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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傳：
「奇文藝市」校園徵稿開跑囉

公告欄

公告欄學校活動快訊 社團活動快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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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每週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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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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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學輔中心 3/13( 二 ) 17:30-20:30
勤樸樓
C305

星光電影院－「翻滾吧 !阿信」 現場備有小點心唷 ~~

通識中心 3/6( 二 )-3/20( 二 ) 9:00-17:00 全校
通識教育八大核心能力
問卷填答活動開跑

詳情請見
http://genedu.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20304

健促中心

報名：3/16( 五 ) 止
3/20( 二 )-5/22( 二 )

全校 健促系列活動－校園健走王

詳情請見
http://health.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2030201

報名：3/13( 二 ) 止
3/15( 四 )-6/28( 四 )

12:10-13:10
中正堂

舞蹈教室
健促系列活動－活力有氧動起來

詳情請見
http://health.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20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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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快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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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學生會 3/15( 四 ) 18:00-21:30 中正堂
蘋果英雄之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民主法治蘋果節演唱會

羽球社 3/13( 二 )-3/16( 五 )

中午
12:00-13:00
下午
17:00-18:00

中正堂 3F 羽球新生盃
賽程將於 3/12( 一 )
公佈於中正堂 3F 公告欄

吉他社

報名：3/23( 五 ) 18:00 止
吉他社社辦
網路報名

第九屆 師弦獎民歌大賽

詳情請見
http://blog.yam.
com/spaceguitar/
article/47421287

初賽：3/31( 六 ) 14:00 開始
公誠樓

第一會議室

決賽：4/13( 五 ) 18:30 開始 中正堂

有氧舞蹈社 每週一、四 17:30-18:30
中正堂 B1
舞蹈教室

有氧舞蹈社社課

週一：
阿威老師 hip-hop 有氧
週四：
濃濃老師 high-low 有氧

國標社 每週二、四、五 19:00
中正堂 B1
舞蹈教室

國標社社課
週二：倫巴
週五：單人拉丁

點子 POP 社 3/14( 三 ) 18:00-20:00
勤樸樓
C312

點子 POP 社社課

http://blog.yam.com/spaceguitar/article/47421287
http://blog.yam.com/spaceguitar/article/4742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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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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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課外活動組

101 年度下半年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學校推動青年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計畫
101 年度下半年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學校推動青年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計畫」申請案，將於 101 年 4 月 1 日至 101 年 4 月 30 日受理
一、101 年度下半年執行期間為 101 年 7 月 1 日至 101 年 11 月 30 日止，請各校依據「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學校推動青年學生參
與志願服務計畫作業要點」審慎規劃。 
二、依據前揭要點第三點（一）規定：「每校每年度申請計畫，以二隊為上限，且志工人數不得少於十人。」為避免學生自行上
網申請未知會學校，請各校承辦人自行上網填寫相關申請資料，避免將權限交由學生自行處理。 
三、依據前揭要點第三點（四）規定：「總經費應將本部補助經費與學校配合款分開編列敘明；人事費不得超過總計畫經費（補
助款及配合款）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相關補助規定，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四、本次採網路登錄申請，請各校至 101 年度承辦學校─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網站（網址：http://www.thvs.mlc.edu.tw-
教育部學產基金 -志願服務計畫申請）下載填寫相關申請資料並將檔案上傳，各校將資料上傳後請務必再次確認是否成功及完整。
為考量系統資料彙整、轉換等作業時程，本次系統上傳截止時間為 101 年 4 月 30 日下午 5 時前，請各校掌握時效，以維護學生權
益。（聯絡人：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實習處鄭美惠小姐，連絡電話：037-992216*504） 
五、101 年度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各校辦理「暑假工讀服務活動」及「縮短中小學城鄉數位落差 - 電腦研習」其服務性質內容與
志願服務計畫相近者，請勿重複申請。 
六、 檢附「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學校推動青年學生參與志願服務計畫作業要點」1份供參。 
詳請請見：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601

100 學年度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社團辦公室整潔暨環保創意競賽
本次競賽結果如下： 
( 一 ) 整潔比賽： 
 1.「清潔溜溜組」 
  (1) 第一名社辦 CB110( 書法社、國樂社、春暉社、學生議會 )
  (2) 第二名社辦 CB113( 古箏社、信望愛、點子 POP 社 )
  (3) 第三名社辦 CB109( 鳴鐸社、嚕啦啦社 )
 2.「有待加強組」：社辦 CB111( 民俗體育社、光影社 )、社辦 CB116( 大眾傳播社、圍棋社、親善大使 )、社辦 CB119 ( 吉他社、
田徑社 )、社辦 CB120( 學生會 )，將於 3月 16 日中午 1200~1300 覆檢，覆檢不通過則收回社辦使用權。
(二 )環保創意競賽之「我是點子王」：從缺。因為社辦未以環保及廢物利用的方式布置，不符合活動主題。

http://www.thvs.mlc.edu.tw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601


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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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生輔組

「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課程修業規定
1.「大學生活學習與輔導課程 ( 導師時間 ) 為大一至大四每學期必修零學分課程，由學校統一灌檔，
請同學勿自行退選該課程，並務必確認已選修此課程，以免影響畢業」。
2. 交換生、已修滿八學期者及成績優異提早畢業同學，均不在此限。
3. 轉學生於轉學前之學期，得免補修此課程。
若有修課問題請洽生活輔導組：分機 (1212、1211) 

通識中心
100 學年度國文統一會考公告
詳情請見：http://genedu.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5

體育室
游泳池暫停開放通知 
3/17( 星期六 )本校游泳池舉辦大學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游泳池暫停開放 .
4/4( 星期三 )為國定假日 ,本校游泳池暫停開放 ,造成不便 ,敬請見諒 !

學務處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通過續獎學生名單
詳情請見：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802

圖書館

感謝全校師生愛心捐款
學務處辦理學生急難慰助捐款，截至 3 月 9 日中午止，已收捐款 11 萬 1 千元，收款時間至 16 日止，
請各位師長、同學發揮您的愛心（師長請至生輔組、同學請至學生會），學務處全體同仁代表學生致
上最深的敬意及謝意。

http://genedu.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5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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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徵文、徵圖開跑囉～～

　　在經歷過無數的邀稿和文學獎比賽後，小編
發現市教大的學生其實都擁有相當不錯的文筆和
創作能力，但由於課業、社團繁忙、錯過活動消
息、甚至沒有自信等種種因素，最終都沒有機會
能讓自己的作品嶄露頭面，實在是非常的可惜 !
這次的「奇文藝市」正如宣傳標語，是一項校園
徵文、徵圖的活動，而經大傳社評定後就能登上
校刊版面，雖然不似文學獎有獎金、名次以及專
業的評審來審查，但非常希望能收集到本校學生
的作品，然後將之刊登在校刊：【第一期　市北
文驛】上，讓我們一起完成校刊吧！一起在校刊
上留下回憶吧！言及此，如果正看著本報的您有
所心動的話，就請點擊下方：

文學獎來不及參加？

現在投稿的話一樣有機會把作品刊在校刊上喔！

看活動詳情

http://blog.xuite.net/tmuemcc/blog/5764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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