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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masters遇見大師-數學科學饗宴」邀請到五

位院士帶來專題演講

交⼤探索之旅 引領您進⼊⼀流學府
為了幫助指考⽣及家⻑更瞭解交通⼤學各學群特⾊與優勢，交⼤於7⽉
21⽇舉⾏學群探索之旅，邀請對電機學院、理學院、⽣科學院、管理學
院、客家學院、⼯學院各領域有興趣的⼤學新鮮⼈踴躍報名參與︕

交⼤⽬前已經實施⼤學部新⽣各學系指考⼊學前5％、甄選⼊學前10％
出國獎學⾦最⾼補助30萬元，在學期間有機會赴國外⼀流⼤學，如美國
伊利諾⼤學⾹檳校區、卡內基美隆⼤學、⽇本東京⼤學、⽐利時魯汶⼤
學、德國慕尼黑科技⼤學、瑞典查爾默⼤學等交換學⽣⼀學期或⼀學
年，電機資訊學⼠班、電⼦系甲組、電機系甲組、理學院科學學⼠學位
學程、奈⽶科學與⼯程學⼠學位學程、資訊與財⾦管理學系等系組另訂

定辦法提供更多出國獎助名額。

電機學院陳信宏院⻑表⽰，留學美國⼀學期的⽣活費加學雜費，⼤約需要新台幣45萬元，到歐洲⼀學年約需30萬元，電機
學院學⽣在校成績在75分以上皆可申請出國交換，80分以上可申請部分或全額獎學⾦補助，⾄美國伊利諾⼤學、卡內基美
隆⼤學、⽐利時魯汶⼤學、德國慕尼黑⼯業⼤學等名校交換⼀學期⾄⼀學年。只要在學成績優良，就有機會得到全額補
助。

同時如以優異成績進⼊交⼤，可獲得⾦⽵獎新台幣12萬5千元、銀⽵獎新台幣7萬5千元，及銅⽵獎新台幣2萬5千元的⼊學
獎學⾦。四年最⾼可獲得累計新台幣30萬元的新⽣⼊學獎學⾦。

交⼤為照顧⼤學部同學⽣活，⼤⼀新⽣100%提供宿舍，⼥⽣⼤⼆到⼤四在學期間也是100%提供宿舍，男⽣⼤⼆到⼤四
供宿率95%，家⻑最放⼼!!

7⽉21⽇的交⼤探索之旅，考⽣可依照興趣⾃由選擇學群參與，內容除了學系特⾊介紹、實驗室參觀，也可近距離接觸師
⻑與學⻑姐，藉由座談會進⼀步瞭解課程內容、軟硬體資源、校園⽣活等訊息，提供您對學系最直接的瞭解與互動。會後
也歡迎新鮮⼈⾃由參觀校園⽣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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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t The Masters 中研院院⼠學術饗宴
交通⼤學「丘成桐中⼼」於101年7⽉6⽇邀請到中央研究院丘成桐院
⼠、姚鴻澤院⼠、翟敬⽴院⼠、王永雄院⼠以及段錦泉院⼠進⾏「Meet
the masters遇⾒⼤師-數學科學饗宴」，分享五位院⼠在數學科學領域
中多年的研究經驗與發現，在⼤師級學者的帶領下，交⼤師⽣⼀同體驗
豐盛的數學科學饗宴，滿載⽽歸。

吳妍華校⻑⾸先感謝五位院⼠經過繁忙的院⼠會議，撥空為交⼤師⽣帶
來專業且富教育意義的演講，讓交⼤師⽣親⾒⼤師的⾵範。吳妍華校⻑
表⽰，數學為科學之⺟，交⼤是理⼯⾒⻑的研究型⼤學，需要堅強的基
礎數學、應⽤數學及統計科學。交⼤⽬前已成⽴李遠鵬院⼠領導的「前
瞻跨領域基礎科學中⼼」，加上由丘成桐院⼠領軍的「丘成桐中⼼」，
交⼤物理、化學、數學與統計的頂尖中⼼已⿑全，⼈才、設備到位，交

⼤將展現龐⼤的研究能量，提⾼國際競爭實⼒與優勢。

丘成桐院⼠向在座師⽣說明幾何與空間概念。⼆⼗世紀科學家愛因斯坦發現宇宙存在的奧秘，提出廣義相對論。空間與時
間會彎曲、變動，進⽽產⽣不同的⾃然現象，此理論轟動當時科學界。廿⼀世紀此理論已不⾜夠，丘成桐院⼠認為必須結
合量⼦⼒學，探討微細到⼩於奈⽶的尺⼨，融和「最⼤的空間-宇宙」與「最⼩的尺度」。在鑽研幾何與空間理論多年後，
丘成桐院⼠希望結合廣義相對論與量⼦⼒學，為時空研究樹⽴極具貢獻的⾥程碑。

姚鴻澤院⼠曾獲⿆克阿瑟獎，在數學領域擁有極⼤的貢獻。姚鴻澤院⼠與師⽣探討機率問題。機率為數學的基礎理論，對
於統計物理、材料研究有相當⼤的幫助。過去許多學者發現量⼦⼒學的基本觀念與機率有關，當量⼦⼒學應⽤到材料物理
相關的問題時，產⽣了重要的數學問題。經過多年研究與計算，姚鴻澤院⼠運⽤機率解決歷久無解的古典問題，發展出對
量⼦⼒學、統計物理⾮常有⽤的理論。

翟敬⽴院⼠是數論⼤師，也是新任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翟敬⽴院⼠今天與師⽣分享研究質數分佈的過程與發現，
並探討數字與數字間的關係。⽅程式是否有整數解是數論學家研究的重點，質數分佈問題也受到廣泛重視，兩百年來許多
數論學家使⽤函數論等⽅法研究這些問題，翟敬⽴院⼠介紹這與整數⽅程式有多少整數解、質數分佈及三次⽅程式的橢圓
函數有關，釐清此⼀深奧問題。

王永雄院⼠是跨領域研究的國際傑出學者，將數學與統計成功地應⽤到⽣物醫學與影像處理的分析。王永雄院⼠介紹他們
最近研發出來的多變數密度估計⽅法，可以分析⾼維度資料，找出變數因素的分配。王永雄院⼠⽬前與交通⼤學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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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餐廳將成為多功能性的活動空間

6日在黃世昌總務長的帶領下正式敲磚動工

合作，結合統計科學與電⼦⼯程做跨領域的尖端研究。他⿎勵學⽣紮穩數學基礎，因為數學背景對科學學習有相當⼤的幫
助，是很好的基礎訓練。

段錦泉院⼠專精於財務數學，結合數學與財務的前端研究，領導國際研究團隊進⾏⾵險管理的科學探討，利⽤科學⽅法評
估公司的信⽤，提供客觀的分析與計算，並將最新的分析結果公布在網路上，可以進⼀步地做科學檢驗。段錦泉院⼠未來
準備帶領交通⼤學的學⽣與學者做相關的財務數學分析，提升交⼤對財務數學的研究能量。

演講內容近⽇將公佈在「丘成桐中⼼」網⾴。

丘成桐院⼠6⽇中午也親臨全國科學班師⽣座談會現場，勉勵優秀的科學班學⼦奠定好基礎，持續培養數學與科學的興趣
與能⼒。交⼤理學院與資訊中⼼也於座談會中介紹「交⼤教育雲」在未來新學習模式的應⽤及實作展⽰，並感謝廣達電腦
及中華電信對「交⼤教育雲」建置所提供之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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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資四千萬元 交⼤⼆餐整建計畫今⽇正式動⼯
交通⼤學第⼆餐廳6⽇在⿈世昌總務⻑的帶領下正式敲磚動⼯，展開為
期三個⽉的整建計畫，翻修餐廳內、外部環境，並更換餐廳攤位、硬體
設備，打造多元的現代化餐廳，讓交⼤師⽣享有更舒適的⽤餐環境，以
及多功能性的活動空間。

在吳妍華校⻑與⿈世昌總務⻑的⼤⼒⽀持下，第⼆餐廳編列近四千萬元
經費重整，為師⽣打造更完善的⽤餐空間。餐廳攤位針對校園客層進⾏
分析，調整⾷物品項，建⽴學⽣接受度⾼的產品菜單，並評選具知名度
的連鎖餐飲業者，規劃多元化攤位，滿⾜各客群的需求︔室內⽤餐區也
將重新配置、增設座位數，並更換桌椅、空調設備、油煙淨化系統，提
供學⽣在⾮⽤餐時段使⽤場地休憩、辦理活動，讓空間得到最佳的利

⽤。

戶外環境部分，考量餐廳南⾯擁有美麗的綠蔭景觀，設計師以落地窗做
為第⼆餐廳外牆，⼤⽚落地窗取代⽔泥牆阻隔，讓室內、外的環境彷彿
融為⼀體，坐在室內也能感受戶外的氛圍︔喜愛⼤⾃然的師⽣也能在戶
外享⽤餐點，沐浴在陽光與綠蔭之下，享受與⼤⾃然更親近的⽤餐環
境︔餐廳北側也將規劃多功能廣場，讓學⽣⾃在享有戶外⽤餐空間。第
⼆餐廳將分為三階段開放，預計10⽉10⽇全⾯開放完成。

除了第⼆餐廳的⼤規模整建，校內師⽣殷殷期盼的⿆當勞也將於⼗⽉進
駐⼥⼆舍餐廳，為符合國際標準，⿆當勞嚴謹地將預定地位置資料送回
美國總公司評估，以提供交⼤⼀流的環境與服務品質，打造休閒時尚⽤
餐環境︔⼥⼆舍餐廳也將進駐連鎖品牌櫃位，減少重複性商品、增加販

賣品項，提⾼選擇性︔整頓作業將於開學前完成。

雖然已選擇學⽣⼈數較少的暑假期間進⾏餐廳整建，仍無法避免⽤餐時段供餐困難的問題，勤務組李⾃忠組⻑表⽰，已盡
量調度供餐單位，協調現有廠商以最⼤能⼒供應⾷品，並設置臨時供應商於研⼀舍、⽵軒販售便當、⾃助餐。李⾃忠組⻑
也感謝交⼤師⽣的配合與體諒，期許整建計畫完成後，為交⼤師⽣建構更美好舒適的校園⽤餐環境。

為了解決同學在暑假期間⽤餐不便的問題，電機系陳郁凱、莊凡頡同學也⾃主發起「⾷刻飲⾷廣場」活動，與多家廠商合
作供餐，並設⽴活動網⾴，透過網路平台為交⼤⼈訂購每周⼀⾄五的午、晚餐。陳郁凱表⽰，校園附近無鄰近商家，餐廳
關閉後⽤餐成為⼀⼤問題，決定發起活動為同學服務，⽬前訂餐狀況踴躍，歡迎⼤家⼀同加⼊。訂餐網
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nctusummer/dess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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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研話》讓孩⼦作⾃⼰的主⼈
本周⼤學指考結束，許多考⽣正思考未來的⽅向，考⽣家⻑也正熱烈討論孩⼦選填志願的順序與⽬標。我相信現在仍有家
⻑希望孩⼦能夠根據社會（事實上是補教業和媒體）賜予各校系的排名，抱著⼀分都不浪費的⼼態，按照分數將志願填
上。

在這裡我分享⼀位交⼤學⽣王劭暐的故事。劭暐從⼩對交通運輸⼯具有⾼度的興趣，⼩學開始就與⽗⺟到處追⽕⾞進⾏鐵
道之旅，並喜歡閱讀相關的課外書籍。四年前他放棄可以進⼊分數更⾼的校系的機會，選擇進⼊交⼤運輸科技與管理系，
朝他的興趣發展。

事實證明，他不僅以優異的成績進⼊交⼤，同時也連續六學期獲得書卷獎。求學期間曾獲得合勤獎學⾦，國際商學榮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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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Beta Gamma Sigma, BGS）會員、斐陶斐榮譽會員的榮銜，⼤四上學期更爭取到進⼊丹⿆科技⼤學運輸與物流系交
換學⽣的機會。除了課業表現優異，他也積極與實務界接軌，獲得台鐵暑期實習的機會，並主動到國光客運打⼯。

他的故事不僅打破分數的迷思，也凸顯⼀個⼈在⾃⼰有興趣的領域中學習，是⼀件⾮常快樂且游刃有餘的事。

考試考好的⽬的不是要按照分數選填志願，⽽是讓⾃⼰對未來的⽬標與期許能有更多選擇的機會。如果孩⼦已找到興趣與
熱情，相信無論在任何地⽅，都會有不凡的表現，不⼀定⾮得進名校才能成功。

⾝為師⻑與家⻑的我們，應該⽀持孩⼦追逐夢想，或幫助他們找到興趣，這⽐追逐名校更有意義與價值。

《此⽂刊登於2012-07-06 中國時報C2版專欄》

[吳妍華校⻑| Top

《無研話》服務學習 是⼤家共同學習的課程
⿆當勞叔叔在台北市⼤安區錦安⾥設⽴兒童之家之事已告⼀段落。這件事在初始階段，因為傳單上的不惜流⾎和誓死反
對，⽽引發社會⾼度關注。我想錦安⾥⼤多數的居⺠還是具有同理⼼與愛⼼，表達反對意⾒的僅是少數居⺠，卻讓全⾥⺠
共同承受社會輿論的壓⼒。

觀察整個事件過程，主要為缺乏了解(包括對疾病與兒童之家的了解)與溝通不良兩項主因所致。⼀般⼈對重症的想像空間
⼤，對於醫療常識認知不⾜的⼈，特別會因為資訊不⾜⽽⼼⽣恐懼、抗拒。事實上，只要雙⽅建⽴良好的溝通管道，讓居
⺠對兒童之家的病童疾病類型、疾病知識做完善的教育就可避免。

交⼤服務學習中⼼每年暑假出團到印尼協助⽣態保護和到印度進⾏電腦科學教育與衛⽣教育︔AIESEC交⼤分會寒暑例假
也到⼤陸、柬埔寨、⼟⽿其、波蘭等地進⾏英⽂或從事社區服務。

在訓練服務技能之前，會安排學⽣對各地區⽣活條件及⽂化全⾯了解的課程，同時⼀定會邀請曾經實際參與服務的學⻑姐
分享經驗，減低學弟妹的不確定感與緊張感，後續才會安排媒合與專業課程。如果兒童之家願意讓居⺠瞭解管理機制與營
運⽅式，並且邀請也設有兒童之家的內湖居⺠分享經驗，相信就可以事先避免偏狹意⾒與不當⾔論的產⽣。

推動服務學習不應僅限於⼤學校院，應從⼩培養關懷社會能⼒、欣賞多元差異及⾃我反思能⼒，不讓服務做公益淪為爭取
推甄上榜的利器︔社會教育持續培育尊重及理解，才是社會最具有傳染⼒的⼒量。

《此⽂刊登於2012-07-20 中國時報C2版專欄》

[吳妍華校⻑| Top

交⼤推廣教育中⼼辦理「⾏政院環訓所甲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訓練」開班招⽣中
101年度甲級廢棄物處理訓練班近期開班⽇期為8⽉18⽇⾄10⽉7⽇,結訓後參加10⽉份環訓所證照班考試。⾃即⽇起開始
上網報名，詳細招⽣及報名資訊請參考推廣教育中⼼網站 http://ccet.nctu.edu.tw/。亦可⾄環訓所網⾴查詢開班訊
息http://record.niet.gov.tw/。

[教務處] | Top

100學年第2學期年限將屆學⽣注意事項
⼀、年限將屆滿之學⽣，須於本學期完成應修課程學分並符合畢業資格（碩博⼠班⽣應於101年7⽉31⽇前通過系所各項
考核規定，提出論⽂並通過學位考試完成論⽂審定）。
⼆、無法於本學期完成應修課程學分，且以前累計休學未達四學期者，得申請休學。1.休學申請須在學校⾏事曆所定之學
期考試開始前(本學期為101年6⽉15⽇前)辦理完畢。
2.碩博⼠班⽣已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理完畢(本學期為101年7⽉31⽇前)。
三、若無法於本學期符合畢業資格且未於規定期限前完成休學申請，本校將依學則第14條規定做退學處理。

[教務處] | Top

101學年度上學期逕修讀博⼠學位申請
⼀、學⼠、碩博⼠依各系所規定期限內，檢附相關資料向各系所提出逕修讀博⼠學位申請。
⼆、陸⽣逕博資格，申請範圍限定100、101學年度曾招收陸⽣之系所。
三、各系所相關會議審查後送交各學院彙整復審，於101年9⽉14⽇前送交註冊組。

[教務處] | Top

101學年度第1學期碩博⼠班(含僑⽣及⼤陸地區)新⽣註冊⼊學須知
碩博⼠班新⽣註冊⼊學須知已公佈於註冊組最新消息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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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 Top

悠遊卡學⽣證掛失返還餘額權益事宜
為保障校園學⽣證持卡⼈享有掛失及返還餘額服務之權益，並爰依⾏政院⾦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政指導及「電腦處理個
⼈資料保護法」18條規定，悠遊卡公司需依法取得持卡⼈（未滿20歲之持卡⼈需由其家⻑/法定代理⼈）於「個⼈資料提
供處理同意函」簽章，同意悠遊卡公司保管「姓名、出⽣⽉⽇、學校名稱、學號、卡⽚外觀號碼」之個⼈資料。前述個⼈
資料，將依照相關法令及個⼈資料保護政策下，於提供記名卡相關服務之⽬的下進⾏處理及利⽤。

如不同意提供個資可繳交聲明書，卡⽚遺失則無法享有卡⽚餘額掛失返還服務。

[教務處] | Top

國科會徵求2013-2015年度台法(NSC-INRIA)聯合團隊⼈員交流計畫
⼀、 本計畫採線上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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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邊研究計畫」，同時將中⽂、英⽂計畫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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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上傳後送出。
並請於101年9⽉25⽇前(9⽉29、30⽇為例假⽇)由所屬單位列印已確認畫⾯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本校電⼦公⽂之函⽂及附件說明，或請⾄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3854816e01385b61d2d90017&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 | Top

⾏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徵求102年度社會發展政策研究之計畫主題建議
⼀、 請有意提供者於101年8⽉15⽇前⾄該會全球資訊網﹨政策研究﹨徵求研究主題﹨徵求委託研究主題
(http://www.rdec.gov.tw/sp.asp?xdurl=researchSB/subject_add.asp&mp=100)，逕⾏填送適合之建議主題及研
究重點，或參考來⽂之附件格式繕妥後，以電⼦郵件寄送該會承辦⼈（rdec@rdec.gov.tw）或傳真該會（02-
23974374）辦理。

⼆、 本件來函及附件請⾄本校研發處網⾴最新消息(系統公告)查詢參閱(網址:
http://rdweb.adm.nctu.edu.tw/page.php?announce=1&charset=big5#)。

[研發處] | Top

財團法⼈傑出⼈才發展基⾦會新設「年輕學者創新獎」，即⽇起⾄11⽉30⽇⽌受理
報名
⼀、財團法⼈傑出⼈才發展基⾦會於101年度7⽉1⽇起新增「年輕學者創新獎」，於11⽉30⽇前提出申
請。http://www.faos.org.tw/AboutUs/index.asp
⼆、財團法⼈傑出⼈才發展基⾦會為⿎勵國內年輕學者在學術上勇於創新，並從事⻑期之深⼊研究，特訂定「年輕學者創
新獎作業要點」，獎項分為數理科學組、⽣命科學組、社會科會學組，每組每年設獎額⾄多三⼈。
三、申請資格︓國內私⽴學術研究機構與⼤學院校年齡在四⼗歲以下之研究⼈員、研究技術⼈員或教師。
四、獎助⽅式︓獎助期限為三年，獲獎⼈每⼈每年獲頒新台幣50萬元，獲獎⼈應於獎助期限結束後半年內繳交研究報告。
五、申請辦法︓
1.⾃⾏推薦申請︓填寫申請表，提出中、英⽂研究構想書各⼀式四份與電⼦檔(PDF)⼀份，研究構想書應說明構想之創新
意義，備推薦信（推薦⼈⼠資格︓1.中研院院⼠、學術主管或特聘研究員，2.國家及研究機構學術主管或特聘研究員3.國
內各公私⽴⼤專院校學術主管、特聘教授、講座教授、特聘講座教授）詳申請辦法、審查程序請參閱附件作業辦法與申請
書，於11/30前寄送⾄傑出⼈才發展基⾦會。
六、基⾦會聯絡⼈︓財團法⼈傑出⼈才發展基⾦會孫⼩姐，電話︓02-2759-6456

[研發處] | Top

2012年「侯⾦堆傑出榮譽獎」之甄選，即⽇起⾄9/30⽌
⼀、侯⾦堆先⽣⽂教基⾦會⾃即⽇起⾄9⽉30⽇開始受理申請2012年「侯⾦堆傑出榮譽獎」之甄選，詳細之申請辦法、選
拔通知與推薦書表，請參閱附加檔案或http://www.ctho.org.tw/election.HTM 下載。
⼆、獎勵對象︓對基礎科學－數理、基礎科學－⽣物、材料科學、⾦屬冶煉、環境保護、綠建築等領域有傑出研究成就或
卓著貢獻者。
三、獎額與獎勵︓每學⾨獎額各⼀名，得獎者頒贈榮譽獎牌及榮譽獎⾦新台幣五⼗萬元正，得獎者經嚴格評審，若無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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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可從缺。

[研發處] | Top

101年⾄104年「貼⼼相貸」－全國公教員⼯消費性貸款，經公開徵選由臺灣中⼩企
業銀⾏承作，請查查照轉知所屬參考運⽤
⼀、依據教育部101年7⽉3⽇臺⼈(三)字第1010119304號書函辦理。
⼆、「貼⼼相貸」－全國公教員⼯消費性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原由臺灣中⼩企業銀⾏依約承作⾄101年6⽉30⽇
⽌，經重⾏辦理公開徵選⾦融機構承作後，由該銀⾏再度獲選，賡續辦理⾄104年6⽉30⽇⽌，為期3年。
三、本貸款相關規定如下︓
(⼀)貸款對象︓中央及地⽅各機關、公⽴學校編制內員⼯及公營事業機構編制內員⼯。
(⼆)貸款利率︓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機動利率加
0.345％（⽬前為年息1.720％）。
(三)貸款期限︓最⻑為7年。
(四)貸款額度︓借款⼈加計其他⾦融機構同性質貸款，合計每⽉應攤還本息之⾦額不得超過每⽉俸給總額三分之⼀，且於
全體⾦融機構之無擔保債務歸戶後之總餘額，除以⽉平均收⼊，不得超過22倍。
(五)保證責任︓借款⼈借款⾦額逾新臺幣80萬元者，應⾃⾏覓妥1位⼀般保證⼈，該保證⼈須由中央及地⽅各機關、公⽴
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編制內員⼯（由機關、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出具在職證明書）且符合授信標準之⼈員擔任，並負⼀般
保證責任。
四、辦理⽅式︓請洽臺灣中⼩企業銀⾏各分⾏辦理，查詢網址︓http://www.tbb.com.tw/，洽詢電話︓0800-00-
7171。
五、其他︓
(⼀)本貸款係徵選最優惠貸款條件之⾦融機構，轉介予公教員⼯，貸款資⾦由⾦融機構⾃⾏籌措，利息則由借款⼈負擔，
本總處不負貼補之責。
(⼆)如因本貸款發⽣任何糾紛，應依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解決，本總處不涉⼊處理。
(三)本貸款係由臺灣中⼩企業銀⾏負貸款⾵險，並於上開貸款期限及貸款額度內，依借款⼈條件評估其核貸期限、額度，
爰該銀⾏就本貸款具有准駁及核定期限、額度之權利。
六、本案聯絡⼈︓保管組陳⼩姐，分機︓51906。

[總務處] | Top

交⼤國際學⽣與⻘年志⼯新⽵⽶粉摃摃丸南洋創意料理，上菜︕
如果你去問︓到底什麼才是國際學⽣與⻘年志⼯選擇到臺灣來過暑假的
原因︖
答案肯定是︓能讓他們認識臺灣⼟地、產業和友善⼈們最真實的機會與
課程︕

今年暑假的交⼤國際課程很不⼀樣，25位來⾃奧美印新⾺與中國六個不
同國家的國際學⽣與AIESEC⻘年志⼯，在客家⽂化學院傳播與科技學
系林崇偉教授帶領下，體驗⽶粉與摃丸⼈家的⽇常⽣活，更利⽤GPS科
技與網路社群，紀錄並分享他們在新⽵⼤街⼩巷親⾝體驗到的臺灣⽂化
與熱情。

7/18這群年輕⼈將在南勢⾥新華⽶粉廠與⽶粉寮的⼤哥⼤姊⼀起批⽶粉、曬⽶粉，中午⼗⼆點在北⾨街進益摃丸⽂化會館
做摃丸。年輕⼈將分享在傳統產業⾒學的⼼得，更親⼿製作「南洋⾵味
創意料理」，與「創意⼩旅⾏明信⽚」獻給每⼀個照顧他們的新⽵⽶粉
摃丸業者，更留下他們對新⽵最誠摯的愛。

[林崇偉教授實驗室] | Top

7⽉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晴⾬天⽣活名
店

⾬傘、⾬⾐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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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7號草堂 ⼿⼯⼤餅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浩恩 防⽔包包

樸鈺 客家養⽣蛋糕

菜⾹耕 有機⾷品

城欣 ⽵碳襪⼦、兒童服飾

宜⼒ 乳酸菌、優格

養⽣⾷品 澎湖名產/東港名產/蜜餞系列

養⽣⾷品 澎湖名產/東港名產/蜜餞系列

[員⽣社]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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