記錄日期即可，之後再補寫其他項目），逾期不候，請特別注意，若老師因此領不到指導費則由
各社團自行負責。

學生事務處

中正紀念堂急需全日服務學習志工 

中正紀念堂急需服務學習志工
1.11/19( 六 )8:50 至 17: 00 全天 (需要 5人 )
2.11/20( 日 )8:50 至 17: 00 全天 (需要 5人 )
3.11/26( 六 )8:50 至 17: 00 全天 (需要 8人 )
4.11/27( 日 )8:50 至 17: 00 全天 (需要 8人 )
中正紀念堂參與教育部主辦「2011 終身學習作伙來─由社區走向博 物館」活動服務，提供中餐。
服務內容：來賓引導、詢問、DIY協助，這幾天廣場會很熱鬧，因為攤位很多，需要服務的地方也很多樣。
請參考下列網站： http://kids.cksmh.gov.tw/lifelonglearning/
意者請與學務處 王老師聯絡 23113040#1201
正取依順序錄取報名者 (備取 2名 )。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4
http://kids.cksmh.gov.tw/lifelong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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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許有注意到，在書苑前有一張海報，沒錯，

那就是「中法藝術文化的交會－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

十四」特展的海報！而且校園優惠價只要 180 元！你一定

會好奇，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展覽呢？以下就做個簡單的介

紹！

歷史

　　十七世紀後半至十八世紀初期，歐亞大陸東端的中國

與西端的法國，各自引領著東方與西方文化與藝術發展的

風潮。此時中國的君主是清聖祖康熙大帝，法國的君主是

太陽王路易十四。

　　兩位君王的生平事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是

沖齡登基，一由祖母、一由母后撫育、輔政，將兩位幼年

君王培育成允文允武、仁民愛物、雅好藝術的全能君主。

他們親政前各自有權臣主政，親政後皆夙夜匪懈、勠力國

政，並且各自鞏固了愛新覺羅家族與波旁王室的帝王權力。

　　當時分居兩地的君王經由法國耶穌會士架起的無形橋

樑，有了間接的接觸。透過傳教士們的推介，路易十四對

康熙皇帝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法國朝野人士也興起對中

國文化與藝術的好奇與模仿。在傳教士的講授下，康熙皇

帝認識了西方的科學、藝術與文化，並推而廣之，使得當

時清朝臣民中不乏潛心西學之士。

緣起

　　為了慶賀建國百年，故宮特別籌畫，推出此次展覽，

除了選展八十三件院藏文物外，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

物館與瀋陽博物院分別提供二十件、十件與兩組件文物參

展，另外也向香港私人收藏家商借一件藏品參展。除了兩

岸三地的文物外，也遠自法國的國家圖書館與十二個博物

館商借七十四組件文物參展。除此之外，法國外交部珍藏

一封路易十四寫給康熙大帝的信函，因去年（2010）曾展

出，故此次特精心複製後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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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的四大單元

單元一：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

　　康熙皇帝名玄燁，生於西元 1654 年，卒於西元 1722

年底；太陽王路易十四生於 1638 年，卒於 1715 年秋，較

康熙皇帝年長，也比較長壽。兩位君王一東一西地分居於

歐亞大陸的兩端，幾乎同時建立了各自的輝煌功業。兩位

從未謀面的君王，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首先，兩位君王都是幼沖即位。路易十四即位時年僅

六歲，康熙皇帝八歲登基。因為都是幼年君主，路易十四

遂由母后—安娜皇后攝政，康熙皇帝則是祖母孝莊太皇太

后訓政。因此，路易十四親政前由首相馬薩林樞機主教主

持國政，康熙初期的朝政幾乎全由鰲拜主導。

　　兩位君主各自擅長騎射，並熟悉多種語文。路易十四

終身使用優雅的法文，還能說流利的義大利與西班牙語，

並理解基本的拉丁語；康熙皇帝精通滿語、蒙古語、漢文

與漢學根柢也十分深厚。

　　兩位君王親政後都夙夜孜孜，勠力國事，因此文治武

功同稱顯赫。此外，他二人皆提倡科學，喜愛藝術，更喜

愛園林之勝。路易十四擴建凡爾賽宮，修建絢麗的鏡廳與

豪華的庭園，使得凡爾賽宮成為法國的政治中心與時尚文

化的櫥窗。康熙大帝則先後興建暢春園、避暑山莊、木蘭

圍場等。

單元二：法國耶穌會士－兩位君王間的橋樑

　　就目前所知，康熙一朝來到中國的法國耶穌會士至少

有五十位之多，其中以康熙二十六年（1687）抵華的洪

若翰、白晉、李明、張誠、劉應五人最重要。他們是太

陽王路易十四派遣的傳教團，為了避免衝突到葡萄牙的

「保教權」，他們以「國王數學家」的身份來到中國，

其中白晉與張誠被留在康熙皇帝身邊，因此對於康熙皇

帝的影響也最大。

單元三：中法文化與藝術的交會－模仿製作

　　由於康熙皇帝的個人實際經驗，使他對於西學有著

莫大的興趣，萬幾餘暇勠力學習西方天文、曆算、幾何、

物理、醫學、解剖學等西學。因為皇帝的需要，來自西

洋的傳教士或主動、或被動地一再從西歐帶來各種教學

所需的工具、儀器與書籍。為了教與學的便利，並在皇

帝的要求下，傳教士多將西方科學翻譯成滿文，以做為

教材。為了推廣這些西學，康熙皇帝也曾要求將它們翻

譯成漢文後刻版印刷。至於學習西學所需的科學儀器或

工具，除了有傳教士直接攜帶來的，或路易十四的贈禮

外，也有內廷造辦處匠役的精美仿製品。

　　除了科學儀器或數學工具，康熙皇帝也醉心於當時

西方的玻璃工藝，展品中的康熙款透明玻璃水丞，器底

琢刻篆書「康熙御製」款識；從器形看來，應是一件康

熙朝內廷研製玻璃工藝初期，仿造歐洲墨水瓶而成的玻

璃器皿。

　　當西方人士透過阿拉伯人看到中國精美瓷器，尤其

是白地藍花的青花瓷器，便興起仿製之心。雖然初期還



不能掌握燒製中國式硬瓷的配方，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的陶瓷匠役們仍設法在錫釉陶與軟瓷上模仿中國青花瓷器的

裝飾風格，希望能生產出與中國一樣精美的青花瓷器。

單元四：交會的燦爛火花－創新與製作

　　路易十四時代，法國的玻璃工藝以 Bernard Perrot（1640-1709）所燒製者最負盛名，本次展覽中借自法國的

七件玻璃器，或由其親手製作，或出於其工坊。這些玻璃器有吹製的，也有模製的，更有吹製加模製的，不一而足。

　　當時法國先進玻璃工藝吸引著康熙皇帝的目光，遂在造辦處建置玻璃廠，並且成功的燒製出單色玻璃、套玻

璃、刻花玻璃、灑金玻璃、玻璃胎琺瑯彩等品類。當時燒製的成品不但供皇帝自己玩賞，也作為賞賜大臣的禮物，

以示榮寵。此外，皇帝也曾將玻璃胎畫琺瑯器皿賞賜西洋人士，以展現內廷研製這項工藝的成就。

　　除了玻璃工藝，西歐的畫琺瑯工藝也曾深深吸引康熙皇帝的目光。此時除了開創出華麗的金屬胎畫琺瑯工藝

外，匠役們也將琺瑯釉彩繪在瓷胎與宜興陶胎器表，成為後人稱頌的琺瑯彩陶瓷器。

　　千年來，中國瓷器的燒製馳譽國際，傳教士遠來中國傳教，也肩負介紹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有關中國人燒製

與使用瓷器的情形當然也在報告聞見之列。歐洲陶工經由實物的觀察與模仿，加上傳教士的報告，對於中國的青

花瓷器的紋飾，從模仿到創新；路易十四時期發展出的垂帷紋飾，精緻而華麗，甚具特色。

　　在繪畫藝術方面，經由傳教士的推廣與教導，當時滿漢畫家都曾創作出具西方透視法的畫作，甚至有油畫作

品傳世，顯示出當時中西繪畫技法交會、融合的時代意義。

　　對此次展覽有興趣的同學，不妨利用最近這一個月的時間撥空前去參觀喔！

引用資料：http://www.npm.gov.tw/exh100/kangxi/

圖片來源：http://ctee.com.tw/news/view.aspx?newsid=8556&cat=2

　　　　　http://tieba.baidu.com/p/837123019

　　　　　http://66diqiu.com/col/article_detail.php?articleId=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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