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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輔中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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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
達人

SHOW

04.3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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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 一 )

至
5/4( 五 )

12:10-13:00 松苑前 「職場達人 SHOW」活動宣傳週 有玩還有禮物可拿喔 ~~

健促中心

4/30( 一 )

13:10-15:10
勤樸樓
C115R

健康促進系列活動—
「中醫基礎理論與常見治療方式介

紹」
詳情請見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
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001

5/4( 五 )
健康促進系列活動—

「中醫常見疾病的自我保健方法」

體育系
4/30( 一 )

至
5/15( 二 )

12:00-13:00 松苑前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101 級體育表演會

『體 x 韌』 索票活動

本校學生持『本人學生證』即可換票一
張，外校學生持『10 張發票』即可免
費兌換票劵一張，預購之限量 101 件
T-Shirt 於索票時間同步進行領取唷 !!

體育室
5/18( 五 )止

12:00-13:00                             
17:10-21:00

游泳池櫃台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水上運動會

詳情請見
http://pe.tmue.edu.tw/front/bin/
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301

5/29( 二 ) 13:30 開始 游泳池

圖書館

5/1( 二 ) 13:00-15:00

公誠電影院

2012 最佳紀錄片春季影展—
「2012 馬雅末日預言」

詳情請見
http://lib.tmue.edu.tw/TMUEWeb/
wSite/ct?xItem=43123&ctNode=253&mp=1

5/3( 四 ) 18:00-20:00 2012 大學影展—「猩球崛起」
詳請請見
http://lib.tmue.edu.tw/TMUEWeb/
wSite/ct?xItem=47764&ctNode=253&mp=1

職場
達人

SHOW

04.3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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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活動快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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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
達人

SHOW

04.30-05.10

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學生會
政見公告：4/30( 一 ) 至 5/7( 一 )

第 16 屆學生自治會
正副會長選舉

投票日期：5/8( 二 ) 8:00-16:00 松苑前

跆拳社

5/10( 四 ) 17:30-19:30 學生活動中心 防身研習

每週一 19:00-21:00 道館
跆拳社社課

松苑前集合搭公車
車程五分鐘

每週三 18:00-20:00 中正堂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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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社 每週三 18:30-20:30 勤樸樓 C312 POP 社社課



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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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師培中心
恭喜 100 學年大四集中教學實習成果獎獲獎班級
詳情請見：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601

學務處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傳愛背包 志工招募中
招募對象
對傳愛背包活動有熱情之青年學子，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發給服務學習時數。
服務內容
1. 協助傳愛背包物流中心整理二手玩具及教具
2. 維持物流中心環境整潔
3. 協助傳愛背包相關文件之整理
服務時間
至 101 年 6 月 22 日前，每星期二及星期五下午 2時至 5時。
報名方式
請填妥報名表 Email 至 student@mail.tmue.edu.tw 或親洽學務長室填寫排班表
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號　電話 :02-23413040#1201
注意事項
需申請服務學習時數的同學，請務必提早 10 分鐘至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找諶翰緯助理於服務學習
登記表簽到，於服務結束後亦需簽退，才算完成當日服務。
簽到後會由助理帶同學至物流中心，由物流中心負責整理玩具之志工指導同學進行服務。
現場負責指導的同學，可依情況斟酌給予服務時數。

詳情請見： http://student.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501

職場
達人

SHOW

04.3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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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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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生輔組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減免學雜費申請日期為 101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至 5月 18 日（星期五）止
一、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減免學雜費申請日期為 101 年 5 月 14 日（星期一）至 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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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學生等。
三、申請者請將以下相關證明文件備齊後，繳交至學務處軍訓室辦理（證明文件不齊全者，須於申請日期截止後
一星期內【101 年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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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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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申請特殊境遇家庭之學生須在 25 歲以下，始得申請學雜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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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見： 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301

職場
達人

SHOW

04.3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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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過來！照過來！

學輔中心今年最盛大的一場活動──

「職場達人 SHOW」將於 4月 30 日至 5月 10 日登場囉！

根據人力銀行針對近 2 年大專或大學畢業的泛新鮮人，所進行的最新就業現況調查，有近 5 成（48.51%）的受訪者

目前仍待業中，僅 3成 2擁有正職工作，27.97% 受訪者則曾經遭逢非自願性失業。調查也指出，近 2年畢業的受訪新鮮

人中，整體平均待業期間 7.2 個月，僅 9.78% 的受訪者畢業即就業沒有待業期。

大學畢業後，人生才開始── 你，準備好了嗎！？

身為大學生的你是否正面臨對未來的迷茫呢？讓「職場達人 SHOW」活動來為你解決煩惱！不僅如此，來參加活動的

話還有大獎可拿喔！究竟活動內容有哪些呢？現在就讓我們先睹為快吧！

開跑囉！！

學輔中心活動
職場
達人

SHOW

04.3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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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一 ) ～ 5/4( 五 )　

12:00p.m ～ 13:00p.m　

松苑前（下雨在 7-11 前）

 學輔中心將會在中午時間舉行為期一週的活動擺攤宣傳，同學經過時不妨利用一點時間進來玩遊戲，

只要來參加宣傳週的活動就可以獲得點數，而且本次學輔中心還與健促中心攜手合作，讓同學們的點數可

以更快累積！嘿嘿！這時候大家一定想問集點能做什麼吧？沒錯！集滿一定點數就能換精美福袋！福袋中

所裝的東西可都是超值好禮，不拿會後悔喔！這麼好康的活動還猶豫什麼，快來把精美好禮帶回家吧！

活動宣傳週

後面還有更精彩的唷～～

職場
達人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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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一 )　6:00p.m ～ 9:00p.m　

C305 大團輔室

「你知道面試到底是怎麼回事嗎？

　你想增加你的軟實力嗎？

　五個情境模擬，測試你的應變力！

　來吧！讓你　縱橫職場，誰與爭鋒！　」

 說到要面試就「比比剉」？不知道面試的時候

該怎麼樣應對進退？不用再羨慕別人完美的表現了，

來一次情境模擬闖關，讓你在各種面試場合下都得心

應手，透過討論，讓你更明白面試官內心的想法。

誰說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情境模擬—假戲真做 Ac-

tion」讓你不只有硬實力，軟實力也大躍進！你還等

什麼？快來讓自己成為面試戰場上的贏家吧！

5/8( 二 )　6:00p.m ～ 9:00p.m　

C305 大團輔室

「誰說沒有能力的人就注定是輸家？

　誰說我做不到？

　我只是還沒發現我的潛在特質而已，

  一旦被我挖掘出來…

　嘿嘿～ 我就是一個　超級搶手的優質潛力股！」

你羨慕別人精彩的經歷嗎？你覺得別人多才多藝

而自己卻相形失色嗎？你會害怕當有一天你的履歷表

空白佔大部份嗎？不是你的能力不夠好，只是你還不

知道隱藏在自己身上的潛力和特質，一旦你深入挖掘

之後就會有無窮無盡的寶藏湧現出來喔！我們將利用

猶如塔羅牌般的能力強項卡發掘你的特質，快來當你

的能力占卜師吧！！

情境模擬
—假戲真做 Action

挖挖我細項
—能力大探索

後面還有更精彩的唷～～ BACK



8

「星光電影院

－時尚女王香奈兒」　

HOLD 住時尚，叫我女王

「職場達人 SHOW　專題講座」

CHOICE!! 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5/9( 三 )　 5:30pm ～ 8:30pm
　 

C305 大團輔室　講師：林慈玥　老師

一位在孤兒院長大的小女孩。

一位在小酒館駐唱的女歌手。

一位才剛入行的女裁縫。

一位過瘦但是幸運的交際花。

一位墬入情網的女人。

一位身處在保守年代的改革者。

這就是香奈兒創辦人 Coco Chanel。

本片敘述 Coco Chanel 的傳奇故事，觀眾們可以透

過導演細膩的敘事手法了解在那保守的年代，一位出身

貧苦的女孩如何挑戰自我，白手起家，引領女性時尚風

潮，打造時尚王國！

整場電影備有美味小點心給大家吃唷～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5/10( 四 )　6:00pm ～ 7:30pm　

你的職場高度夠高嗎？

從學校到公司，從學生到職員

這之間的轉換如何讓自己快速適應進入狀況呢？

新鮮人進入職場的調適——

面對不同的步調、文化與要求，

如何轉換自己的角色，跟上業界的腳步？

就讓「職場達人 SHOW　專題講座」告訴你～

後面還有更精彩的唷～～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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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獨一無二的履歷到底該怎麼寫？

職場
達人

SHOW

04.30-05.10

哪些特質最能緊緊 Hold 住老闆的心？

職場如戰場，要如何在一片廝殺中闖出一條自己的路？

我們還要與您分享，一個在孤兒院長大的小歌女

搖身一變成為一代時尚界女王，

香奈兒創辦者 CocoChanel 的傳奇故事！

   4 月 30 日到 5月 10 日，

學輔中心今年最盛大的一場活動──

「職場達人 SHOW」，ACTION ！

       每場活動皆可集點，

　　集滿點數即可抽獎拿大禮，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這麼精彩又好康的活動，你絕對不能錯過！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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