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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交大e-News」整合原「交大快訊」、「總務電子報」、「人事簡訊」，為全校訊息
交流刊物，如有需要提供全體教職員生廣為週知訊息，歡迎來稿並請配合下列事項：

1. 交大e-News，訂於每月5日出刊、每月20日出刊，出刊日前3個工作天截稿。
2. 各單位如須公告訊息，請配合將訊息電子檔寄送至 umbrella@mail.nctu.edu.tw，或連絡
公共事務委員會：曹瑜珊小姐 分機:51478

另，自五月開始，發行校友電子報「交大校友e-news」，訂於每月20日出刊，出刊日前
3個工作天截稿。
如有需要提供校友廣為週知訊息，請配合將訊息電子檔寄alumni@cc.nctu.edu.tw或連絡公
共事務委員會校友聯絡中心：曹瑜珊小姐 分機:51478

謝謝! 公共事務委員會敬上
  

 
頂尖交大「開放式課程」拓展全新視野頂尖交大「開放式課程」拓展全新視野

開放與分享 送給華文世界的大禮
頂尖交大「開放式課程」拓展全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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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世界級頂尖大學對於學術界、對於國家、對於全世界的責任到底是什麼？歷經一年多的思考和規

劃，位在台灣新竹的國立交通大學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得到了相同的結論：所謂一流大學的責任絕對不

僅是在學校的圍牆內鑽研學術，而是必須要扛起傳遞人類知識聖火的責任，打破知識的高牆與大學的圍

籬，讓所有自發性的學習者都能夠平等、自由的接觸到這些寶貴的知識。2007年6月5日，國立交通大學
推出第一個擁有完整錄影、課程資料與社群，完全免費的開放式課程（http://ocw.nctu.edu.tw/），肩負起頂
尖大學弭平數位落差的社會責任！

交通大學推出的第一波課程包括了物理、化學、微積分，這三科是銜接高中與大學理工科系之基礎課

程；而這些課程所請到的主編教授都是交通大學頂尖的教學名師，分別是應用數學系榮獲傑出教學獎的

莊重教授；產業界聞名遐爾的電子物理系李威儀教授，深受學生愛戴的應用化學系李大偉教授，深入淺

出、化繁為簡將原本艱深難懂的理工課程，以互動式教學方式呈現。而線上的討論學習社群更由各系的

助教群待命，承諾做到48小時內一定解答問題的極高標準。

交大校長吳重雨認為：「交大很榮幸成為建立華文世界第一個開放式課程的學校，我們的開放分享一方

面是負起社會責任，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們對交大的基礎教學課程非常自豪，開放分享只是讓本校優質的

知識和教學能夠為更多人利用而已。交通大學一方面加入國際開放式課程聯盟，一方面也在跟理工科的

世界頂尖大學卡內基美隆合作…，正是希望讓華文世界所有的學習者都能夠看到我們在教學和知識分享
上的努力。雖然目前交大領先走在這條開放分享的道路上，但我們更期待有其他的學校能夠一起加入這

個行列！」

今年同時錄取台大電機、清大電機、交大電資學士班「三冠王」的陳小予同學有機會在暑假前往美國

UCLA修微積分課程前，就上網瀏覽該項課程，她興奮的表示，很開心在成為準交大人前，就能提早上線
使用開放式課程，對於原本就有基礎的同學，暑假期間就能在家中「自由」學習；課程難易度適中，也

很符合高中畢業的程度，毋需課本，也減輕學習者不少壓力，十分樂意推薦這套課程給班上同學分享。

開放式課程歡迎大眾主動學習，針對自主性學習者，無論註冊或不註冊，都可以自由下載和使用課程的

內容，在自己方便的時間學習、在任何時候提問，由使用者自己決定學習的步調和深淺。交大開放式課

程更提供課程認證(認證辦法詳見開放式課程網站http://ocw.nctu.edu.tw)高中生或資賦優異的各年齡層學
生，可以透過註冊在課業之餘提早接觸大學基礎課程，於通過考試後獲得認證；而選擇就讀交通大學的

學習者，更可以在通過認證之後免修這些課程，省下寶貴的時間，直接攻讀更為高深的學問。相對於高

中或是其他大專院校的教師而言，這套課程更可以變成開發課程、輔助教學的利器。

對於交大校內的學生來說，這套開放式課程將成為他們複習和針對特殊主題研究的最佳資料庫。舉例來

說，各校經濟、會計研究所經常由於各校各系的微積分教學程度有所差異而無法輕易的設計課程，但現

在交大的研究生可以輕易的利用這套教學知識庫來學習符合交大程度的微積分課程；對於學習工程數學

的大學部學生來說，他也可以輕易的點閱和觀看多重積分、偏微分的課程片段，而不再像以前一樣必須

要撥時間到課堂上去旁聽。

國立交通大學的開放式課程不但為各年齡層的學生開啟了一扇自主學習的大門，更讓那些單純只是想要

享受基礎科學的人獲得了千載難逢的機會。或許你考不上交大，或許你的人生不允許你花四年時間讀

書，或許你負擔不起學費，但只要你能夠連上網路，交大的開放式課程將讓你和交大的學生享受同樣的

資源！

聯絡人：理學院E-learning小組
張小姐 03-5712121＃56072
白啟光教授0955-635-224
【理學院E-learning小組】 

TOP
 
賀！學術寫作訓練工作坊圓滿落幕！賀！學術寫作訓練工作坊圓滿落幕！

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主辦，通識教育中心協辦的學術寫作訓練工作坊，於5月18日舉行，邀請美國杜克
大學(Duke University)寫作中心主任Joseph Harris來本校主持，和本校各領域教師分享課程設計與教學經
驗。老師們踴躍報名參加，原來限定人數為35人，後應老師要求開放名額，增加旁聽人數共計60人。美
國杜克大學寫作中心為全美大學評鑑得獎之單位。Joseph Harris在該校推動WID (Writing in Disciplines)課程
的概念與課程設計，結合現有資源，在該校大學部開設了200多門學術寫作訓練課程，其特色乃是把原本
開設於研究所的學術寫作訓練提前至大學部甚至大一進行，針對不同領域，結合專業學科知識與學術寫

作訓練，規劃系列課程及活動，創造以學習者為中心，學中做，做中學的學術訓練環境。 WID 課程，被
視為美國大學課程的重要變革之一，也引起美國各大名校競相效尤。本校許多老師在參加本次工作坊

後，均認為獲益良多，也認為課程的推廣會改變大學教學生態，產生正面影響。【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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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95學年度畢業典禮場次分配案學年度畢業典禮場次分配案

一、第一場（10：30）：全校博士班、電機學院
(一)全校博士班283人、電機學院801人（大學部302人、碩士班457人、在職
專班42人），小計1,084人。
(二)以80％畢業生出席計算，預計參加人數867人。

二、第二場（14：30）：管理學院、理學院、人社院、生物學院
(一)管理學院607人（大學部160人、碩士班258人、在職專班189人）、理學
院273人（大學部129人、碩士班144人）、人社院161人（大學部58人、
碩士班103人）、生物學院90人（大學部37人、碩士班53人），小計1,131
人。

(二)以80％畢業生出席計算，預計參加人數904人。

三、第三場（18：00）：工學院、資訊學院
(一)工學院519人（大學部205人、碩士班245人、在職專班69人）、資訊學院
577人（大學部204人、碩士班258人、在職專班115人），小計1,096人。
(二)以80％畢業生出席計算，預計參加人數876人。

四、20：00施放煙火（配合典禮結束時間）

【學務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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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畢業典禮程序國立交通大學九十五學年度畢業典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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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時三十分

下午二時三十分下午六時

地點：中正堂

一、典禮開始

二、校長致詞

三、貴賓致詞

四、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五、名譽博士致詞

六、頒發畢業生傑出貢獻獎

七、畢業生代表致謝詞

八、行畢業式

(一) 教務長推薦應屆畢業生
(二) 授與各學院博士生學位證書及移帽穗
（請各指導教授登台頒證、移帽穗）

(三) 授與各學院碩士、學士學位證書及移帽穗
（請各系所主任至學生席頒證、移帽穗） 
九、唱校歌 （友聲合唱團演唱）
十、奏驪歌

十一、禮成------（奏樂、煙火賀鵬程）
【學務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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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計畫案公聽會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計畫案公聽會

教育部委託世新大學編擬性別平等教育白皮書計畫案，將自本（96）年6月1日（星期五）起分北、南、
中辦理3場公聽會，公聽會及白皮書草案相關訊息，請上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查詢
(http://www.gender.edu.tw/)。【秘書室訊】
 TOP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本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本(96)年度年度2項委辦計畫招標公告項委辦計畫招標公告

為增進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之發展，教育部第2次公開徵求本(96)年度2
項委辦計畫(計畫名稱如說明)之承辦廠商，如有意願，請備全相關資料於截標期
限本（96）年6月5日前完成投標，相關訊息請上政府採購資訊公告系統查詢
(http://web.pcc.gov.tw/)。【秘書室訊】
 TOP

 
明道管理學院改名為明道大學明道管理學院改名為明道大學

教育部96年5月23日函示：明道管理學院業經教育部核定自96學年度起改名為明道大學。【秘書室訊】
 TOP

 
6/14教學發展中心將辦理「系所評鑑說明會」教學發展中心將辦理「系所評鑑說明會」

6/14教學發展中心將辦理「系所評鑑說明會」，主講人為新竹教育大學教務長蘇錦麗教授，本次說明會乃
針對97年秋季時教育部至本校作系所評鑑之準備工作說明。歡迎全校系所主管、負責評鑑教授及協助辦
理之助理參加。

【教務處副教務長室訊】

 TOP
 

「「95學年度畢業典禮」畢業生名單學年度畢業典禮」畢業生名單

「95學年度畢業典禮」畢業生名單6/1日(五) ~ 6/7日(四)於註冊組網頁最新消息公告，請應屆畢業同學上網
查看，需要修正資料，請和系所或註冊組連絡。網頁資料每二天更新一次。註冊組將以6/7日(四)截止之
最新資料提供學務處印製畢業手冊。請應屆畢業同學把握上述期限上網確認資料。

【教務處註冊組訊】

TOP
 

下學年（下學年（96）首次辦理推廣教育學員以）首次辦理推廣教育學員以 ATM 轉帳方式繳交學費轉帳方式繳交學費

本中心將於下學年（96）首次辦理推廣教育學員以 ATM 轉帳方式繳交學費，並已通知各推廣教育承辦人
員，歡迎使用該系統。參與此作業方式若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推廣教育中心余成斌先生（分機52526）。
【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訊】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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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創刊號來囉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創刊號來囉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籌備已久的超薄型月刊在5/17號推出創刊號，提供全校老師及助教們最new的交大教
學資訊，包括各長對交大的願景專題，李遠哲演講系列報導，教學知能與經驗分享工作坊特別報導等，

精采內容千萬不要錯過。請參

閱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網http://academic.nctu.edu.tw/ctld/epaper/1/index.html
【教務處副教務長室訊】

TOP
 

教室設備環境改善教室設備環境改善

教務處非常重視與老師、學生息息相關的上課教室，目前，本校各館教室之管理與維護由各院系處理，

囿於教室之興建年份、使用頻率、社團借用、使用方式、經費人力限制及管理維護方式之不同，各館教

室之使用品質與妥善度呈現出一些差異。如何使學生在整潔與愉悅中的環境學習，進而增進潛在的學習

效果？是教務處努力思考的方向之一。日前已請課務組陳先生實際走訪各館，綜合教室燈

光明亮度、舒適性、教學配備及整潔程度，擬建議各館未來進行教室維護或改善

時可參考工程三館114教室。
依本處第十次主管會議決議：綜合一館除上課密集外，學生社團、營隊等活動頻繁，加上維護的人力經

費有限，相對其他館舍而言，教室狀況顯得較不理想，教務處擬優先對綜合一館共同教室區域實施清

潔、油漆工程，預計在今年暑假期間進行，開學前完工。【教務處課務組訊】 
TOP

 
集中採購「公務國際機票」共同供應契約事宜集中採購「公務國際機票」共同供應契約事宜

本校人員以個人名義採購國際機票，並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報支公務國際機票，不適用政府採

購法，可由本校人員逕洽廠商購買國際機票，得不參加集中採購，不需填寫「不參加政府集中採購理由

書」。

以學校名義採購國際機票部分，適用政府採購法，應利用中信局辦理之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公務國際機

票，倘有行程不符需求、價格過高等情形，屬正當理由，得通知中信局不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而由學校

自行依政府採購法規定採購國際機票。

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購運組楊小姐，分機52104。【總務處訊】
TOP

 
工一館前方琴葉榕木作休憩平台建置完成工一館前方琴葉榕木作休憩平台建置完成

■ 琴葉榕修剪
■ 木作平台
■ 木平台旁灌木區種植含笑花(灌木)
■ 木作平台四周鋪土養護草皮
■ 製做木台除了是為保護琴葉榕的根部不受打草作業的破壞，也是塑造一個師生 　們良好的遊憩空間與
環境

� 完成日期：96年1月15日
【總務處訊】

TOP
 

百竹園週邊植栽整治完成百竹園週邊植栽整治完成

■ 竹叢隔草板
■ 竹叢覆土施肥
■ 植竹穴設置
■ 周邊草皮養護(在草皮生長不良處進行土壤克土)
■ 設置自動噴灌系統(長期目標)
■ 百竹園延伸暨竹湖周邊綠帶改善計畫(另案長期規劃中)
■ 由於百竹園長期土壤肥力與水分不足加上雜草竄生，造成竹子老化，前後有數　叢竹子開花老死，故進
行上述作業，給予一個以利生長的良好環境。

�完成日期：96年4月2日。
【總務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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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圖~尚未作隔草板 草會長到竹叢裡 且竹叢會竄生到草皮上
左上圖~設置隔草板 並清除草根。

　　　　 　　　　
左上圖~隔草板設置時的情況(垂直深度15CM)
右上圖~隔草板施作完成且石頭重新排列 並於竹叢上堆置新土與肥料

TOP
 

～～～～ 校園二手書之戀～～校園二手書之戀～～

☆活動期間：96.06.1~96.09.20(依書店服務時間為主)。
☆活動地點：本校活動中心2樓愛因思坦書店交大店。
☆活動對象：校內師生。

☆交換書籍：中、外文正版教科書（以外文正版教科書為主）。

☆活動宣傳：96.05.23~96.06.01本校交大e-news電子報、校園公告、勤務組網站、BBS網站。
☆活動獎勵：凡於6月4日至20日期間參與寄書及買書者，皆可參加摸彩活動。
☆國立交通大學「校園二手書」推廣計畫詳情請詳閱http://www.ga.nctu.edu.tw/ga7/news_more.php?id=538。
☆本案聯絡人：勤務組陳憶欣小姐。【總務處訊】

TOP
 

女二舍女二舍(A棟棟)一、二樓餐廳試賣活動一、二樓餐廳試賣活動

●五六食品有限公司為配合學校供餐時程，於該施工期間採分期分區裝修及營運，並將原訂於96年6月20
日於女二舍一樓餐廳臨時供餐提前於 96年6月4日起舉辦試賣活動。
●女二舍A棟餐廳試賣活動之營運時間說明：
☆一樓早 餐：07：00-10：30
☆一樓自助餐：午11：00-14：00， 晚17：00-20：00，星期六休息
☆一樓麵食類：午11：00-14：00， 晚17：00-20：00，星期日休息
☆二樓中西複合式餐廳(含焗烤類、義大利麵類、簡餐類及合菜類等)：
午11：00~14：00，晚17：00~20：00，星期日休息(訂席除外)
☆二樓下午茶：14：00-17：00，星期日休息
●試賣活動期間，如有任何指教與建議，請不吝向餐廳現場負責人連繫，以利五六食品有限公司提供本校
師生更完善的用餐服務及品質，電話如下：女二舍一樓：賴小姐0989261930；女二舍二樓：賴小姐
0917163066。
●暑假期間將再進行第二階段裝修工期，施工期間如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如仍有其他疑問者，請洽勤務組陳小姐(分機31453)。
●活動相關網址：http://www.ga.nctu.edu.tw/ga7/news_more.php?id=550
【總務處訊】

TOP
 

奇美咖啡端午精選系列奇美咖啡端午精選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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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美咖啡(圖書館地下一樓)推出奇美端午精選系列，活動如下：
●訂貨期間：即日起至96.06.11(一)止。
●取貨時間：自訂貨日起兩天後至原訂貨門市取貨，或宅配到府(需另負擔宅配費用)
●活動商品：飄香肉粽、寒天椰果冰粽、去骨雞腿肉、牛雪花肉片、豬桃心肉片、法式春雞、糖燻滷味禮
盒等多種商品，各價格及容量請詳活動海報。

●西井村蜂蜜滷味禮盒：端午價470元，員購價420元，(共7小包)。
◇預購時間：即日起至96.06.8 (五)止
◇取貨時間：96.06.13-96.06.14兩天
●本系列活動為限量供應產品，請即早訂購。
●活動詳情及注意事項請參閱本活動海報。
☆☆☆想知道更多的校園商店最新優惠特別訊息請詳活動網址：

http://www.ga.nctu.edu.tw/ga7/files/news/20070529162919.doc【總務處訊】
TOP

 
國外匯入款招領公告系統設置完成國外匯入款招領公告系統設置完成

出納組已設置「國外匯入款招領」公告系統，爾後各單位若須查詢相關資訊，可逕至以下網址：

http://www.ga.nctu.edu.tw/ga3/ForeignExchange.php（或由出納組網站進入）查詢及認領。
為加速國外匯入款收款速度，已於出納組網頁設置公告系統，隨時公告最新的匯入款資訊，同時主動發

出E-Mail通知，請校內相關單位上網認領，以利出納收帳及會計入帳作業。
若校內單位有國外匯入款項業務，請務必填寫「國外匯入款~單位聯絡人」表單 並回傳出納組，以利系統
主動發出E-Mail通知。本案聯絡人：出納組徐佩君小姐，分機51803。【總務處訊】

TOP
 

法令宣導法令宣導

＊教育部96年5月29日台法字第0960082084號函轉行政院96年5月25日院臺秘字第0960025036號函以，
「地方制度法」第4條及第7條條文，業奉總統96年5月23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064131號令修正公布，該
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45期，請自行於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下載參閱。

＊教育部96年5月29日台法字第0960082216號函轉行政院96年5月25日院臺法字第0960025000號函以，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4條之1及第8條之1條文，業奉總統96年5月23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064121號令
修正公布，該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45期，請自行於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下
載參閱。

＊教育部96年5月29日台法字第0960082215號函轉行政院96年5月25日院臺法字第0960024999號函以，
「民法親屬編」部分條文，業奉總統96年5月23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064111號令修正公布，該修正條文
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45期，請自行於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下載參閱。

＊教育部96年5月28日台人（二）字第0960080630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6年4月17日局考字第
0960009540號書函以，軍職人員轉文職人員得併計軍職年資核頒服務獎章，且不限於轉任日期銜接，惟
該段年資之併計，仍須以「志願役」者且其獲頒忠勤勳章後之積餘年資（含未達獲頒之年資）為限。

＊教育部96年5月15日台人（二）字第0960072495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6年5月9日局考字第
0960061834號書函以，原任職其他機關聘僱人員，辭職或聘僱期滿再受聘僱擔任本機關聘僱人員年資銜
接者，如同屬「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之適用對象，准予其慰勞假年資得前後併計，

即其當年應具慰勞假日數如於其他機關尚未實施完畢，得於本機關繼續實施。該局前相關函釋與前開規

定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教育部96年5月15日台高（一）字第0960062350D號函以，「大學一級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
準」，業經該部同年月日以台高（一）字第0960062350C號令訂定發布，請各校依該部發布之規定辦理一
級行政單位副主管設置事宜，並納入學校組織規程內規範。

【人事室訊】

TOP
 
大學一級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大學一級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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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15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0960062350C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8點；並自即日生效
一、教育部為執行大學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二項之規

定，特訂定本基準。

二、本基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專職人員：指行政單位全職人員，包括正式晉（任）用職員工及一年期

以上之長期契約聘僱人員，不含兼職人員及工讀生

（二）學生數：指具有學籍就讀各級正式學制之學生之總數。
三、公立大學組織規程所定一級行政單位，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為大學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所定一

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單位，得依下列規定擇一置副主管一人或二人：

（一）該一級行政單位設有七個以上之二級行政單位者，得置副主管一人至二

人；設有四個以上，未達七個之二級行政單位者，得置副主管一人。但

二級行政單位之專職人員數未達五人者，不得計列。

（二）未分二級行政單位辦事之一級行政單位，其專職人員數達三十人以上者，

得置副主管一人。

（三）教務、學務、總務及研發等四類一級行政單位，學校學生數達一萬人以

上，未達一萬五千人者，得置副主管一人；學生數達一萬五千人以上者，

得置副主管一人至二人。

（四）一級行政單位，經學校評估為學校重大校務專案推動必要，經校務會議

通過者，得置副主管一人。

公立大學於本部校區以外之校區，其一級行政單位之專職人員數達十五

人以上者，得於該校區置副主管一人。
四、公立大學依前點第二項規定於本部校區以外之校區置副主管者，該所轄二級行政單位數及專職人員

數，不得併計列於同點第一項各款規定。

五、公立大學依第三點第一項規定置副主管之一級行政單位數，不得超過學校一

級行政單位總數之二分之一；依同項第四款置副主管之一級行政單位數，應

以二個為限。

六、公立大學因組織或業務調整，置副主管之行政單位與第三點規定不符時，應於組織或業務調整後一

年內，調整或移除該行政單位之副主管編制。

七、公立大學之副主管由職員擔任者，其職稱與職等應依考試院相關規定辦理。

八、私立大學得參酌本基準，審酌學校辦學特色及業務需求，自定一級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之認定基

準。

【人事室訊】

TOP
 

6/6行政中立視聽研習行政中立視聽研習

本校訂於96年6月6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11時30分舉辦「行政中立」視聽研習並於課程結束後立即
舉行評量（請攜帶藍、黑色原子筆作答），評量成績以60分為及格，本年度尚未至e等公務員參訓之公務
人員同仁務必參加，公務人員請至終身學習入口網站（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報名，上課縣市請選
擇「線上學習」，即會出現本校所舉辦「行政中立」課程，進行報名本研習地點位於：浩然國際會議廳

Ｂ１Ａ廳。

公務人員報名步驟臚列如下：

1、終身學習入口網站之網址：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2、輸入個人身分證字號及密碼後進行登錄。
3、上課縣市請選擇「線上學習」，即會出現本校所舉辦「行政中立」課程
4、於該研習班別處點擊一次後進入線上報名程序。
5、上課假別請選擇自行申請公假學習。
6、費用種類請選擇公費。
7、報名完成後會出現報名成功訊息即完成線上報名。
【人事室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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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科會「行政院國科會「2007年台法科技獎」之甄選訊息年台法科技獎」之甄選訊息

行政院國科會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2007年台法科技獎」，詳細之候選人申請推薦須知，請至本校校
園公告網頁下載。本獎項之申請對象為過去在促進生物及化學科學合作成就卓著，且具有貢獻之一組台

灣及法國學者團隊。由共同合作的台灣學者與法國學者分別向國科會和法蘭西學院自然科學院提出申

請。請有意申請之教師經由各學院推薦，並請於6月15日前，將申請資料（中英文各一份）、電子檔送交
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業務聯絡人:研發企劃組賴小姐 分機:31775 【研發處研發企劃組訊】
TOP

 
 
 

本期結束^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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