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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Without End
愛無止境：感謝全校師生的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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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二 ) 17:30-20:30
勤樸樓
C305

星光電影院－「畢業生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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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院

報名：
3/15( 四 )-4/11( 三 )

4/11( 三 )12:00 前
教育學院
辦公室 2012 斯里蘭卡國際教育志工服

務甄選公告

詳情請見
http://schedu.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news12031501

服務日期 :
8/4( 六 )-8/14( 二 )

斯里蘭卡

學務處
報名：3月底前
培訓日期：

4/7( 六 )-4/8( 日 )

福華國際
文教會館

蒙藏委員會援外志工培訓營

詳情請見
http://student.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2031501

生輔組
辦理：4/13( 五 ) 止
頒發：6月畢業典禮

軍訓室 101 年度績優幹部遴選

申請對象：101 年 6 月畢業
大學日間部同學。
詳情請見
http://service.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203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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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快訊 !!

2End
Without

Love

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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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傳播社 4/8( 日 ) 24:00 止 全校
「奇文藝市」

校園徵稿開跑囉～

詳情請見
http://blog.xuite.net/
tmuemcc/blog/5764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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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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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生輔組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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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5 日（四）17:00 前，自行尋覓助學服務單位（請參見單位員額分
配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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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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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單位。 
3. 獎助學金採按月結報發放，學生每月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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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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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100 或 80 小時）、工讀助
學自我學習檢核表繳交。未全數完成者，不得再申請獎助學金。 

詳請請見：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1201

體育室 狂賀本校女子籃球隊參加 100 學年度大專聯賽第一級榮獲第 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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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註冊組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大學部各班學業成績前三名學生名單公告 
主旨：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學期大學部各班學業成績前三名學生名單業經核定，茲公布如附件。  
說明： 
一、大學部各班智育成績前三名學生，獎狀將於各院院週會時公開頒發表揚。  
二、各班第一名學生請於 10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前親至教務處註冊組簽領圖書禮券。 
詳情請見：http://reg.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1201

計網中心
為配合闈場入闈，將於 3/19 下午 2點至 3/26 日中午 12 點關閉公誠樓 6樓及 5樓部分無線網路。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生輔組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一哩路講座缺席同學名單 
詳情請見：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1401

師培中心
請本校僑生多加利用「全球僑商服務網」 
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career.tmue.edu.tw/notice_detail.php?noticeID=153&sn=de49ce90dc
1607807778ed011c7705642a05c991

生輔組

全校師生捐款已轉交家屬收執，在此向全校師生致上最大敬意與謝意 
本校本次辦理學生急難救助捐款活動，業於本日（3/16）中午截止。師長部分共捐助 105 人次，金額
172,000 元，學生部分共捐助 60 人次，金額 66,000 元。合計新臺幣 238,000 元。所有款項已於本日
下午 1500 時，由校長及學生會會長代表全校師生轉捐予家屬，學務處再次代表該位同學向全校師生致
上最大敬意與謝意。
贈款項細目，為顧及隱私，不另公告，若有疑慮，學生捐贈部份請至學生會查詢，師長捐贈部分請至
生輔組查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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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最近的捐款活動，也有許多人已經得
知，在3/16(五 )當天下午，學校將募得款項已轉交給家屬，
受到幫助的同學和其家人也在現場表達了對全校師生的無限
感激。這樣的一個募款活動，要感謝的人真的太多了 ! 感謝
全校師生的愛心、感謝獅子會的捐贈、感謝學生會在蘋果節
活動這麼忙碌的時候還願意提供同學一個發揮愛心的管道、
感謝學校願意發起這樣的活動、感謝同學願意給我們一個幫
助他們的機會 !
　　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們會遇到許多難關，但同時也會受到
許人幫助。校長說：「當我們越遇到困境，就越要超越它。」
在努力的同時，我想我們也不要忘記此時所感受到的溫暖，
期許自己時時手心向下，在有能力的時候，去幫助需要幫助
的人，讓「愛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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