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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一路上，帶著滿滿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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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5/17( 四 ) 18:00-20:00 公誠電影院 2012大學影展—「姊妹」

詳請請見
http://lib.tmue.edu.
tw/TMUEWeb/wSite/
ct?xItem=47764&ctNode=253&mp=1

體育系 5/16( 三 )
18:30 進場
19:00 開始

中正堂一樓
表演廳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101 級體育表演會

『體 x 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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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聯會 5/22( 二 ) 19:00-21:00
公誠樓

第三會議室

畢聯會講座 -宋少卿
『台上一分鐘、
台下十年工』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47764&ctNode=253&mp=1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ct?xItem=47764&ctNode=253&mp=1
http://p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301
http://p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301
http://p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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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學年度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
於五月八日星期二下午五點完成開票，有效票共計 337 票。
選舉結果如下：

1號候選人　蕭　曼、袁婉容　　174 票      
2 號候選人　戴曉雯、林昀萱　　163 票         
廢票　6票

當選者為 1號
會　長：蕭　曼（幼教系二年級）   副會長：袁婉容（視藝系二年級）

管樂社 5/22( 二 ) 19:30-21:30 演奏廳
管樂社學年度

夏季期末音樂會─ Carniva

熱舞社 5/29( 二 ) 18:30-21:00 中正堂 熱舞社成果展

國樂社 5/29( 二 ) 19:00-21:30 演奏廳 絲竹樂韻國樂社成果發表

有氧舞蹈社 5/31( 四 ) 17:00-21:00 中正堂 有氧舞蹈社成果展

吉他社 6/6( 三 ) 18:00
公誠樓

第三會議室
SPACE GUITAR 21th 成果發表會
－－末日之前，我想唱的 27 首歌



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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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教發處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辦理 1002 學期「教師教學意見網路調查」系統測試 ,敬請各系（所）推薦學生準
時於 101.5.16~5.17 自行上網參加測試 !
詳情請見： http://ctl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12050009

本校 1002 學期「教師教學意見網路調查」活動 101.5.21~6.24,5.21~6.3 完成填答全數應填問卷同學
提前 6.11PM6:10~6.12PM5:30 進行 1011 學期網路選課作業
詳情請見：http://ctl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1205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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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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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 ！本校 100 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得獎人員
本校 100 學年度畢業生「市長獎」共 48 名
 一、大學部：陳奕諠等 18 名。
 二、增額巿長獎：李湘琦等 6名。
 三、碩士班：郭品萱等 24 名。
詳情請見：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702

體育室

賀本校 101 年大專運動會榮獲 2金 1銀 5銅成績優
獲金牌者 : 謝侑霖 ( 個人 )、謝侑霖、李松霖、許自雄、魏志翔 ( 團體接力 )。銀牌者 : 謝侑霖。銅
牌者 : 謝侑霖、魏志翔 (2 面 )、袁羽 (2 面 )。
詳情請見：http://p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1101

本校績優運動選手獎勵金開始申請囉
詳情請見：http://p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901

http://ctl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12050009
http://ctld.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new12050009
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42301
http://servic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702
http://p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1101
http://pe.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5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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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本社改名成「大眾傳播社」之後，校園每週報也有了新氣象。一方面為了
響應環保，另一方面為了跟隨時代的潮流，自98期起電子化至今，到現在這期（115
期）已經有 18 期的歷史了！記得剛製作第一期電子化每週報仿如還是昨天的事，如
今卻已渡過將近一整個年頭了。

	 不過，老實說，現在再回去看最初的 98 期，真的會汗顏的無地自容，後來也曾
經被說過當時的排版相當凌亂。即使如此，我更加萬分感謝，從最初至今一直陪伴
著本報成長的師長和同學們，你們的支持是本報繼續執行的動力。當然，這過程中
要感謝的人太多了，特別是課外活動組的楊老師，真的給予本社很多的支持和指導，
讓校園每週報得以發展至今。

	 整整將近一年，在製作每週報中我才發現，事實上學校有很多被同學忽略的活
動和資源，而也有很多由學生自己主辦的活動是非常令人驚艷的，一路走來，我彷
彿也在見證著本校的不斷成長。

後記：一路上，帶著

滿滿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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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和大家坦承本報在收集資訊和宣傳上確實做得不是很好。這過程中若有
單位的資訊被漏寫或寫錯，真的深感抱歉，在此同時也相當感謝願意主動提供活動
資訊給我們報導的師長和同學們，感謝你們對本報的支持與信任。宣傳部分雖然提
供了線上觀賞和下載，然而真正點進去看報的人似乎為數不多，未來我們也會好好
的檢討和改善，或許是週報的內容不夠完整、不夠吸引人。再者，由於目前的發佈
我們主要能掌握的只有 FACEBOOK 上的狀況，沒有 FACEBOOK 的同學們是否有在信箱
中收到訊息或有打開來看，我們就不得而知，但若是師長和同學們在看到「校園每
週報」這樣的信件時，能夠打開來看或轉發給更多人，如此，我們真的就非常感激。

	 言及於此，今日之所以寫下這樣的後記，主要是因為本社也如其他社團一樣面
臨了改選的大事，簡單來說，這一期每週報將是我在位製作的最後一期（笑）。在
考慮過交接跟其他事宜後，我們決定本期（115 期）將是本學期的最後一期，提早
結束造成不便真的深感抱歉。過去一年我真的很感謝願意來按讚跟留言的同學們，
當通知告訴我又有誰來位週報按讚時，我內心真的都是滿滿的感動和感謝，為此，
在退役之前，我必須深深的向你們一鞠躬。

	 當然，這並不是校園每週報的最後一期，交接之後未來會由本社的下任幹部們
接棒，屆時還要再次麻煩大家多多給予鼓勵和支持，我們下個學年再見！祝福各位
同學期末 All	 Pass、精彩的體表會順利舉行、各社團的成果發表能有最棒的結果！
還請同學們多多給予這些活動支持喔！

大眾傳播社		總編輯	

2012.05感恩看報的各位 ~我們下學年再見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