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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宣傳：
2012 蘋果節系列活動來囉

文學獎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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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文學類小說組

現代文學類新詩組

名次 系級 得獎人 得獎作品

第一名 公共二 柳秉言 果兒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中語二 張朝瑋 日落之時

名次 系級 得獎人 得獎作品

第一名 從缺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中語碩一 宋友文 桃花源遺址

名次 系級 得獎人 得獎作品

第一名 中語二 廖昱如 芒草似玉

第二名 公共二 柳秉言 歷史老師

第三名 英教一 張書蜜 意義

現代文學類散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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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文學類童話組

兒童文學類童詩組

兒童文學類寓言組

名次 系級 得獎人 得獎作品

第一名 教研所 黃于庭 真實的朋友

第二名 幼教 吳咏璇 雨中對話

第三名 從缺

名次 系級 得獎人 得獎作品

第一名 中語一 吳巧怡 消失的小水滴

第二名 教研所 黃于庭 井底之蛙

第三名 從缺

名次 系級 得獎人 得獎作品

第一名 心諮一 陳奕軒 我是冬

第二名 史地一 李若寧 螢

第三名 英教一 張書蜜 下雨

第五屆 北市大文學獎 得獎名單

～得獎同學請於 03.10 前將得獎感言寄至 tmuemcc100@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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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院 3/10( 六 )

9:00-10:30

行政大樓
T505

《科學大師系列》春季研習－
「醫學與數學的跨界演出」

主講：
蔡豐州主任、助理教授／臺北
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整形外科

10:40-12:10
《科學大師系列》春季研習－

「美國管理科學教育的現況與趨勢」

主講：
沈建文助理教授／國立中央大
學企業管理學系

學輔中心 3/6( 二 ) 17:30 勤樸樓C305 星光電影院－「老闆不是人」 現場備有小點心唷 ~~

生輔組 3/6( 二 ) 13:10 中正堂
100 學年第 2學期第一哩路講座

「畢業 5年決定一生」

參加人員：
行政一級主管、學術主管、大
一班導師、大一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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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五 ) 止
3/21( 三 )-5/16( 三 )

17:30-18:30
中正堂
韻律教室

健促系列活動－韻律有氧活動

詳情請見
http://health.tmue.edu.
tw/front/bin/ptdetail.
phtml?Part=info1203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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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endship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201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201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201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202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202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202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203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203
http://health.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info1203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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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蘋果節系列活動來囉 !!!!!!!!!!!!!!!!!!!!!!!!!!!!!!!!!

學生會

3/5( 一 )-3/9( 五 ) 10:00-17:00 全校 真愛找蘋果之集字卡活動

2/29( 三 )-3/9( 五 ) 10:00 起 松苑前 偷心大聖蘋果情之蘋果傳情

3/6( 二 ) 12:00-15:00 松苑前的榕樹下 蘋果英雄向前衝之蘋果節開幕

3/7( 三 ) 12:00-13:00 松苑前 閃亮的那顆星之蘋果服裝秀

3/8( 四 ) 12:00-3:00 地餐 7-11 旁 最後決定吃掉你之蘋果創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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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社

初賽：3/3( 六 ) 14:00 開始
公誠樓

第一會議室

第九屆 師弦獎民歌大賽

詳情請見
http://blog.yam.
com/spaceguitar/
article/47421287決賽：4/13( 五 ) 18:30 開始 中正堂

3/10( 六 )
13:30 進場
14:00 開始

中正堂 七大吉景 戰國七校
詳情請見
https://www.facebook.
com/7guitar.scenery

Blessing

http://blog.yam.com/spaceguitar/article/47421287
http://blog.yam.com/spaceguitar/article/47421287
http://blog.yam.com/spaceguitar/article/47421287
https://www.facebook.com/7guitar.scenery
https://www.facebook.com/7guitar.scenery


公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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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單位 公告事項

軍訓室

101 年碩博士應屆畢業役男申請研發替代役公告。   
線上報名( http://rdss.nca.gov.tw )、資料繳件時間：101年3月1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3月16日(星期五)下午5時 截止。
(以親送或當日郵戳為憑 )。請於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 ( http://rdss.nca.gov.tw ) 進行帳號申請，線上登錄報名資料及選
填志願入營梯次，完成線上報名作業後，列印具浮水印之正本報名資料表 ( 含簽章 ) 及交件清單 ( 黏貼證明文件 )，於規定期限
內以掛號寄送至「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地址 : 22041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7號 6樓 )。

體育室 為安全考量，中正堂 B1 運動場館每週一至五，開放至 21：00 止，不便之處請見諒。

教發處

為選送本校學生參加英國牛津大學暑期 2週英語課程，敬請於 3月 30 日前向研發處國際交流組報名。
詳情請見：http://press.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2020014

研發處已在 FACEBOOK 設置「國際交流與留學獎學金訊息平臺」，
歡迎師長與同學加入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國際交流與留學獎學金訊息平臺。
網址 :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360595333951848

學務處

本校服務學習課程至中正紀念堂服務，三梯次培訓時間已公告，請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1. 公告地點：學務處網頁服務學習專欄
2. 培訓時間：
 （1）3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2：00 至 5：00，每梯次 40 人。
 （2）3月 24 日星期六上午 9：30 至 12：30，每梯次 40 人。
 （3）3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2：00 至 5：00，每梯次 40 人。 
 （4）地點：中正紀念堂 300 教室。
 3. 報名人數：三梯次共 120 人
 4. 截止時間：3月 14 日

圖書館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圖書館」facebook 粉絲專頁開張囉！
點選圖書館首頁右下角「facebook」圖示，就可進入圖書館館 facebook 粉絲專頁，除了同步最新消息外，並不定時刊登館務相
關訊息。
歡迎大家來逛逛，按讚或發表貼文，與圖書館交流互動。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mp

Affection

http://rdss.nca.gov.tw
http://rdss.nca.gov.tw 
http://press.tmue.edu.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2020014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360595333951848
http://lib.tmue.edu.tw/TMUEWeb/wSite/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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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來囉！！

蘋 果 節

本校一年一度的［蘋果節］又來囉！！大家都知道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的前身
是女師專，因此在三月八日婦女節這一天，舉辦了以蘋果傳遞情誼的活動，
時至今日，蘋果節已成為市教大學生不可不過的獨特節日！今年更是有長達
二週的各種系列活動：【真愛找蘋果之集字卡活動】、【偷心大聖蘋果情之
蘋果傳情活動】、【0306 蘋果英雄向前衝之蘋果節開幕典禮】、【0307 閃
亮的那顆星之蘋果服裝秀】、【0308 最後決定吃掉你之蘋果創意料理】、
【0315 蘋果英雄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民主法治蘋果節演唱會】，這麼多
有趣又好玩的活動，你還等什麼？快到松苑前找學生會報名參加吧！



【真愛找蘋果之集字卡活動】

3/5( 一 ) ～ 3/9( 五 ) 　10:00am － 17:00pm
本校學生憑學生證換集字卡，只要來領取集字卡即有第一個字。

3/6( 二 ) ～ 3/9( 五 ) 期間參加任五項蘋果節系列活動即可集滿五字
【三。八。蘋。果。節】，即可在 3/15( 四 ) 的演唱會提早 15 分鐘入
場且具備演唱會抽獎活動資格，活動獎品豐富，請大家用力集字吧！

熱騰騰的蘋果週即將到來，快想想你們的集字策略吧！！



【偷心大聖蘋果情之蘋果傳情活動】

用蘋果表達你的心意吧！購買蘋果也可以得到一個字喔！
＊蘋果種類：紅蘋果（愛情）、黃蘋果（祝福）、青蘋果（友誼）
＊蘋果單價：預購價 45 元 / 顆，現場購買價 50 元 / 顆，學生會代送
加收 5元（一人限購 10 顆）
＊預購時間、地點：2/29( 三 ) ～ 3/6( 二 )　10:00am － 15:00pm，例
假日除外，松苑前。
＊領取及代送時間：3/7( 三 ) ～ 3/9( 五 )　10:00am － 17:00pm

ＰＳ：青蘋果因為產季已過，因此這次沒有販售～請繼續支持學生會
的活動



【0306 蘋果英雄向前衝之蘋果節開幕典禮】

當天將有特別嘉賓到場開幕，只要通過開幕式所設五關活動，前 15 名
同學即可得到歌手正版簽名 CD 乙張！，還可以獲得與蘋果英雄合照的
立可拍一張唷！！還在等什麼快點來挑戰吧！
＊時間：3/6( 二 )　12:00pm ～ 15:00pm
＊地點：松苑前的榕樹下



【0307 閃亮的那顆星之蘋果服裝秀】

3/7( 三 )　12:00pm ～ 13:00pm，當天身上只要著有紅、黃、綠三色服
裝之一，至松苑前服務台，與蘋果英雄拍照即可得到一字。

【0308 最後決定吃掉你之蘋果創意料理】

由健促中心所舉辦的蘋果創意料理 , 不僅教你怎麼料理蘋果還讓你們
知道怎麼樣食用蘋果，去現場參與活動即可得到一字喔！！
＊時間、地點：3/8( 四 )　12:00pm ～ 13:00pm，地餐 7-11 旁



【0315 蘋果英雄之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民主法治蘋果節演唱會】

＊時間、地點：3/15( 四 )　18：00pm ～ 21：30pm 中正堂 1F
＊售票資訊：
3/9( 五 ) ～ 3/15( 四 )　10:00am ～ 17:00pm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松
苑前進行換購票
本校學生憑集字卡換演唱會門票 ( 至少要三字 ( 含 ) 以上 )，少一
字加收 NT30 元。
本校碩博班學生憑學生證購票 NT250 元／張
校外人士一律現場購票進場 NT380 元／張
＊演出藝人：ELLA( 陳嘉樺 )、倪安東、TANK……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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