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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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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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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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健促中心
5/7( 一 )
5/9( 三 )
5/11( 五 )

12:10-13:00 松苑前 健康促進週
詳情請見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
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002

學輔中心

5/7( 一 )

18:00-21:00
勤樸樓
C305

情境模擬—假戲真做 Action
詳情請見
http://advisory.tmue.edu.tw/front/
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202

5/8( 二 ) 挖挖我細項－能力大探索
詳情請見
http://advisory.tmue.edu.tw/front/
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203

5/9( 三 ) 17:30-20:30
勤樸樓
C303

「星光電影院—時尚女王香奈兒」
HOLD 住時尚，叫我女王

詳情請見
http://advisory.tmue.edu.tw/front/
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204

5/10( 四 ) 18:00-19:30
公誠樓

第一會議室
「職場達人 SHOW 專題講座」
CHOICE!! 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詳情請見
http://advisory.tmue.edu.tw/front/
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205

圖書館

5/8( 二 ) 15:00-17:00
公誠樓

第二會議室
2012 最佳紀錄片春季影展—
「賈伯斯之蘋果傳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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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 四 ) 18:00-20:00 公誠電影院 2012 大學影展—「鐘點站」
詳請請見
http://lib.tmue.edu.tw/TMUEWeb/
wSite/ct?xItem=47764&ctNode=253&mp=1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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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備註

生輔組 5/8( 二 ) 9:30-16:00
健促中心旁廣場

勤樸樓前
捐血活動

師培中心 5/15( 二 ) 11:30-15:00 大操場
2012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校園徵才博覽會

詳情請見
http://career.tmue.edu.tw/notice_
detail.php?noticeID=186&sn=840e46aa8
fd70972487bcbde35ccbf44c6918772

課外活動組 5/15( 二 ) 11:00-15:00
公誠樓 1樓

行政大樓後方操場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

詳情請見：
http://activity.tmue.edu.tw/front/
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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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120423015/29( 二 ) 13:30 開始 游泳池

音樂系 5/9( 三 )
18:30 入場
17:00 開演

演奏廳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音樂系 2012 音樂之夜

詳情請見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N6IS
UIgAqo&feature=youtu.be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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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年度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選舉1 2

會長候選人 會長候選人副會長候選人 副會長候選人

幼教二 幼教三視藝二 中語一蕭曼 袁婉容 林昀萱戴曉雯

點
擊
此
處
看
選
舉
公
報

時間
5/8( 二 )

～別忘了帶學生證去投票喔～

地點
松苑前

5/10 ( 四 ) 17:30~19:30 學生活動中心
想要學習基本防身要領卻苦無去處？ 熱血跆拳 -防身研習

菩提心

https://docs.google.com/file/d/0B0mXhIaQ4dDdSWRPWXJIcXA3ZDQ/edit?pl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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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生輔組

100 學年度第 3次校長與學生座談
詳情請見：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801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暨申訴處理辦法
詳情請見： http://student.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501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詳情請見： 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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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見： 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301

課外活動組
本校學生活動中心於暑假期間暫停借用
因本校學生餐廳暑假施工，原有設備將暫放學生活動中心，故於暑假期間暫停借用

研發處
「2012-13 學年赴韓研習韓語獎學金」申請
詳情請見： http://press.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2050001

生輔組
人文藝術學院院集會未出席同學名單
詳情請見： 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402

師培中心

101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試疑義申請  
詳情請見：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402

101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試題目及答案公告 
詳情請見： http://ct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401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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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菩提心，願無貧窮災難。」桃園縣「菩提心會」創辦
人蕭秀蘭老師日前再度來到本校發放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清
寒學生助學金。

	 民國38年，蕭秀蘭老師從本校畢業後，即長期從事教職，
職場退休後，創辦「菩提心會」，二十多年來，長期從事社
會救助，獎助清寒學生，突破困境，完成學業。

畢業 60 年後，蕭老師於民國 98 年首度返回母校，看著校
園的成長改變，讓蕭老師回到 18 歲時的歲月，點點滴滴憶起
學生生活，充滿溫馨，當日蕭老師除獎助部份同學，並為回
饋母校給她的教育及照顧學弟妹，同時允諾每學期提供獎助
學金資助需要幫助的同學，助學弟妹克服困境，完成學業。

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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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不會永遠在，努力是成功的基石」、
「你們的人生比別人辛苦，一定會留下精彩的
結果」。蕭老師告知與會的同學們，縱使天生
環境的橫逆，如此才能激發出人生的璀璨，或
許現在不如意，但更應惕勵自己，爭取人生的
光芒。

雖然頒獎過程僅短短十分鐘，然而蕭老師每
學期風塵樸樸從中壢趕至本校，所期盼的就是
薪傳的精神。蕭老師亦期盼學妹們他日有成就
時，能將善心持續發揚，幫助所有需要幫助的
人。

蕭老師能於事業成就之後，戮力從事社會救
濟，獎掖後進，此種精神實為我市北教大所有
師生所應學習之典範。
																																													

教官		李志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