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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辯論交流研修IN九州⼤學

新唐⼈電視台
新唐⼈電視台舉辦漢服【俊男美⼥選拔賽】

⼤專盃順利落幕 交⼤成績斐然
由教育部主辦的102年全國⼤專校院運動會5⽉1⽇順利閉幕，累計5天
共13項賽事。交通⼤學⼀舉奪得10⾦2銀7銅之佳績，包含⼀般男⽣組
⽥徑團體錦標、⼀般⼥⽣組⽻球團體賽冠軍及多項個⼈⽥徑項⽬⾦牌，
成績斐然︕讓我們為這群體智並重、⽂武兼資的學⽣⿎⿎掌︕

 

 

 

 

競賽項⽬ 姓名 名次

⼀般男⽥徑團體錦標  第⼀名

⼀般⼥⽣組⽻球團體賽

李明璇、陳儀儒、⿈  暄
吳佳杬、余芊樺、⿈韵如
胡庭禎、郭育甄、陳萱芸
陳怡璇、姜藍茵、⿈⼩紅

第⼀名

⼀般男⽣組⽻球團體賽

⾼銘遠、羅  傑、沈桓丞
謝⼀弘、楊⼦逸、陳宏富
⿈彥超、陳德煊、陳昀澔
張宇鎮、陳儀澧、顏佳新

第三名

⼀般⼥⽣組射箭團體賽
喻婉茹、孫采荷
王佳榆

第三名

⼀般男⽣組桌球團體賽

蔡⻘翰、施禹帆、鄭錫川
謝秉逸、張哲嘉、李泰熾
吳岳展、江泓樂、董冠廷
賴彥儒、魏志光

第四名

⼀般⼥⽣組⽥徑總錦標  第四名

⼀般男⽣組射箭團體賽
施⽂岳、洪⼤容
畢楨煥、蕭閔⽂

第五名

⼀般⼥⽣組網球團體賽
俞恩慈、林沂珊、陳儷⽂
劉胤君、許⽂馨、阮琛婷

第六名

⼀般男⽣組網球團體賽

呂勁甫、雷翊廷、蔡⽇揚
鄒育霖、周效瑜、蘇秉國
古展弦、王培宇、張鈞皓
鐘群智

第七名

公開組

競賽項⽬
姓名 名次

公開男⼦組⽻球雙打賽 陳⽴遠、鍾松翰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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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組網球雙打賽 李艾臻、夏念慈 第五名

公開⼥⼦組⽻球單打賽 蘇致萱 第七名

⼀般組

競賽項⽬
姓名 名次

⼀般⼥⼦組⽥徑擲標槍 林惠鈴 ⾦牌

⼀般男⼦組⽥徑4x100公尺接
⼒

程威翰、蘇柏誠
⿈信揚、王信硯

⾦牌

⼀般男⼦組⽥徑100公尺 王信硯 ⾦牌

⼀般⼥⼦組⽥徑100公尺 韓奕君 ⾦牌

⼀般男⼦組⽥徑110公尺跨欄 ⿈信揚 ⾦牌

⼀般男⼦組⽥徑400公尺跨欄 ⿈信揚 ⾦牌

⼀般⼥⼦組⽥徑200公尺 韓奕君 ⾦牌

⼀般男⼦組⽥徑4x400公尺接
⼒

⿈信揚、王信硯
蘇柏誠、王威翔

⾦牌

⼀般男⼦組⽥徑200公尺 蘇柏誠 銀牌

⼀般⼥⼦組游泳200公尺⾃由
式

吉宗騁 銀牌

⼀般⼥⼦組游泳100公尺蝶式 吉宗騁 銅牌

⼀般男⼦組⽥徑400公尺 蘇柏誠 銅牌

⼀般⼥⼦組游泳100公尺⾃由
式

吉宗騁
銅牌

⼀般男⼦組跆拳道80公⽄級 洪裕權 銅牌

⼀般男⼦組游泳200公尺混合
式

翁振博
銅牌

⼀般男⼦組⽥徑800公尺 溫盛智 第四名

⼀般混合組桌球混合雙打賽 林⽴⽂、江泓樂 第四名

⼀般⼥⼦組⽥徑4x100公尺接
⼒

楊苡絜、韓奕君
許芸瑄、呂怡中

第四名

⼀般⼥⼦組游泳200公尺仰式 楊皓雯 第四名

⼀般⼥⼦組游泳4x100m混合
式接⼒

楊皓雯、賴理夏
吉宗騁、張牧珉

第五名

⼀般⼥⼦組跆拳道49公⽄級 何幸蓉 第五名

⼀般⼥⼦組游泳4x200m⾃由
式接⼒

吉宗騁、郭沅⽵
賴理夏、楊皓雯

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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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資財系姚惟中（右一）與夥伴一同創立

WiKiUrSchool。

⼀般男⼦組游泳4x200m⾃由
式接⼒

王克元、⿈宏裕
彭誌傑、翁振博

第五名

⼀般⼥⼦組游泳50公尺蛙式 賴理夏 第五名

⼀般⼥⼦組桌球單打賽 曾于平 第五名

⼀般混合組射箭混雙對抗賽 畢楨煥、孫采荷 第五名

⼀般⼥⼦組游泳100公尺仰式 楊皓雯 第五名

⼀般⼥⼦組游泳4x100m⾃由
式接⼒

賴理夏、張牧珉
吉宗騁、楊皓雯

第五名

⼀般男⼦組游泳4x100m⾃由
式接⼒

王克元、呂竟
⿈宏裕、翁振博

第六名

⼀般⼥⼦組⽥徑4x400公尺接
⼒

許芸瑄、韓奕君
楊苡絜、呂怡中

第六名

⼀般男⼦組⽥徑混合運動 張景彥 第六名

⼀般男⼦組游泳50公尺仰式 翁振博 第六名

⼀般男⼦組游泳200公尺仰式 ⿈宏裕 第六名

⼀般⼥⼦組游泳100公尺蛙式 賴理夏 第七名

⼀般男⼦組⽥徑5000公尺 李永明 第七名

⼀般男⼦組桌球雙打賽 魏志光、謝秉逸 第七名

⼀般男⼦組⽥徑10000公尺 李永明 第⼋名

⼀般⼥⼦組游泳400公尺⾃由
式

楊皓雯 第⼋名

⼀般⼥⼦組⽥徑400公尺 呂怡中 第⼋名

[秘書室| Top

搶救台灣⼈才損失 WiKiUrSchool指引⾼中⽣的未來
常有⼤學⽣怨嘆選錯校、念錯系，就讀和⾃⼰興趣不合的科系⽽痛苦四年，難道真要等上了⼤學、實際上線後才能找出⾃
⼰的志向嗎︖︕由交通⼤學學⽣團隊創⽴的WiKiUrSchool了解⾼中⽣的需求，號召全台⼤學⽣擔任「解系義⼯」，為⾼中

⽣指引⼀盞明燈。

WiKiUrSchool平台由交⼤資財系姚惟中、電機系葉宇庭以及台⼤、淡江學⽣組成的團隊設計⽽成，志在解決⾼中⽣升學資
訊不對稱⽽選錯系所的問題，仿照維基百科(Wikipedia)概念，採⽤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的⽅式，讓⼤學⽣在網站

上共同編輯所屬的系所，提供選填志願的⾼中⽣完整⽽詳細的參考資
訊。

「我們花了三年的時間認真念書、考取好成績，卻僅⽤了⼀周的時間決
定未來四年甚⾄更久遠的⼈⽣︕」姚惟中認為台灣的學⽣很認真，每個
⼈都獨具專⻑和特⾊，但選錯科系發⽣的悲劇卻時有所聞，⼈才錯置和
資源浪費都⾮常可惜，「如果時間倒流回到⾼中，你還會選擇現在的⼤

學以及就讀的科系嗎︖」經歷過⽭盾徬徨時刻的姚惟中認為，⼈的⼀⽣中總會⾯臨許多選擇，⼤部份都必須獨⾃⾯對並做
出抉擇，選錯系所就讀，不僅浪費四年的光陰，學習的興趣還可能因此消失殆盡。

⽬前坊間補習班均有提供升學諮詢，但形式零散且沒有針對個⼈升學問題給予建議，WiKiUrSchool讓「當事者」現⾝說
法，利⽤共同編輯的⽅式，讓各系所的⼤學⽣分享就讀感想、課程內容等資訊，已畢業的學⻑姐也可分享⾃⼰的畢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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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除此之外，網站也提供學⻑姐的臉書，讓⾼中⽣可⼀對⼀諮詢個⼈問題，給予更完整的資訊諮詢服務。

葉宇庭也說，除了考試制度的缺失，城鄉差距造成的資訊落差，無形中讓鄉下的考⽣成為弱勢，「台灣這麼⼩⼀個，資源
卻和⾬⽔⼀樣分布不均︕」分數可以考上理想⼤學的考⽣，可能因資訊不⾜⽽錯選他校，不只影響考⽣的未來，更是台灣
的損失。葉宇庭希望透過WiKiUrSchool彌補這樣的缺⼝，傳承過來⼈的經驗，讓對的⼈在對的位置，並且發揮最⼤的潛
能，「適才適所，才能不被埋沒︕」

他們的理念事蹟，同時也被刊登在校園創新社群媒體ReBuzz做為專題報導。⽬前WiKiUrSchool運作順利，社團也常舉辦
團聚宣揚理念和訴求，讓更多⼈聽⾒他們的聲⾳，但平台經驗分享⽂章數仍不⾜，訊息在⾼中⽣之間的流動也有限，希望
招收更多有志之⼠加⼊。團隊將在5/5號於台北舉辦平台說明會，歡迎對於教育與網路有興趣的同學⼀起加⼊，⼀同打造
屬於學⼦的升學百科。

[秘書室| Top

交通⼤學頒授盧志遠先⽣名譽博⼠學位
交通⼤學30⽇舉⾏盧志遠先⽣「名譽博⼠學位」頒授典禮，由吳妍華校
⻑親⾃頒授證書，並進⾏撥穗儀式。儀式後盧博⼠並以「從思源致新 格
物致知 經世濟⼈─交⼤之經驗，畢⽣的嚮往」為題進⾏專題演講。

吳妍華校⻑於致表彰辭時表⽰，盧志遠博⼠是物理與半導體技術領域中
的先驅及創新⼈物。於1972年畢業於台灣⼤學物理學系，隨後進⼊美國
哥倫⽐亞⼤學進修，於1977年獲得博⼠學位。與交⼤淵源致深的盧博⼠
⽗⺟親均畢業於交⼤(唐院及平院)，其曾經擔任本校副教授、教授，並
獲選本校83學年度傑出校友，胞弟盧超群也於86學年度獲選本校傑出校

友。盧博⼠也曾擔任⾏政院科技顧問組研究顧問、北卡州⽴⼤學及微電⼦中⼼教授、Bell Labs研究員及計畫主持⼈、經濟
部次微⽶計畫專案總主持⼈、⼯研院電⼦所副所⻑、世界先進副總經理、總經理。⽬前，盧志遠博⼠是欣銓科技董事⻑，
以及旺宏電⼦總經理。

熱愛研究的盧博⼠，共發表期刊及國際會議學術論⽂四百餘篇，獲得國際專利⼀百餘項，曾撰寫研發政策、科學教育專⽂
五⼗多篇，也出版許多專章與專書。他的發明與創新研究成果曾獲得多項特殊貢獻獎、國家發明獎與⾏政院科技傑出成就
獎。同時，盧博⼠也榮獲中華⺠國科技管理學會院⼠(CSMOT Fellow)、美國物理學會院⼠(APS Fellow)、美國電機電⼦
學會院⼠(IEEE Fellow)，並獲頒素有科技研發⼯程師界奧斯卡獎之稱的美國電機電⼦學會Frederik Philips Award。熱
愛學術研究的盧博⼠，亦持續在世界⼀流期刊與會議中擔任編輯與委員。

除了在學術研發上的卓越貢獻，盧博⼠推動半導體產業之發展也不遺餘⼒，於1999年加⼊旺宏電⼦後，已帶領旺宏獲得⾼
品質國際專利超過5000項。2011年美國專利委員會針對全球240家半導體領導廠商評⽐，旺宏電⼦的專利價值為全台第
⼀，排名全球第11名。此外，盧博⼠多年在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科學園區同業公會、Global Semiconductor
Association (GSA)等產業團體中服務，積極推動半導體實務發展。

盧志遠博⼠表⽰，在歷史上交通⼤學是⼀個背負著引領⺠族邁向現代化⼤使命所建⽴的標竿學府。台灣交⼤數⼗年來在各
項尖端科技發展上，尤其是光電、資訊、通信、半導體科技⽅⾯更是站穩國際成為台灣之光。近年來⼜成功地結合了⽣命
科學與電⼦技術，再度引領⾵潮，成為時代的先鋒。同時他也表⽰回顧35年前剛學成歸國之時即進⼊的交⼤服務，讓他受
到務實的交⼤⽂化薰陶，形成總是秉持實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精神做每⼀件事情。

盧志遠博⼠感謝交通⼤學頒授名譽博⼠肯定，並以「從思源致新 格物致知 經世濟⼈─交⼤之經驗，畢⽣的嚮往」為題進
⾏演說，與⼤家分享其在交⼤的⽣涯經驗及⼀⽣的志願。盧志遠博⼠表⽰，⼩時候交⼤校慶是家⼈最重要的活動，每年都
不缺席︔⾃交⼤畢業的⽗⺟將交⼤經驗傳承給他，⺟親常說「最了不起的⼈⼠是古典經驗論的始祖─法蘭⻄斯培根」，⽽
⽗親最尊敬的⼈物是交通⼤學唐院茅以升校⻑，在⽗⺟親的薰陶下，作為交⼤徒孫，盧志遠博⼠即在當時確⽴了⼈⽣的⽬
標與⽅向︔他也謹記交⼤校訓與精神，並以王守仁、胡適、李奧納多達⽂⻄為⼀輩⼦做事做⼈的嚮往與標竿。

盧志遠博⼠談到，科學家問「WHY」，重視「Discovery」，⼯程師問「HOW」，重視「invention」，開創性的發明需
整合兩者，結合雙⽅優勢︔交通⼤學⾛向BioICT，以超強計算能⼒及運算法作為基礎，將為台灣帶來醫療⾰新，「科學影
響技術，技術帶來產業，產業改變社會，社會回饋科學，環環相扣，形成良性循環。」

最後，盧志遠博⼠以詩詞《⽰兒》感念⽗⺟，憶起⽗⺟對交⼤的重視、想起⽗⺟對⾃⼰的栽培與殷殷期許，盧博⼠哽咽表
⽰，獲得交通⼤學名譽博⼠，最⾼興的絕對是⽗⺟親，「我達到⽗⺟的期望。」語畢，全場報以熱烈掌聲。

盧超群董事⻑也表⽰，當時哥哥完成博⼠學業，⽗親第⼀封書信即要哥哥回交⼤教書，也提醒他要回饋⺟校，兩兄弟即⼀
前⼀後返回交⼤任教。盧董事⻑說，台灣半導體產業因為哥哥，將台灣後進技術推向前端，帶領團隊研發完成台灣第⼀⽚
⼋吋晶圓，「⽗親將使命感託付給哥哥，今⽇他獲得交通⼤學名譽博⼠，作為胞弟與有榮焉︕」

[秘書室| Top

GMBA團隊⼊圍曼⾕全球商業計畫競賽 喜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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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PicArts核心科技，台北101風景照片，變成特殊氛

圍的繪畫作品。(請參考上下兩圖)

由唐瓔璋教授帶領的 交大PicArts團隊，入圍曼谷全球商

業計畫競賽。

交⼤企業管理碩⼠學程(GMBA)，含賴益⺠、鄧約娜、張本恒、何德隆
等四名學⽣與⼀位業界菁英Vicki Tsim，在唐瓔璋教授的帶領之下，於
GMBA所開辦的「創業與興業家精神」課程中，組成PicArts團隊參加
2013年「全球創業企畫競賽（The mai Bangkok Business
Challenge @ Sasin︓2013 Competition）」，順利從包括美國
University of Oregon、Rice University、UCLA、新加坡國⽴⼤學,
中國清華⼤學、印度商學院(Indian School of Business)、⻄班⽛商學
院(Instituto de Empresa Business School Madrid)、以及法國理爾
⾼等商學院(SKEMA Business School)等63⽀競旅中脫穎⽽出，成為
全台唯⼀進⼊複賽的隊伍，該團隊的商業模式、及合作無間的精神，受
到⼤會肯定，榮獲「最佳永續精神(Recognition of Sustainability)」
及「最佳團隊綜效(The Best Team Synergy)」兩個獎項，讓世界看⾒
台灣卓越的思維及優異的表現。

本次為GMBA第四度參賽，在優良傳統的經驗傳承下，該團隊知悉計畫
的可⾏性在創業競賽中的重要，因此於成⽴之初即積極尋找較為成熟的
產品，與業界合作開發市場，⽽⾮創造空有概念卻無法執⾏的商業模
式。最後在唐教授的引薦之下，順利地與曾任GMBA客座教授的孫教授
(Dr. Edmond Sun)所創辦的公司合作，透過⽐賽的參與，將具有發展
潛⼒的事業落實，讓理論與實務作完美的結合。PicArts團隊由GMBA擁
有不同背景專⻑的菁英所組成，包括曾任職半導體⼯程師及財務分析師
的賴益⺠及鄧約娜，擁有會計師及豐富電⼦商務經驗的張本恒，以及來
⾃美國紐約，曾獲台灣資策會所舉辦的全國創業競賽冠軍的何德隆
(Luke Ho)，搭配來⾃⾹港的網路⾏銷專家Vicki Tsim，創造出這⽀實
⼒堅強的團隊。

PicArts團隊的商業模式在於，透過電⼦/⾏動商務的平台(App)，結合
PicArts的核⼼科技，將⽇常⽣活中的照⽚轉換成為具有獨特畫⾵的藝術
作品，讓消費者得以透過⾏動裝置，快速便利地購買客製化商品，在⽣
活之中，加⼊個性化的藝術元素，讓每個⼈都能輕輕鬆鬆享受美好事
物，除了可滿⾜⼈類對「美」的需求，同時⼜能促進社會良善⾵俗。

「這個商業模式的可貴之處在於它的可應⽤性，只要符合市場需求，隨
時可與任何具有潛⼒的商品結合，不管是過去的懷舊商品、現在的流⾏
商品、未來的概念性商品。」隊⻑賴益⺠如此形容PicArts這個具有永續
價值的商業模式。在計畫中擔任執⾏⻑的Luke Ho也認為，在許多已開
發國家中，對「美」的需求的市場早已成熟，只要能找到合適的市場與
夥伴，這個商業模式的核⼼價值就能綿延不絕地延續下去。

秉持過去幾屆學⻑姐的參賽經驗，這次該團隊準備了充⾜的展⽰樣品，以及⽤來說明核⼼科技的⼯具iPad。競賽期間，所
有團隊成員皆感受到國際競賽的⽐賽張⼒，並對於有機會與世界頂尖⼈才交流備感榮幸。在團隊中負責核⼼科技的CTO張
本恒表⽰，「參賽隊伍中不乏⼯作經驗超過⼗年以上、擁有博⼠學位的EMBA學⽣，亦有曾受邀於TED演溝的參賽成員，
能與他們在同⼀賽事中交⼿，畢⽣難忘。」

該團隊特別感謝學校的⽀持，以及GMBA唐瓔璋教授無論在⽐賽前的引導、亦或是競賽期間的臨場指導，成功幫助了
GMBA的學⽣直接接觸市場，培養實務經驗，再透過⾼⽔平的國際競賽，讓學⽣們親⾝體會到國際企業的經營戰略思維，
以及執⾏創業計畫所⾯臨的種種挑戰。

[PicArts團隊/秘書室| Top

⼤⾃然的⼒量 聽孫維新館⻑說故事
交通⼤學校⻑講座24⽇邀請到國⽴⾃然科學博物館孫維新館⻑以「⾃然
的⼒量─從⽣物、⼤地到星空」為題進⾏演講，從⽩堊世紀到921⼤地
震，透過故事說明⼤⾃然⽞妙⽽真實的⼒量，讓在場師⽣聚精會神聽得
津津有味︕

孫維新館⻑表⽰，「學習」與「分享」是他希望傳達給在座同學的信
念，學習本⾝就是⼀種喜悅，「許多⼈對科博館的印象就是⼀棟舊房⼦
擺放著舊東⻄，然後⼀切越來越舊」，但擔任館⻑的這兩年，卻是他最
富⾜的⽇⼦，發現了學習的喜悅、發現了學習的趣味，他期許學⽣們不

為考試、不為升學的⾃我學習，挖掘這份富⾜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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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啟光主任榮獲OCWC傑出開放式課程領導者獎

孫館⻑接著談到，⼈類發展「科學」去了解「⾃然」，依⼤⾃然的定律去改變「⼈類」的⽣活，⾃然、科學、⼈類形成⼀
種循環，環環相扣、互相牽引。因此，他⿎勵學⽣⾛⼊環境了解⾃然，不將⽣活侷限在城市中，城市只是世界的百分之
⼀，雖然是⽂明所在，但不進⼊⾃然環境，就無法理解未來，更無法讓下⼀代⾯對環境急遽改變的難題。

孫館⻑舉例，科博館正展出年度⼤展「從⿓到獸－⼤滅絕與⼤演化」，⽩堊世紀經歷相當⻑的時間，恐⿓如何滅絕、哺乳
類如何興起成為學者研究的重點。恐⿓巨⼤、強壯的外型似乎驗證了「適者⽣存」的道理，但最終還是敗給了來⾃外太空
的隕⽯，「六千五百萬年前，當恐⿓看到從外太空⾶來的隕⽯，⼼裡⼀定想著『Oops︕』然後在臉書上發狀態『完了完
了』，⽽哺乳類就在⼀旁竊喜按讚，當時的適者就在彗星襲擊下滅絕，展開哺乳類時代，所以適者⽣存不正確，『倖存者
⽣存』才是王道︕」妙語如珠讓全場師⽣哄堂⼤笑。

接著，從陸上來到海底，海底最強的偽裝⾼⼿是誰︖就是沒有殼保護、沒有禦敵武器的章⿂，因此牠讓⽪膚演化成絕佳的
偽裝⼯具，隨著周圍環境的⾊澤改變圖案，隱⾝在海底世界中保護⾃⼰，「為了⽣存演化出新的⽣存⽅式，就是⼤⾃然的
⼒量與神奇之處︕」

不僅動物如此，孫館⻑也透過影⽚展⽰葫蘆三個⽉的⽣⻑過程，奮⼒從⼟壤中冒芽、利⽤觸⾓尋找⽣命的出⼝，原來動物
與植物沒有分別，植物會動也會思考，在植物的世界中，⽣命同樣豐富。

談到⽣物當然不會遺漏⼈類，從紅⽑猩猩到⼈類，究竟⼈類是如何從四隻腳⾏⾛成為兩隻腳⾏⾛︖現場學⽣熱烈舉⼿回
應︓「森林消失」、「為了看更遠」、「要空出⼿拿東⻄」，孫館⻑表⽰這些答案都有道理，但科學家尚未找出確切的證
據，⽽從過去⽣物的演變可以知道，「⽣物只要被逼就會改變︕」

話鋒⼀轉，孫館⻑以圖⽚展⽰921⼤地震⾞籠埔斷層，當時地震帶來嚴重傷亡，但是沒有地殼運動，台灣就不會存在，⼤
⾃然的⼒量為環境帶來巨⼤的變⾰。孫館⻑也說，科學是⼀種⽣活態度，雖然無法防⽌災難的發⽣，卻能透過歷史經驗讓
我們趨吉避凶︔⼈類總是擔⼼世界末⽇的到來，卻忽略了⼈類的出現成為許多動物的世界末⽇，期望學⽣能反思⼈類在環
境中扮演的⾓⾊。 

[秘書室| Top

開放教育推動中⼼⽩啟啟光主任榮獲OCWC傑出開放式課程領導者獎
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OCWC)公佈2013年傑出開放式課程(Awards for
Open Course Ware Excellence)得獎名單，本校開放教育推動中⼼⽩
啟光主任⼤⼒推動臺灣開放教育暨本校開放式課程，榮獲傑出開放式課
程領導者獎(Leadership ACE)，實⾄名歸。

傑出開放式課程獎表揚開放式課程聯盟中傑出的個⼈、課程和開放式課
程網站，個⼈獎項由聯盟董事會選出，今年頒贈⽩啟光副教授傑出開放
式課程領導者獎、美國加州德安薩社區⼤學芭芭拉‧伊洛斯基(Barbara
Illowsky)教授獲選傑出開放式課程教育⼯作者(Educator ACE)。

⽩啟光副教授擔任交通⼤學⼤開放教育推動中⼼主任，帶領交通⼤學成
功地建置並推動開放式課程，同時也擔任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的秘書⻑積極地推展⾄臺灣各⼤專校院。推動效益卓著因⽽
獲得領導者獎肯定。開放式課程聯盟執⾏⻑瑪莉‧路‧佛沃(Mary Lou Forward)表⽰，兩位受獎⼈展現對開放教育社群的⾮
凡貢獻，很⾼興頒獎給這兩位得獎⼈，表揚他們對擴展全球教育機會的努⼒。

交通⼤學於2006年起即成⽴華⽂世界第⼀個擁有完整課程影⾳及課程資源的⼤學開放式課程網站，2007年4⽉成為臺灣
第⼀所加⼊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的頂尖學府。⽬前已建置151⾨開放式課程，其中包含128⾨完整影⾳課程，範圍涵蓋各
系所基礎與進階課程，資源包含課程綱要、課程⾏事曆、課程講義以及完整的課程影⾳等，品質與數量居全台之冠。

交通⼤開放式課程去年更從四⼗六個國家、超過兩百五⼗個⼤學的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中脫穎⽽出，獲得最⾼榮譽的「標
竿網站獎」︔也獲得Google邀請，成為全台第⼀個加⼊YouTube EDU平台的⼤學，近期也將因應YouTube使⽤族群的特
性，規劃20分鐘為單元的「微課程」影⽚建置⾼中⽣專區，以淺易的⽅式介紹各系所學科內容、特⾊及發展，以吸引優秀
學⽣進⼊交通⼤學就讀。

交通⼤學開放式課程網站的造訪次數近六百萬⼈次，許多使⽤者來⾃於海外地區︔也從使⽤者回饋得知，使⽤者不只有在
學的國內⼤⽣，包括越級學習的中學⽣、失學的⼤學⽣、海外的學⼦及⾃我進修的職業⼈⼠，更有企業公司利⽤交⼤的開
放式課程做為內部教育訓練的教材，讓知識的傳遞超越時空限制，打造終⾝學習的環境。

[秘書室| Top

【交⼤出版社新書】⾮線性偏微分⽅程－解的漸近⾏為與⾃我相似解
本書由應數系林琦焜⽼師翻譯，主要是談⾃相似解（self-similar solution），其中特別強調尺度伸縮（scaling）的概
念，也是偏微分⽅程研究的重要⽅法。⽬的是提出檢驗擴散⾮線性偏微分⽅程解之⾏為的典型⽅法，包括藉由⾃我相似解
驗證了這類⽅程。如︓Navier-Stokes⽅程。我們在此所描述的重尺度（rescaling）⽅法也可以詮譯為重整群法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renormailization group），所展現的是探討⾮線性偏微分⽅程解漸近分析的強有⼒⼯具。

因為⾮線性偏微分⽅程不僅在數學上，在科技上許多領域也有應⽤，在本書將藉由研究典型的例⼦來解釋⼀些漸近⽅法。
主要結構本質不同於⼀般數學教科書的架構。我們直接研究特殊⽅程式的解之⾏為，⽽不需有預備的基本理論。希望讀者
在研究偏微分⽅程時將學會處理的⼯具，如︓微積分不等式。
書籍⾴⾯連結︓http://press.nctu.edu.tw/press-tea/books/2-2.aspx?sn=180

國⽴交通⼤學出版社 http://press.nctu.edu.tw

[教務處] | Top

校外獎學⾦申請訊息
佳霖科技清寒學⽣獎學⾦
李連教育基⾦會原住⺠獎助學⾦
陳忠陳葉蕊獎學⾦
中國國⺠黨嘉義市黨部中正紀念獎助學⾦
中華開發⼯業銀⾏⽂教基⾦會課輔清寒獎學⾦

[學務處] | Top

校內獎學⾦及書卷獎獲獎名單訊息
101學年度第1學期⼤學部新⽣⼊學成績優異獎學⾦續領獲獎名單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editor/post_content.php?id=20130500032
101學年度第1學期書卷獎獲獎名單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editor/post_content.php?id=20130500030

[學務處] | Top

導師時間課程訊息
5⽉8⽇邀請宏碁集團創辦⼈施振榮先⽣蒞臨演講，歡迎全校教職員⽣出席聽講。

[學務處] | Top

學⽣團體保險招標訊息
102學年度學⽣團體保險第⼀次公開招標已於政府電⼦採購網公告。

[學務處] | Top

2013 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活動
（⼀）5⽉就業與職涯講座場次表如下，歡迎同學踴躍參加，更多資訊請上官網
（https://openhouse.nctu.edu.tw/2013/index.php）或OpenHouse的Facebook粉絲專⾴
（http://www.facebook.com/NCTU.OH）查詢。

 時間 地點 備註

品酒及型男穿搭講座 5/2(四) 19:00~21:00 綜合⼀
館
A104

 

企業職場導師講座--草莓族的職涯想像與定位--如何擺脫
⼀捏就碎的評價，變⾝頂級搶⼿⼈才︖

5/6(⼀) 12:20~14:00 浩然國
際會議
廳

 

企業職場導師講座-聯電HR部經理-⼈才發展計畫說明 5/6(⼀)18:30~20:30 浩然國
際會議
廳

 

台塑關係企業講座 5/9(⼆) 12:20~14:00 浩然國
際會議
廳

限量餐點:costco雞⾁捲+飲料
+⽣技產品/1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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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得住衛教講座-個⼈⽣理衛⽣及辦公室減重舒壓 5/9(四) 18:30~20:30 浩然國
際會議
廳

送衛⽣護墊禮物袋/100份

企業職場導師講座-華碩電腦任⽤部-履歷撰寫及⾯試技巧
講座

5/13(⼀)
18:30~20:30

浩然國
際會議
廳

 

星展銀⾏招募講座 5/14(⼆)
12:20~14:00

浩然國
際會議
廳

⿆當勞/50份

Google數位⾏銷菁英計畫 5/20(⼀)18:30~20:30 浩然國
際會議
廳

 

企業職場導師講座-台積電HR資深經理-履歷撰寫及⾯試技
巧講座

5/29(三)18:30-20:30 浩然國
際會議
廳

 

上海艾杰飞夏季招聘講座 5/30(四)
12:20~14:00

浩然國
際會議
廳

對象為應屆畢業同學及明年役
畢同學，預計103年10⽉到
職。

（⼆）Open House企業參訪熱烈報名中，5⽉共辦理9場，時程表如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
(http://ppt.cc/Vbwt)。

公司名稱 參訪時間

美商⿆肯錫 05/03 14:00~16:00

中華航空 05/08 13:30~16:30

花王 05/10 13:30~16:30

富邦⾦控 05/15 13:30~16:30

台塑企業 05/15 13:00~15:30

中信⾦控 05/17 13:30~15:30

HP 5/22 13:30~16:30

瑞健集團 5/24 13:30~16:30

法務部調查局 05/29 13:30~16:30

[學務處] | Top

「102年度 Rich職場體驗網計畫」，提供在學⻘年更多⼯讀機會
(⼀) ⼀般⼯讀計畫 、公部⾨⾒習計畫、經濟弱勢⻘年⼯讀計畫、⻘年暑期社區⼯讀計畫，更多內容請上網搜尋 (網
址https://rich.yda.gov.tw/ )，歡迎同學進⾏體驗。
(⼆) ⾃4/19〜5/5⽌，只要上Rich網站，填寫「誰是你的職場好榜樣︖」問卷，即有機會抽中捷安特單⾞、仟佰元禮券等
各項好禮喔。

[學務處] | Top

102/5/7(⼆)掌握⾯談技巧──Top⾯談問題教戰
(⼀) 講師: 游紫華 現任 ⿑⾏國際顧問公司總經理
游紫華(Eva)⼩姐擁有台灣⼤學⼼理系學⼠，政治⼤學⼼理研究所碩⼠學位。Eva的學經歷皆相當優異，累積⼗多年⼈⼒資
源管理專業經驗，曾任默沙東藥廠(MSD)、南⼭⼈壽、英美煙草(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及帝亞吉歐(Diageo
Taiwan)等知名國際企業的⼈⼒資源主管，現任⿑⾏國際顧問公司總經理。講課⽣動活潑、經驗豐富的Eva，將為你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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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精彩的演說，千萬不要錯過︕
(⼆) 時間︓102/5/7(⼆)12:10-14:00
(三)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A廳
(四) 報名⽅式︓線上報名
(五) 主辦單位︓國⽴交通⼤學 就業與升學輔導組 http://career.adm.nctu.edu.tw/
(六) 協辦單位︓HRSR 中華⼈⼒資源社會責任協會 http://www.hrsr.org.tw/

[學務處] | Top

交⼤求職網站【交⼤哈職網】，歡迎交⼤學⽣/校友登⼊使⽤
就輔組成⽴專屬交⼤求職網站-【交⼤哈職網】 http://ejob.nctu.edu.tw，提供交⼤學⽣線上搜尋職缺，除了『海內外⼯
作』『企業及公部⾨實習』還有『家教機會』等你來申請，若各系所、實驗室、研究中⼼等單位有徵才需求，也歡迎校內
同仁申請系所專⽤帳號張貼『校內職缺』。

[學務處] | Top

就業與升學輔導組最新⼯作機會
查詢更多求職資訊，歡迎連結《交⼤哈職網》http://ejob.nctu.edu.tw/
★企業實習⼯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EF教育  全球實習⽣ 中歐 2013/5/7

⽂化⼤學推廣部  【2013美國暑期實習旅遊計劃】 美東地區 2013/5/10

國泰世華銀⾏ 2013實習⽣計畫(CIP) 臺北市 2013/5/10

國泰⼈壽 2013實習⽣計畫(CIP) 臺北市 2013/5/10

國泰⾦控 2013實習⽣計畫(CIP) 臺北市 2013/5/10

新光⼈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02年新光⼈壽校園卓越⼈才實習專案(學⽣實習) 臺北市 2013/5/10

聯華電⼦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 新⽵縣市 2013/5/12

⻄⾨⼦股份有限公司 ⻄⾨⼦菁英培育暑期實習計劃 (2013/7/1 ~ 2013/8/30) 桃園縣 2013/5/15

Broadcom  ⻑期硬體⼯讀實習⽣ Intern - IC Design (22078BR) 臺北市 2013/5/17

Broadcom  ⻑期硬體⼯讀⽣ Intern - IC Design 臺北市 2013/5/17

德州儀器⼯業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計畫 (Co-op Summer Intern Program) 新北市 2013/5/18

惠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wlett-Packard Company 2013 Internship Program 臺北市 2013/5/21

⽊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國外業務⾏銷實習⼯讀⽣ 新⽵縣市 2013/5/31

台灣康寧  2013 台灣康寧暑期實習計畫 臺中市 2013/5/31

台灣愛⽴信股份有限公司 Intern (無線通訊軟體) 新北市 2013/5/31

台灣愛⽴信股份有限公司 Intern (通訊軟體相關) 新北市 2013/5/31

台灣愛⽴信股份有限公司 Intern (⾏政⽀援翻譯) 新北市 2013/5/31

台灣愛⽴信股份有限公司 Intern (資料處理) 新北市 2013/5/31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優質實習⽣培育計畫 臺北市 2013/6/30

AIESEC  AIESEC跨國團隊企業實習計劃 臺北市 2013/7/1

福特六和汽⾞股份有限公司  2013暑期實習 - 採購處 (Purchasing Summer Intern) 桃園縣 2013/7/1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career.adm.nctu.edu.tw/
http://www.hrsr.org.tw/
http://ejob.nctu.edu.tw
http://ejob.nctu.edu.tw/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31&CMID=86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31&CMID=862&JMID=22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14&CMID=90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14&CMID=906&JMID=36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54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53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53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921&CMID=75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921&CMID=758&JMID=48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7&CMID=8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7&CMID=84&JMID=23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5&CMID=91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5&CMID=919&JMID=45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6&CMID=93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6&CMID=930&JMID=50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6&CMID=93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6&CMID=930&JMID=49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800&CMID=63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800&CMID=637&JMID=18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342&CMID=17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342&CMID=179&JMID=56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919&CMID=75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919&CMID=756&JMID=3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4&CMID=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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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利通設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軟體開發者 | Software Engineer 新⽵縣市 2014/4/1

Mpower Consultancy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Management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12/31

Mpower Consultancy  Raffles Hotel Management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12/31

Mpower Consultancy  Komars Group Marketing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12/31

Mpower Consultancy  Marriott Hotel Management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12/31

億霈科技 實習專案助理 Administration Assistant 臺北市 2014/12/31

億霈科技 (⽇⽂)實習⾏銷助理Marketing Assistant 臺北市 2014/12/31

億霈科技 實習⾏銷助理 Marketing Assistant 臺北市 2014/12/31

億霈科技 研發助理⼯程師 Research Assistant 臺北市 2014/12/31

★公部⾨實習★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檔案管理局 102年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新⽵縣市 2013/5/6

⾼雄市⽴美術館 102年秋季期中實習(不⽀薪) 新⽵縣市 2013/6/18

教育部 102年度⼤專⽣公部⾨⾒習計畫 新⽵縣市 2013/5/16

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學⽣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臺北市 2013/5/13

★兼職⼯讀★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財團法⼈⾃強⼯業科學基⾦會 兼職研究助理 新⽵縣市 2013/10/30

新鈦科技(股)公司  ⼯讀⽣ 新⽵縣市 2013/11/30

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兼職⼯讀⽣ 新⽵縣市 2013/5/30

⽴⾔翻譯有限公司 英⽂翻譯⼈才 臺北市 2013/5/11

博翔語⽂補習班 兼職課輔⽼師 新⽵縣市 2013/5/11

博翔語⽂補習班  兼職美語教師 新⽵縣市 2013/5/11

★研發替代役★ 
凌陽科技、建興電⼦、億光電⼦、精品科技、優必達、旭德科技、安霸 
★企業列表★ 
資訊科技 
⽥中系統顧問、懷澤企業、凌陽科技、Broadcom、⽲鈶股份有限公司、億霈科技、台灣愛⽴信股份有限公司、鴻海精密
⼯業、⾥斯特資訊媒體、介⾯光電、百資科技、IBM、凌通科技、鴻海精密⼯業、新繹企業、先進光電科技、嘉澤端
⼦、⼒旺電⼦、漢⺠微測、旭德科技、⾙⿑科技、孟華科技、勁鑽科技、奕⼒科技、美商特翠歐、建準電機、美商網
基、耕興公司、創⾒資訊、揚明光學、普安科技、視翔⾼科、廣達電腦、精品科技、福永⽣物科技、⿍賀科技、傳原公
司、美商國家儀器 
傳產製造 
GoldSunMachinery、⼗⼀事務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凱電能科技、富台⼯程、⻄⾨⼦、⼤陸⼯程、玖⿍電⼒、⻑⽣能
源、建國⼯程、貞亮公司 
⼯商服務 
寰瀛法律事務所、保聖那管理顧問、經貿聯網、模範市場研究顧問

⺠⽣消費 
遠雄建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榮海運、陽明海運、⻑榮航空、福特六和汽⾞、凱基證券、⼤潤發、中國信託、台新⾦
控、信義房屋、三商⾏、歐芳貿易、第⼀銀⾏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99&CMID=91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99&CMID=913&JMID=44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7&CMID=92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7&CMID=921&JMID=53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7&CMID=92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7&CMID=921&JMID=53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7&CMID=92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7&CMID=921&JMID=52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7&CMID=92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7&CMID=921&JMID=52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7&CMID=93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7&CMID=931&JMID=51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7&CMID=93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7&CMID=931&JMID=51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7&CMID=93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7&CMID=931&JMID=51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7&CMID=93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7&CMID=931&JMID=51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52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48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25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31&CMID=94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31&CMID=943&JMID=53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96&CMID=91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96&CMID=910&JMID=37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04&CMID=89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04&CMID=899&JMID=31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37&CMID=86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37&CMID=868&JMID=23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14&CMID=84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14&CMID=845&JMID=23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14&CMID=84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14&CMID=845&JMID=23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476&CMID=31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30&CMID=86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18&CMID=55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64&CMID=60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12&CMID=84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98&CMID=82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11&CMID=84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21&CMID=93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25&CMID=93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476&CMID=31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6&CMID=93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8&CMID=93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7&CMID=93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32&CMID=94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01&CMID=89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2&CMID=92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3&CMID=92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03&CMID=89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456&CMID=29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02&CMID=89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01&CMID=89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492&CMID=88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477&CMID=87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515&CMID=35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09&CMID=54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21&CMID=55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98&CMID=82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99&CMID=83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92&CMID=82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658&CMID=49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16&CMID=84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33&CMID=86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22&CMID=55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946&CMID=78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26&CMID=85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643&CMID=48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89&CMID=82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97&CMID=82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9&CMID=81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448&CMID=28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64&CMID=60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86&CMID=81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53&CMID=87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37&CMID=57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390&CMID=22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24&CMID=93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23&CMID=93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602&CMID=43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2&CMID=91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5&CMID=91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941&CMID=77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91&CMID=82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18&CMID=84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07&CMID=83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88&CMID=81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05&CMID=83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13&CMID=84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39&CMID=57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945&CMID=78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27&CMID=56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09&CMID=92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587&CMID=42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610&CMID=92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55&CMID=59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389&CMID=22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93&CMID=82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33&CMID=57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75&CMID=61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730&CMID=56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481&CMID=88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11&CMID=90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507&CMID=902


傳播媒體 
奧美廣告、天下雜誌 
教育社福 
起⿎⾳樂⽂化、私⽴南⼭⾼級中學 
政府相關 
財團法⼈塑膠⼯業技術發展中⼼、中華⺠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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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2014年度台灣與法國間雙邊⼈員交流互訪型計畫及雙邊研討會
⼀、 本計畫徵求內容包括台法雙⽅⼈員交流互訪型計畫（屬2年期）及研討會（屬1年期）兩類。徵求案分為2案，與法國
國家科學研究中⼼（CNRS）合作徵求案，簡稱為PICS︔與法國在臺協會（BFT）合作徵求案，稱為「幽蘭計畫」。
⼆、 雙⽅計畫主持⼈如已向國科會及法國在台協會提出幽蘭計畫(Orchid Program)補助申請者，不得持相同計畫申請書
向國科會及CNRS於同年期提出PICS⽅案申請︔如已向國科會及法國CNRS提出PICS補助申請者，不得持相同計畫申請書
再向國科會及法⽅於同年期提出幽蘭計畫申請。
三、 欲申請計畫或雙邊研討會者，皆請申請⼈進⼊「研究⼈才個⼈網」，在「研究⼈才網線上申辦」項下，點選「國際合
作類」下的「雙邊研討會」或「雙邊研究計畫」。請填具各項申請資訊欄位，同時將中、英⽂研討會/計畫規劃書、雙⽅參
與⼈員英⽂履歷及近5年著作⽬錄等各項⽂件以PDF檔上傳⾄系統後送出。並請於102年5⽉28⽇前由所屬單位列印已確認
畫⾯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及「國⽴交通⼤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各⼀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四、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說明，及請⾄國科會國際合作處網⾴查詢下載︓
(⼀) PICS徵求案網址︓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22055&ctNode=1212。
(⼆) 幽蘭計畫徵求案網址︓ 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22054&ctNode=1212。

[研發處] | Top

國科會徵求2013年「歐盟科研架構(FP7)計畫書」(「間接參與」及「嘗試參與」2
類計畫校內收件⾄102.5.28⽌，「成功參與」計畫採隨到隨審)
⼀、 旨揭計畫分3⼤類別︓「成功參與」、「間接參與」、「嘗試參與」，申請⼈⽬前已持有2件專題研究計畫「雙邊協
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且其計畫執⾏⽇期均與本次徵求案之預定執⾏迄⽇達3個⽉以上重疊者，國科會恕不受
理。
⼆、 「成功參與」請依⼀般專題計畫⽅式上線申請且隨到隨審。欲申請「間接參與」及「嘗試參與」2類計畫者，請申請
⼈進⼊「研究⼈才個⼈網」，在「研究⼈才網線上申辦」項下，點選「國際合作類」下之「雙邊研究計畫」。請填具各項
申請資料（FP7計畫基本資料表、歐盟FP7計畫申請書、主持⼈及歐洲合作對象之個⼈基本資料、歐洲合作對象所提供之相
關證明⽂件）上傳⾄系統後送出。並請於102年5⽉28⽇前由所屬單位列印已確認畫⾯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及「國⽴交通
⼤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各⼀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說明，徵求計畫說明請⾄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0dbdf4fc4fac4311a6bf33b7dd2422c1&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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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2年度「設計銀髮族專屬資通訊設備」專案計畫受理申請
⼀、 本計畫徵求重點如下︓
(⼀) 遠距照護即時⽣醫訊號感測與回饋系統。
(⼆) 無線感測及智慧⽣活服務應⽤。
(三) 智慧⽣活居家情境感知技術。
(四) 與無線感測控制、GPS相關之安全⾏動輔具。
(五) 近⾝通訊技術。
(六) 適合於銀髮族使⽤之互動顯⽰介⾯。
(七) 感應式智慧互動語⾳及影像多媒體於銀髮族照護之應⽤。
(⼋) 智慧型居家照護機器⼈技術。
(九) 銀髮族健康狀況感測及追踪監控創新技術。
(⼗) 其他與銀髮族相關之創新設備。
⼆、 本計畫分為個別型及整合型2類，其中整合型計畫可由同科系所、跨科系所或跨院校之研究⼈員組成研究團隊提出。
每⼀整合型計畫應有2/3(含)以上之⼦計畫通過⽅能成⽴。總主持⼈需負責整合型計畫之整體規劃、協調、研究進度與成果
掌握，總計畫亦須含研究項⽬。計畫申請可為1年期或多年期計畫，但多年期計畫⾄多不超過3年。
三、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計畫類別︓「⼀般型研究計畫」，研究型別︓「個別型計畫」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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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計畫」，於⼯程處學⾨代碼勾選「E98(專案計畫)」之⼦學⾨「E9835 (銀髮族專屬資通訊設備)」，並請所屬單位於
102年6⽉17⽇前彙整造具申請名冊及「國⽴交通⼤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各⼀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
辦。
四、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徵求計畫書說明，或請⾄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
址︓http://www.nsc.gov.tw/eng/ct.asp?xItem=22220&ctNode=1287)。

[研發處] | Top

台灣聯⼤「獵⽚計畫」正式開跑!
由台灣聯合⼤學系統(簡稱台灣聯⼤)主辦 「獵⽚台聯⼤，創意無限⼤」的校園微電影徵選活動，於4⽉29⽇(⼀)正式開
跑，本活動之⽬的為增加⼀般⼤眾對台灣聯⼤系統的認識且提供創意平台讓參賽者⾃由發揮︔邀請對拍攝影⽚有興趣的參
賽者報名參加，並⼒邀各⼤專院校的國際交換⽣與新移⺠共同參與，網羅各國參賽者的創意靈感與構想。

認識台灣聯合⼤學系統
台灣聯⼤系統是整合中央⼤學、交通⼤學、清華⼤學、陽明⼤學的各學⾨領域之資源，發揮各校所⻑與互補性，邁向⾼品
質的教育⽔平與追求學術卓越為⽬標。此外，率先推動「溫世仁卓越學術講座」系與溫世仁⽂教基⾦會合作的跨校與跨研
究領域的世紀⾵雲⼈物論壇。

獵⽚計畫活動辦法
本活動徵選影⽚的內容僅需置⼊與台聯⼤相關的⼈物、事件活動、地點、象徵物或相關元素且影⽚⻑度為3分鐘以內，即
可獲得⾼額獎⾦，共計6名得獎者，其總獎⾦為75,000元整︔此外，參與票選微電影的⺠眾亦可獲得500元的7-11禮卷
(共計20名)，有興趣的參賽者可前往活動官網報名參加或搜尋台聯⼤、創意無限、獵⽚達⼈、素⼈導演等關鍵字。

․活動官網︓http://www.ust.edu.tw/Movie/Index.aspx
․台灣聯⼤FB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UST.edu
․報名詢問專線︓(02) 2351-7666分機︓328 魏⼩姐

[台灣聯合⼤學] | Top

5⽉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9
⽇

17號草堂 ⼿⼯⼤餅

COSTCO 免費試吃

羅漢⾷品 蜜餞、榛果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劉家蔬菜 當季蔬菜

新興欣農場 茶、⼿⼯饅頭

佑品商⾏ 野⽣酸楊桃

陳師傅餅舖 ⼿⼯蛋捲、餅乾、鳳梨酥

內灣⼟⾖康 各式榛果烘焙坊

⽟觀軒翡翠店 翡翠、寶⽯

福⽥⽔果⾏ 芒果⻘、芭樂

祺昌 神奇掛勾

襪襪⼯坊 襪⼦(造型)

17號草堂 ⼿⼯⼤餅

開元⾷品 華航蛋糕、甜點

恩典 ⾬傘

施美 沐浴乳、清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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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房 湯包、鍋貼、抓餅

⻑宏天然養⽣商⾏ 各種穀粉(蓮藕)、榛果

COSTCO 免費試吃

遠通電收 eTag 計程前免費安裝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養⽣農場 福益軒餅乾、紅(黑)棗

舞⽶樂 杏仁脆⽚、酒釀黑棗

新榮陽 氣墊鞋、排汗衫

23⽇

美商英瑞其 伊美保養品(安全醫美)

御漢坊企業 漢⽅皂洗臉、敷臉

沛締絲 各種臻果

⽟觀軒翡翠店 翡翠、寶⽯

17號草堂 ⼿⼯⼤餅

劉家蔬菜 當季蔬菜

新興欣農場 茶、⼿⼯饅頭

浩恩 防⽔包包

啟榮 ⾬傘

樸鈺 客家養⽣蛋糕

敏傑 吸⽔⽑⼱、記憶枕、精油

東燁茶⾏ 茶葉、潽洱茶

30⽇

福⽥⽔果⾏ 芒果⻘、芭樂

劉家蔬菜 當季蔬菜

炘樂股份有限公司脫⽔薯條、蔬菜、⽔果、蜂蜜、咖啡(幫助排便)

虹瑾 飾品、包包

17號草堂 ⼿⼯⼤餅

襪襪⼯坊 襪⼦(造型)

宜⼒ 乳酸菌、優格

⼆ Gather 潽洱茶、茶葉蛋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旭富 榛果、餅乾

⾦瑞發 寢具、棉被

⾦瑞發 寢具、棉被

[員⽣社]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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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N4⾏家講堂】創業演講開跑︕
【第⼀場】Itʼs My Attitude︕⽂創創業
05/08(三) 1830-2030 @ ⼯三館EC115
講者︓Bone Collection創辦⼈ 林進昇+ 好⽒品牌研究室創辦⼈ 陳崇⽂

【第⼆場】Itʼs My Attitude︕科技創業
05/16(四) 1830-2030 @ 浩然B1國際會議廳A 
講者︓兔將視覺創意影業創辦⼈ 李昭樺+⾥斯特資訊媒體、科技報橘創辦⼈ 戴季全

【第三場】0->1的究極試煉︓創業前你該知道的事
05/22(三) 1830-2030 @ 浩然B1國際會議廳A 
講者︓appWorks之初創投創辦⼈Mr. Jamie林之晨

【第四場】Itʼs My Attitude︕社會企業
05/30(四) 1830-2030 @ 浩然B1國際會議廳A 
講者︓社企流創辦⼈林以涵 + 活⽔社企開發創辦⼈陳⼀強

報名網址及詳細介紹︓http://aic.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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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業中⼼] | Top

2013年第四屆六家路跑
活動時間︓上午 8︓00 ⾄ 11︓00（7︓30新⽡屋前廣場報到）
參加對象︓熱愛路跑的⺠眾均可報名參加。
報名⽅式︓(1)請⾄六家路跑報名網站http://hkc.nctu.edu.tw/2013runner線上報名
團體報名者可下載報名表，填妥後寄⾄hkc58744@gmail.com或傳真(03)550-3802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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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親⾄⽵北問禮堂或交⼤客家學院問禮堂填寫報名表。
如有疑問，請洽詢唐⼩姐 (03)571-2121轉58744。
報名⽇期︓即⽇起⾄102年5⽉17⽇(星期五)下午5點前截⽌。
活動地點︓問禮堂周邊(⽐賽路線請參照附件路線圖所⽰)。
活動網址︓http://hkc.nctu.edu.tw/2013runner/

主辦單位︓交通⼤學客家⽂化學院
補助單位︓客家委員會、新⽵縣政府⽂化局、⽵北市公所、⽵北市⺠代表會
協辦單位︓⽵北市東平⾥、隘⼝⾥、中興⾥、⿅場⾥、交⼤衛保組、新⽵縣客語⼝譯⼈才協會、新⽵縣健康家庭⽂化協
會、⽵北市⺠代表楊瑞蘭辦公室

[客家⽂化學院] | Top

2013年⽇⽂辯論交流研修IN九州⼤學
2013年⽇⽂辯論交流研修IN九州⼤學⼜到了報名時間囉︕

有興趣和我們⼀同到⽇本九州⼤學，與當地學⽣交流⽇⽂能⼒以及辯論技巧的同學們
別再猶豫了，快快填寫下⾯這份報名表

http://ppt.cc/4PCX

並且在5/24(五)之前email⾄ tsuki91.tem98@nctu.edu.tw 給負責⼈李同學
⽅便他們進⾏後續⾯試等聯繫

下⽅連結中有去年同學參加的活動照⽚以及活動簡介
http://ppt.cc/FKZ4

校內的⾯試時間訂在五⽉底，時間和地點稍後會再公布
在六⽉到七⽉間會有更加清楚的⾏前說明會，以及能⼒加強⽤的密集練習
不⽤擔⼼⾃⼰辯論技巧不好，沒辦法參與此次活動

⽽⼤家最關⼼的前往九州⼤學時間預計在⼋⽉間出發

⼼動不如⾺上⾏動吧︕

[⽇⽂社] | Top

新唐⼈電視台舉辦漢服【俊男美⼥選拔賽】
俊男美⼥選拔賽︓http://www.gsl.url.tw/2013ntd/

[新唐⼈電視台] | Top

Design by Liuyao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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