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性質 活動名稱 活動主辦單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售票方式

主軸活動 校慶暨師駝晚會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6/3(一) 18:30-21:0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主軸活動 第97週年校慶慶祝大會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6/5(三) 09:00-10:3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活動性質 活動名稱 活動主辦單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售票方式

藝文體育 2019黃金雨季系列活動—金雨週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3/19(二)-3/22(五) 09:00-17:00 校本部誠正中庭 免費入場

校務行政 2019「未來大門無限可能」就業博覽會 師培處就業輔導中心 3/20(三) 10:00-16:00 校本部體育館4樓綜合球場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師大音樂節系列活動 音樂學院 3/23(六)-6/13(四) 詳見各場次 詳見活動單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師大、東吳、北藝大校際學生作品交流音樂會 音樂學院 3/23(六) 14:00-17:00 音樂系演奏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月光小丑與大兵的故事 音樂學院 3/24(日) 14:30-16:3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健康週 學生事務處健康中心 3/25(一)-3/29(五) 09:00-17:00 校本部誠正中庭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你我要知道是，社工大小事」—
臺師大社工所社工日系列活動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3/25(一)-3/27(三) 12:00-16:00 校本部日光大道、文學院誠104 網路報名或索票入場

藝文體育 2019師大藝術節 藝術學院 3/26(二)-3/29(五) 09:00-17:00 校本部日光大道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師大音樂節開幕慶 音樂學院 3/26(二) 16:30-18:3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跨領域美感教育卓越領航計畫 藝術學院 3/27(三)-5/22(三) 詳見各場次 高雄、台中、花蓮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穿梭在劇場和影像的夢」周東彥導演講座 台灣語文學系 3/28(四) 10:20-12:20 文學院誠204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聽見臺灣」師生聯合音樂會 音樂學院 3/28(四) 12:30-13:10 公館校區物理系文薈廳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Sight Translation Workshop 英語學系 3/28(四) 19:00-21:00 文學院誠8樓視聽會議室 網路報名或索票入場

藝文體育 Cello Rock─Cello 01大提琴重奏團 音樂學院 3/28(四) 19:30-21:30 音樂系演奏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發現馥蘭朵之美聯展 美術學系 3/29(五)-3/31(日) 馥蘭朵烏來渡假酒店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微光漸顯─四六事件七十週年紀念特展 圖書館校史經營組 3/29(五)-4/19(五) 08:30-17:00 總圖書館一樓大廳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法國羅瓦河城堡區之遺產與觀光發展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3/29(五) 14:00-16:00 圖書館校區博愛樓413教室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鎏金歲月─十九世紀末的德文藝術歌曲 音樂學院 3/29(五) 19:30-21:30 音樂系演奏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幕聲合唱團「唱歌の四季」 音樂學系 4/1(一) 19:30-21:30 國家音樂廳 付費購票入場

藝文體育
「2019沉墨高揚X藝渠」—

美術系國西畫組研究生作品聯展暨論壇
美術學系 4/6(六)-4/11(四) 美術系德群畫廊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信望愛‧爵士彌撒》 音樂學院 4/8(一) 12:30-13:10 公館校區物理系文薈廳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他山之石：從國外長照看台灣長照發展」長照論壇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 4/8(一) 13:30-17:00
正樸大樓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會議廳(CISS502)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說族語很時尚。原-緣本的你 學生事務處專責導師室 4/8(一)-5/30(四) 詳見各場次 文學院正101 網路報名或索票入場

學術活動 2019年人文季 文學院 4/11(四)-6/5(三) 詳見各場次 文學院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信望愛‧天方夜譚》 音樂學院 4/14(日) 15:00-17:0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國際版畫中心喬遷開幕式暨開幕展 國際版畫中心(隸屬藝術學院) 4/15(一) 國際版畫中心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臺灣師範大學與河南省美術館兩岸藝術交流展 美術學系 4/17(三)-4/26(五) 河南美術館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107學年度音樂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音樂學院 4/19(五) 09:00-16:00 民音所歐樂思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陳景容教授個展 美術學系 4/20(六)-5/2(四) 美術系德群畫廊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音樂學系交響樂團春季公演《師大大師交響綺想》 音樂學系 4/22(一) 19:30-21:30 國家音樂廳 付費購票入場

學術活動 「從『世界台』到『正港』」周盈成記者講座 台灣語文學系 4/23(二) 13:20-15:20 文學院正102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台灣頂級食材攝影紀錄與心法」徐博宇攝影師講座 台灣語文學系 4/23(二) 13:30-15:30 雲和教學大樓306會議室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島嶼DNA：台灣人疾病人類學」陳耀昌醫師講座 台灣語文學系 4/23(二)-4/24(三) 14:30-16:30 雲和教學大樓306會議室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巧印-手做印章」體驗活動 國際版畫中心(隸屬藝術學院) 4/29(一)-5/3(五) 詳見各場次 國際版畫中心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民族音樂研究所年度公演─絲竹新韻 音樂學院 4/29(一) 19:30-21:30 國家演奏廳 付費購票入場

藝文體育 「脈動」裝置藝術展 藝術學院 5/1(三)-6/1(六) 校本部及圖書館校區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蛻變與成長：2019學校實地音樂教學成果發表會」 音樂學院 5/2(四) 13:30-16:00 音樂學院樂研一教室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Error404」藝術之夜 藝術學院 5/3(五)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210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異域∕欲風情」翁筠婷博士講座 台灣語文學系 5/3(五) 15:30-17:30 文學院誠108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臺師大第十屆阿勃勒盃歌唱大賽決賽 音樂學院 5/3(五) 18:30-20:3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蕨醒墨漾：李振明創作展 美術學系 5/4(六)-6/3(一) 名山藝術(北市仁愛路二段48-6號)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歌劇選粹音樂會I 音樂學院 5/6(一) 12:00-13:30 校本部文薈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世界合唱嘉年華 音樂學院 5/6(一) 19:30-21:30 音樂系演奏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Syzygy音樂會 音樂學院 5/9(四) 18:30-20:30 校本部禮堂 付費購票入場

藝文體育 One Planet, One Ocean聯合大淨灘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5/11(六) 09:00-12:00 新北市金山區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臺師大弦樂團公演—春風的呢喃 音樂學院 5/12(日) 15:30-17:0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歌劇選粹音樂會II 音樂學院 5/13(一) 12:00-13:30 校本部文薈廳 免費入場

校慶活動

學術及行政單位活動



活動性質 活動名稱 活動主辦單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售票方式

藝文體育
黃心健VR作品展—《沙中房間》、

《高空》、《登月》
設計學系 5/14(二)-5/25(六) 法國坎城影展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Russell Miller教授聲樂合作大師班 音樂學院 5/15(三) 10:00-12: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9樓表演中心 免費入場

5/16(四) 18:30-20:30

5/17(五) 18:30-20:30

13:30-15:30

18:30-20:30

藝文體育 2019師大菁音─協奏曲音樂會 音樂學院 5/17(五) 19:30-21:3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眾樂樂盃管樂室內樂比賽 音樂學院 5/18(六) 14:30-16:30 音樂系演奏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Empathy」國際設計交流展—
臺灣師範大學&韓國成均館大

設計學系 5/20(一)-5/25(六) 南京藝術學院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電音的世界》 音樂學院 5/20(一) 19:00-21:00 文水藝文中心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弦琴逸緻─室內樂下午茶I 音樂學院 5/21(二) 12:30-13:30 校本部文薈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璀璨的電子琴世界 音樂學院 5/22(三) 18:30-20:30 校本部文薈廳 免費入場

5/23(四) 19:30-21:30

5/24(五) 19:30-21:30

14:30-16:30

19:30-21:30

5/26(日) 14:30-18:30

學術活動 2019臺北科學日 理學院 5/25(六) 09:00-15:00 公館校區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第23屆臺灣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地理學系 5/25(六)-5/26(日) 09:00-17:30 國際會議中心 付費購票入場

藝文體育 2019臺師大鋼琴四手聯彈大賽 音樂學院 5/25(六) 13:30-15:30 音樂系演奏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師大在流行音樂 音樂學院 5/25(六) 19:30-22:00 校本部禮堂 付費購票入場

藝文體育 「2019師大音樂節～歌詠生命」 音樂學院 5/27(一) 19:30-21:30 音樂系演奏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弦琴逸緻─室內樂下午茶II 音樂學院 5/28(二) 12:30-13:30 校本部文薈廳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師大瘋運動—第一屆全校太極拳比賽 教務處 5/28(二) 17:30-21:30 校本部體育館4樓綜合球場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107學年度第2學期銅在一起期末公演 音樂學院 5/28(二) 19:30-21:3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談古論今：從希臘、羅馬和文藝復興的觀點展

開跨世代的對話與反思
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5/29(三) 10:20-12:1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水上運動會 體育室 5/31(五) 08:00-18:00 校本部游泳館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師大97週年校慶物理系系友回娘家活動 物理學系 6/1(六) 09:10-16:30 物理系辦公室及會議室 網路報名或索票入場

藝文體育 「巴塞爾在台北-瑞士平面設計展暨設計論壇」 設計學系 6/1(六)-6/6(四) 美術系德群畫廊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2019第一屆知音「音樂劇鋼琴合作」大賞 音樂學院 6/1(六) 14:00-16: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10樓知音劇場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生命科學系系友茶會 生命科學系 6/2(日) 08:00-15:00 生命科學專業學院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巴塞爾設計工作坊 設計學系 6/2(日)-6/3(一) 詳見各場次 青田大樓設計系教室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校慶音樂會—「九七師大大師響宴」 音樂學院 6/4(二) 16:30-17:3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蘇憲法油畫」素描展 美術學系 6/4(二)-6/25(二) 第一銀行總行 免費入場

學術活動 臺師大美術系插畫與手工書藝術研習營 美術學系 6/5(三) 美術系教室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中央美院與臺師大兩岸水墨交流展」 美術學系 6/6(四)-6/13(四) 美術系德群畫廊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107學年度第2學期異口銅聲二團期末公演 音樂學院 6/13(四) 19:30-21:3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包浩斯在台灣-現代性的概念

The Bauhaus in Taiwan—Concepts of
Modernism」

藝術史研究所 6/15(六) 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202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藍染課程產學合作產業參訪 美術學系 6/15(六) 苗栗卓也小屋 免費入場

藝文體育 黃心健教授VS林強-2019年第30屆金曲獎VR展 設計學系 6/24(一)-6/28(五) 台北小巨蛋 免費入場

活動性質 活動名稱 活動主辦單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售票方式

社團活動 第八屆愛洛生活節—表白 性壇社 3/18(一)-5/24(五) 詳見各場次
圖書館校區圖書館一樓展區

文學院誠101、誠201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2019應華週—時代印象 華語系學會 3/18(一)-3/22(五) 09:00-17:30 校本部勤樸走廊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社教週—媒好食光 社教學會 3/18(一)-3/29(五) 09:00-17:00 校本部誠正走廊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福音聚會系列｜神的愛、人的罪、救主耶穌 學園團契社 3/25(一)-4/22(一) 18:30-21:3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304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圖傳系展—圖記商號 圖文傳播學會 3/25(一)-3/29(五) 10:00-17:00 校本部宿舍學生餐廳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2019教育週—解憂雜學校－欸你要不要來教大一樓 教育學會 3/26(二)-3/29(五) 09:00-15:30 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一樓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心輔之夜—心輔有表演 心輔學會 3/28(四) 18:15-21:3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02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英語之夜Engcademy Award 英語學會 4/12(五) 18:10-21:30 校本部禮堂 付費購票入場

學術及行政單位活動

5/18(六)

5/25(六)

學生社團活動

對我來說的故事藝文體育 音樂學院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10樓知音劇場 付費購票入場

奇幻音樂劇《消失的日暮村》藝文體育 音樂學院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10樓知音劇場 付費購票入場



活動性質 活動名稱 活動主辦單位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售票方式

社團活動 工教週系列活動—成工與你無關 工業教育學會 4/15(一)-4/19(五) 08:00-17:00 校本部誠正中庭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科技週—技藝嘉年華 科技學會 4/22(一)-5/3(五) 08:00-17:30 校本部日光大道、誠正中庭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2019臺文週—台灣囡仔真正有影 臺文學會 4/29(一)-5/5(日) 09:00-17:30 校本部日光大道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中華好聲響樂師大 全球趴趴Go社 5/2(四) 18:00-20:00 校本部文薈廳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藝術之夜 美術學會＆設計學會 5/3(五) 19:00-21: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10 付費購票入場

社團活動 阿提拉之聲—師大管樂隊2019年國家音樂廳公演 管樂隊 5/4(六) 19:30-22:00 國家音樂廳 付費購票入場

社團活動 個性咖啡廳 角色扮演社 5/6(一)-5/10(五) 09:00-17:00 校本部日光大道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科技之夜—笑鬧 科技學會 5/10(五)-5/10(五) 18:30-21:3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02 付費購票入場

社團活動 口琴週 口琴社 5/13(一)-5/17(五) 09:00-17:30 校本部日光大道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2019電機華語聯合之夜—驚濤嗨浪 電機學會&華語系學會 5/13(一) 18:30-21:3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02 付費購票入場

社團活動 東亞週—東EAt 東亞學會 5/13(一)-5/24(五) 10:00-17:20 校本部日光大道、誠正走廊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動漫週 動畫漫畫研究社 5/13(一)-5/17(五) 09:00-16:00 校本部勤樸中庭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圖傳之夜—森森 圖文傳播學會 5/14(二) 18:20-21: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02 付費購票入場

社團活動 工社聯合之夜—彼岸車站 工業教育學會&社教學會 5/15(三) 18:30-21:3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02 付費購票入場

社團活動 師大攝影社六十屆影展《憶•甲子》 攝影社 5/20(一)-5/24(五) 09:00-18:00 校本部誠正中庭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推廣體操週 推廣體操社 5/20(一)-5/24(五) 08:00-18:00 校本部勤樸中庭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2019教育之夜「失陪。生」 教育學會 5/21(二) 17:30-22: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02 付費購票入場

社團活動 國術社第53屆成果發表會—大唐帝國之幻夜 中國武術社 5/23(四) 19:00-21: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10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特教之夜—老闆我要特大碗 特殊教育學會 5/23(四) 18:00-21:30 圖書館校區博愛樓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無何有之鄉—師大國樂社2019年度音樂會 國樂社 5/26(日) 19:00-22:00 校本部禮堂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2019師青週 師大青年社 5/27(一)-5/31(五) 09:00-17:00 校本部日光大道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2019東亞之夜《百老匯怪談：東窗事發》

The Night of E.A. in 2019
《wEird broAdway:The truth will out》

東亞學會 5/27(一) 18:30-21: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02 付費購票入場

社團活動 師大西瓜節 學生自治會 5/27(一)-5/31(五) 10:00-22:00 校本部日光大道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2019高屏之夜—「人生複本」 高屏會 5/29(三) 18:30-21:3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02 付費購票入場

社團活動 中華旗袍饗宴 全球趴趴Go社 5/30(四) 18:00-20:00 校本部文薈廳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國標舞社107成果舞展—艷陽之舞 國標舞社 6/2(日) 19:00-21: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202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中友西瓜週 中友會 6/3(一)-6/14(五) 08:00-17:30 校本部日光大道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臺師大熱舞社第二十五屆期末舞展—裸 熱舞社 6/6(四) 18:30-21:00 新北市多功能集會堂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口琴社期末成果發表會 口琴社 6/9(日) 19:30-21: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307 免費入場

社團活動 動漫社年度成果發表 動畫漫畫研究社 6/30(日) 14:00-21:00 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綜301 付費購票入場

學生社團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