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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肇瑞校長的話
各位敬愛的校友您好：
金猴賀歲，新春如意，在此特別感謝校友們長期對於母校的認同及支持，讓學
校在過去一年當中，持續創新卓越，成長躍進！
2015年是高大收穫滿滿的一年，首先是教育部同意本校增設「法學院博士班」
，並核准財法系碩士班招生名額2年共增加10名，這些突破在少子化浪潮衝擊的此時，
更為可貴。此外，教學品質的確保與提升亦是全體教師們念茲在茲的要務，去年各系
所全數通過了系所評鑑(包含成立甫三年的運動競技學系)；大學部平均註冊率達95%，
碩士班註冊率達86%，這是各界對學校教學的肯定，而「加強招生宣導」也依然是我
們未來更要持續努力的目標之一。在國際化方面，近年來一直積極招收大陸地區自費
交換學生及暑期研習專班，成果斐然，同時，亦鼓勵本校學生赴海外交換學習與企業
實習，厚植同學們國際移動的能力。
全體師生對於計畫經費的爭取也不遺餘力，繼教學卓越計畫之後，學校陸續獲
得「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起飛計畫」兩年1,000萬元；「數位學伴計畫」350萬元，補助
金額位居全國第二；「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及「提升多媒體情境室外語專業訓練教室」共
800萬元，將用於圖資館購置改善圖書儀器，及西語系改善多媒體情境室外語專業訓練教室等項目。另外，為了進一
步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學校去年12月特別成立了「校務研究辦公室」，獲得教育部高度的支持與肯定，挹注了
150萬元相關經費，實屬不易，各單位的努力與進步是有目共睹的。
在建設方面，學生第二宿舍於9月份新學年正式進駐啟用，增加500多個床位，最近也即將動工興建學二舍的
機車遮雨棚，以提供同學更優質的住宿環境。產學方面，亦是莫大的殊榮。
除了教育部與經濟部的肯定之外， 2015年亦獲得企業界的肯定，包括時報周刊
調查「企業最愛高屏一般大學」，本校學生榮居第三；104科技集團高薪特質調查，本
校學生於「適應性」及「樂觀性」項目皆榮居全國第十，相信這是全體校友們共同努力
耕耘的成果，讓母校得以同享榮耀！
個人承接校務迄今將近四年，為了實現高大持續追求卓越的目標，本於志業使命
與承諾，延續大樹治校-「向下紮根、向上結果」的理念，以「全面提升、發展特色」為
策略持續努力。在已奠定的基石上，持續，貢獻社會；扶植新興研究中心，全力發展特
色，目前已有數個中心逐漸做出特色，備受業界肯定。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已獲得教育
部一億五千萬元的補助，內部的規劃與設計亦陸續展開，在此特別感謝洪四川博士惠助
興建經費四千萬元，嘉惠學子。個人深盼，全體高大人齊心協力、眾志成城，共同關心
學校發展與建設，必定能讓高大加速躍進。
各位校友對學校的認同與協助就是學校最為寶貴的資產，也是學校進步的幕後
推手，盼望校友們持續不吝給予母校鞭策與指教，凝聚各位無遠弗屆的實力、認同高大、回饋高大，共同開創新局。
敬祝
新春如意、再創高峰

校長 黃肇瑞 敬上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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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2015/07/09 土環系教授連興隆 發表淘金奈米磁顆粒 百萬小小兵 淘取工業廢水中有價貴金屬
回收電路板、晶圓等工業廢水中的貴金屬，將有更簡便又環保作法，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連興隆研發「淘金奈米磁顆粒」，只要將其倒入充分混合，顆粒就有如百萬隻「小小
兵」，主動找尋貴金屬加以吸附，最後再以脫附劑分離即可得到高濃度的貴金屬濃縮液，
過程猶如淘金般神奇。而且「小小兵」不只對金，還有鈀、鉑、銀等貴金屬也都有優良反
應，且能重複使用達10次之多。相關介紹影片可見：http://youtu.be/jGpWwuiN5CY。
.........................................................................................................................................................
2015/07/21 學習媽媽的語言與文化 高雄大學 梓官戶政所 舉辦越南文化體驗班
「媽媽的話，不只要聽還要學」，國立高雄大學、梓官戶政事務所合推「生活越語體
驗班」，吸引近20戶新住民家庭40餘人報名共學越南語言及文化。看到小孩流利唱跳
越語童謠，媽媽們看得既興奮又感動，直說好希望越南娘家的父母也能在場欣賞，場
面相當溫馨。
........................................................................................................................................................................................................
2015/07/24 放暑假就是要做公益啊！高大「希望種籽社」單車環島公益服務
放暑假就是要做公益啊！不然要幹嘛？連續3年結合關懷、環保、環島三合一精神，社團
「希望種籽社」黃哲偉等10餘名學生，發起名為「環你一個夢」單車環島公益服務活動，
踏著單車載樂器再度從學校出發，預計環島造訪7處少幼輔導機構，進行口琴、陶笛教學
與贈送活動，途中並結合海岸淨灘。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ycl
ingurdream。
.............................................................................................................................................................
2015/08/01 法學院與南高屏3律師公會簽約 開辦政法學堂
幫助學生累積實務經驗 提早卡位職場
為了幫學生累積經驗、提早卡位職場，國立高雄大學法學院開辦「政法學堂」，日前與台南
、高雄、屏東律師公會簽署合作意向書，將由3公會所屬律師輪流講授訴訟實務及分享案例。
.............................................................................................................................................................
2015/08/14 應物系學生周黃克鳴、葉知維、曾鈺雯 發明隔熱擠花袋
新手也能輕鬆當蛋糕達人
有了這神奇好物，你也可以是蛋糕達人！由實驗室主持人、系上教授孫士傑指導應用物理
學系周黃克鳴、葉知維、曾鈺雯等3名大學生從保溫罐發掘靈感，運用空氣隔熱原理，發
明「隔熱擠花袋」，即便是新手，也能以它創作出漂亮的蛋糕擠花裝飾。該產品除了贏得
第三屆南台灣學生激發創意競賽第五名，3人還申請新型專利獲得通過，拍攝示範教學影片
積極推廣：http://youtu.be/YF6TataWOak。
..............................................................................................................
2015/09/02 高大畢業生 實現夢想創業當老闆 通過教育部 U-START第1階段、各50萬補助
「創業夢想，當然是趁年輕實現啊！」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黃逸婷等畢業校友，共組成4組
創業團隊，分別提出舊木回收再利用、環保石頭膜、二手書交流平台、客製化廟宇文創服務
等提案，每隊皆獲教育部104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第1階段50萬元
補助，件數與台大、高科大並列第一。
.............................................................................................................................................................
2015/09/09 創建系江柏逸 手語書摘德國紅點獎 新生入學典禮校長黃肇瑞表揚
勉學弟妹見賢思齊
校長黃肇瑞於新生入學典禮時勉勵新生不僅要兢業學習，還要多參與社團活動，多認識各
領域益友，廣結善緣、累積人生寶貴資源。以作品「互動手語書」囊獲本屆德國紅點及美
國IDA雙項國際設計大獎的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應屆畢業生江柏逸也應邀出席，與學弟妹分
享榮耀。江柏逸作品相關報導：http://www.nuk.edu.tw/files/14-1000-4524,r83-1.ph
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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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1 學生社團福智青年 舉辦敬師卡傳恩情 寫下感恩祝福 免費郵寄
學生社團「福智青年」發起「敬師卡傳恩情」活動，免費提供謝師卡，邀請全校於教師節
時寫下對師長的感恩與祝福，並協助郵寄，也歡迎校外民眾參與。
發想主要有感於人生成長路上眾多貴人相伴，除了養育陪伴、恩重如山的父母，還有各學
習階段傳道授業解惑的師長，但往往太習慣以至忽略了他們的辛苦付出，希望藉由卡片書
寫，靜下心反思、反饋，感恩師長春風化雨，也為他們加油打氣、帶給繼續前進的動力。
.........................................................................................................................................................
2015/09/29 法律系主辦 第五屆台德刑法論壇 台、德、韓、匈 法律學者探討現代刑法的既有挑戰
台德刑法論壇於2010年6月，由高雄大學法律系教授吳俊毅、德國Osnabrück大學法
學院教授Arndt Sinn、德國Trier大學教授Mark Zöller共同發起，2012年起再加入成
功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王效文，組成論壇核心成員，宗旨為建立台灣與德國刑法學者
交流平台。法律學系主辦「第五屆台德刑法論壇」，主題為「安全與自由：現代刑法
的既有挑戰」，邀集台、德、韓、匈等國法律學者，探討包括證人保護與有效辯護等
多項議題，從實體法或程序法角度分享當地最新發展情況。
...................................................................................................................................................
2015/09/30 高雄大學 高雄國稅局 合辦捐發票免費看演場會
捐發票做公益，還能免費看演唱會！國立高雄大學、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共同為「校園電
子發票稅月星光e起來」演唱會舉辦宣傳造勢，宣傳活動由校長黃肇瑞、財政部高雄國
稅局主任秘書陳偉晃共同主持，將「電子發票雲」緩步升起，象徵新世代電子發票將逐
步取代傳統紙本（發票），減少紙張用量、節能減碳愛地球。
......................................................................................................................................................
2015/10/02 高雄大學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 簽約合作 資源共享 攜手培訓優秀運動員
國立高雄大學、國家運動訓練中心簽署合作協定，未來除共享彼此教學實習、圖書設
備、運動訓練、場館設施等資源，更攜手培訓優秀運動員及發掘潛力新秀，提升台灣
競技運動水平。
..................................................................................................................................................
2015/10/05 土環系師生愛心串聯 連續4年募集二手衣 DHL免費載運 送愛到巴拉圭
台巴連線，讓愛心不中斷！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王雋元等學生，接手巴拉圭籍畢業學姊李
美蓉（Veronica B. Lima Pappaseit）為家鄉同胞募集二手冬衣的心願，累積募得200公
斤，並由國際快遞業者DHL免費載運、飛越南半球2萬多公里航程，送達Canindeyú省Ar
royo Bandera原住民手中，暖了身更暖了心。
高雄大學「送愛到巴拉圭」活動自2012年開始募集二手衣，已連續辦理第4年。且台灣DHL Express每年持續響應該
活動，運送重量從100公斤增加至200公斤。業者表示，這是集團展現社會關懷（GoHelp）、履行企業公民的職責
的眾多行動之一，很榮幸能夠發揮跨國物流專業，讓台灣師生的愛心物資深入巴拉圭需要援助的角落，提供最即時的
關懷與溫暖。
.......................................................................................................................................................................................................
2015/10/14 K書不必在自習室 高雄大學學習空間大改造 可溫習課業 聚會討論 彈性運用
K書都得在自習室嗎？或者臨時討論功課卻找不到空間？國立高雄大學改造圖書資訊大樓
1樓開放空間，擺設多組沙發、茶几、吧檯桌及高腳椅，搭配明亮柔和燈光，頗有某瑞典
知名家具賣場的簡約舒適氣氛，此外還架設單槍投影機、布幕，登記後即可使用，場地可
依需求如演講、表演活動，彈性調整座位，藉此營造學生同儕間自主學習，或參與校園活
動的氛圍。
.........................................................................................................................................................
2015/11/02 永續與綠色科技研討會 與會專家學者發表最新土壤整治技術
國立高雄大學舉辦「第1屆永續與綠色科技研討會」，上百名國、內外環境工程、環境教育
領域產官學者進行土壤地下水污染整治技術及經驗交流，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
S）董事長楊崑山亦受邀演講，分享輔導機關團體建立具公信力檢驗、認證，以及執行CSR
（企業社會責任）多年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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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6 官、學聯合認證 更有公信力 高雄大學、越南駐台辦事處
合辦「越南通人才」學程
國立高雄大學、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日前共同簽署「台越交流法商菁英人才培育
學程」聯合認證備忘錄，鼓勵高大學生申請修讀，課程涵蓋越語、商管、法律等領域，
藉此培養外語、經貿專長兼具的人才，修滿規定科目學分可獲得越南官方認證之學程證
書，更具公信力。
.........................................................................................................................................................
2015/11/13 教發中心舉辦教卓計畫系列之翻轉未來教與學論壇
數位時代，如何教與學？國立高雄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舉辦「數位新思維．翻轉未來教
與學」論壇，邀請美國紐約科技學院副教授徐慧茵、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黃能富等多名教育、資訊領域學者發表將數位科技應用於課程設計、教學實務的成果。
高雄大學資管系教授陶幼慧分享運用「行動版即時回饋系統（Instant Response Syst
em，IRS）」輔助教學的經驗，課堂上，學生透過如遙控器裝置「按」出及時反應，
除了活潑教學環境，系統迅速呈現數據圖表，也能幫助教授了解學生對課程理解程度。
.....................................................................................................
2015/11/21 體育室、運技系 2015運動訓練科學研討會 台體大校長林華韋分享棒球人生
國立高雄大學體育室、運動競技學系舉辦「2015運動訓練科學研討會」，探討運動訓練
相關理論、最新趨勢並發表論文。棒球名人、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校長林華韋亦受邀
分享棒球人生，除了提醒「豫則立」的重要性，也勉勵學子培養同理心、將心比心，會
贏得更多友誼與寶貴人脈。
........................................................................................................................................................
2015/11/23 僑外生「國際嘉年華」異國美食、懷舊遊戲、料理大賽 歡迎同樂
「異拍即合、國際嘉年華」由馬來西亞僑生表演家鄉「九舞」擊鼓，震天價響鼓聲為
活動揭開序幕。現場還準備越南春捲、印尼炒麵、港澳檸檬利賓納等多樣異國美食，
讓師生吃得不亦樂乎。國際嘉年華活動由高雄大學僑聯會、國際青年大使、國際事務
處共同策劃執行，主要由僑生、外籍生秀出家鄉特色如美食、傳統文化或活動，增進
與本地生交流，彼此也從中學習尊重多元文化。
..................................................................................................................................................
2015/11/25 育成中心輔導青年創業有成 獲頒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績優 中南部唯一獲獎國立大學
國立高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長期輔導青年創業有成，今（2015）年從全台大學育成中
心、財團法人基金會等上百個競爭團體中脫穎而出，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績優育
成中心」表揚，其進駐廠商「仿生生醫」也以創業新秀之姿贏得「破殼亮點企業」殊
榮。「要創業做頭家，找高雄大學育成中心就對了！」蔡振章說，中心自2003年創
立以來，便鎖定「青年創業」為核心主軸，尤其鄰近楠梓加工區、岡山路竹一帶龐大
扣件產業聚落，因此聚焦綠色環保、電子資訊兩大產業，推動各種講座課程、育成創
業輔導，同時引介校內文、法、商、理、工各領域教授提供專業諮詢。
.................................................................................................................................................
2015/12/01 僑外生料理大賽 大馬國民美食「辣死你媽」 奪得人氣美食
「辣死你媽（Nasi Lemak）」果然厲害！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陳蕙珊等馬來西亞籍僑
生組隊挑戰校內第4屆國際料理大賽，憑藉家鄉國民美食辣死你媽（即椰漿飯）征服
現場饕客味蕾，擊敗其他僑外生隊伍，贏得「食神」封號及人氣美食，不少師生意猶
未盡吮指之餘，還不忘慫恿開店。
.................................................................................................................................................
2015/12/15 安全嗎？「享安全」告訴你 資管系學生林希璇、林呈翰、許姵汶、陳柏吟開發
這個比柯P提出的「安心地圖」還厲害！資訊管理學系林希璇、林呈翰、許姵汶、陳
柏吟等4名學生，運用政府開放資料（Open Data），開發手機App「享安全」融入
兩項查詢功能，包括「即時交通事故」及「易發生婦幼被害犯罪地點」，內容均來自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的內政部公開資料庫，使用者可隨時查看所在位置周遭3公里
內曾發生過的交通意外事故、婦幼被害犯罪地點，藉以提高警覺，該程式還獲得2015
高雄市開放資料App資訊服務創新競賽第3名，操作影片可見：https://youtu.be/wG
D0tekxF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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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7 公共藝術 睥睨寰宇 經綸圓融 落成啟用 金包銀 大器討喜
公共藝術「睥睨寰宇、經綸圓融」成為校園第9座大型公共藝術。創作者簡明輝說
明創作理念，以簡單幾何圓形及彎弧傳達整體意象，造型猶如1株綻放花朵，主要
融合高雄大學校訓、校徽精神，勉勵學子培養勇往直前的行動力、挑戰夢想的創造
力，同時學習包容與尊重多元，方能開拓寬廣視野。外觀除了以「圓」與「弧」幾
何圖形勾勒作品主體，更吸睛的是其金屬表面，交錯散發時下流行的香檳金、白銀
光澤，相當大器討喜，尤其經日照反射更加耀眼，暱稱是「金包銀」，已成新興拍
照景點，安裝過程縮時攝影可見：https://youtu.be/wBsM7AuG9fA。

校友會近況
一、校友會專屬網頁：http://nukaa.nuk.edu.tw/
二、會員人數：351人（統計至104年12月止）
三、公告事項：
（一）105年校友會會員大會將於4月9日（六）召開，臨近活動舉行會將相關動消息至校友會網站公告。
（二）105年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會員招募已經招開，為使畢業校友與母校友有更加深的聯繫，
誠摯歡迎您的加入。
◎校友會誠摯邀請各位校友加入，入會申請書下載：http://nukaa.nuk.edu.tw/upload/m5data/1/table01.doc

校友專欄

絆

鄧光甫 ( 亞太系95級 / 化材系產碩班102級畢業生 /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監事 )
依稀記得那個青澀的18歲，那些年我們一起上的大一「服務課」，轉眼間數十年過
去了，不管是在亞太系念大學、化材系念碩士班或是兼任學校的助理，除了懷念在高大的日
子之外，更多的是對母校的感謝和對學弟妹的期許，當然我也沒忘記我對母校的一點小小的
責任，因此如果時間允許，不管是校友會、系友會或是學校的大小活動，我都儘量的參與和
支持，也許這一份力非常微不足道，但是我希望所有在學的同學們感受到，高大是年紀最輕
的國立大學，但也已經有許許多多的學長姐在外面的社會，等著迎接各位同學。
我跟多數的同學差不多，大學時期對未來的職涯或人生其實沒有太多的想法；即使後
來進入職場身體出了狀況後，再回到高大念碩士班，我也常說是一場誤會。在高大近十年的
時光看起來好像都迷迷糊糊地過，不過影響卻非常深遠，也得到了一些小小的心得：
一、 要勇於嘗試和承擔
我是高大的第三屆、亞太系的第二屆(95級)，在學校創設之初很多制度或組織都還不完備，在那個時空環境下資源
雖不充裕，但卻是最沒有包袱和掣肘，在許多偶然之下擔任系學會會長和親善服務隊首屆總幹事，很多時候不論在
職場上或人生的際遇都很難有這樣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再舉工作後的例子，有一段時間協助老師處理一些雜
事，有天老師突然給了個任務「你幫我擬個稿」，在當下我覺得是蠻不可思議的，從小被改文章改到大，寫文章哪
裡是我的長項，不過我還是跟老師說「我先試著打草稿，老師您再改」，沒想到讓老師一試成主顧。所以遇到事情
不要認為「那個人不可能是我」或「我不想要嘗試」，有時候你的價值就是在大家都不願嘗試和承擔的時候展現出
來。
二、 把握每一次有興趣的機會
很多人問我，你高中念社會組、大學念亞太系企管組，研究所跑去唸材料是什麼原因？那一年我在學校兼任助理時
，恰好碰到化材系招考產業碩士專班(這種班沒有每年開設)，心裡想：前一份工作在電鍍廠，趁現在進修一點工程
的專業，以後如果進到同一個行業就多懂一點。讀書是這樣，自然工作也是如此，從亞太系畢業總要去看一下書本
裡提著一卡皮箱闖蕩的台商、親自捲起袖口累積一些海外經驗，退伍那一年，就受到校友會顧前理事長的提攜，讓
我到他在廈門的工廠任職，顧前理事長和高董事長讓我接觸除了一般主管以外更多的人、事、物，如果今天沒有答
應去任職或接下那些工作，就不可能有我自己的「海外經驗」。所以如果有嘗試的可能，哪怕只是一個閃過的念頭
，都要把握難得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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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留意身邊的細節
《孫子兵法謀攻篇》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每每遇到
活動，多數人常常都會覺得「長官致詞講好久、好煩」，可是在我來看這些很久、很煩的東西，裡面藏了很多材料
，不僅僅是政令宣導，很多時候透漏學校、公司或部門重要方向和成果的最佳來源。在學校我就很習慣聽長官的致
詞(反正典禮也不能做什麼自己的事，只好聽聽打發時間)，很自然地在工作場合，就可以較為正確地解讀長官透露
出來的訊息，也可以從長官的言詞、表情等感受到他的誠意、自信和弦外之音，進而應用在長官交辦的工作上，自
然就能輕鬆上手；反之，不了解大方向的趨勢，做事老闆就會覺得你抓不到重點，對你的看法也會大打折扣，一旦
印象形成很難再去彌補，要特別小心。順道一提個我額外的小小心得，如果長官的稿子是經過事先撰寫，常常聽或
拿來看對於文章的組織邏輯和用字遣詞是很有幫助的。
四、 一期一會(いちごいちえ)
有些解釋會把這句解釋成「把握當下」，我覺得直白的解釋成「一輩子只有一
次的相會」更為貼切。電視劇《半澤直樹》有一句名言是這樣說的「一定要珍
惜人和人之間的聯繫，千萬不要做一個機器人」，就是同學們把握人與人之間
的相處，不論是跟家人、朋友、師長、同事或甚至是不認識的人，他們也許在
過去、現在或未來都可能幫助你，要把握和他們每一次的相處，都當作是一生
最後一次那麼珍貴，把每次的互動當作一回事，表現出最好的一面。日文中還
有一個字非常有溫度，叫做「絆(きずな)」，有人翻作深厚情誼或是人情(可以是親情、友情)，就像人和人之間有著
無形的線連結我們，同樣也值得細細品味和放在心裡，特別是在學校認識的同學和老師，因為他們不像未來的同事
有競爭關係，是一群沒有利害關係的朋友，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廣結善緣、好好相處。就算是相處的不好的朋友
也一樣重要，因為沒有他們你不會知道好與不好、喜歡與不喜歡的差別，事實上這個概念很哲學，我也還在學習，
與大家共勉。
前面講的這四項其實僅僅是我在當下覺得最有感觸的心得，然而人生中有各種不同的階段和心境，最重要的
是自己要能夠時時警惕和反省自己，保持樂觀和積極才能不斷往前邁進。在學的同學們好好利用學校或校外的資源
充實自己，當學生是幸福的，要好好把握這段自己投入最少、收益最高的時光(先不用探討，等出社會就知道)。同
時，我也希望所有高大的同學們，不論現在或未來會在何方，數十億人中我們在高大相聚並成為高大的一份子，如
果有能力回饋這個曾經生活、學習和有過美好回憶的地方，都希望大家為高大出一份力，同時誠懇地邀請大家一起
參加校友會的各項活動，串聯起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的高大校友。

工作情報站
1

【徵才】英語專任教師(普台國民小學)

2

【徵才】課輔老師(永齡希望小學)

3

【徵才】測試實習生(和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徵才】助理、工讀(証毅法律事務所)

5

【徵才】系統軟體工程師、數為繪景師、CG(兔將創意影業股份有限公司)

6

【徵才】105 年度研發替代役 Mobile Software Engineer(NVIDIA)

7

【徵才】SAP ERP 儲備顧問(華致資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8

【徵才】各類工程師及實習生(豐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9

【徵才】日語電話客服(名喬人才服務(股)公司)

註1：以上為近期將截止的企業徵才訊息，陸續新增職缺請詳見高大學務處網頁
（www.sa.nuk.edu.tw）→畢輔組公告查詢。
註2：若您有求才訊息需要發佈，請下載高大學務處畢輔組的「企業求才登記表」
（http://www.sa.nuk.edu.tw/download/07graduate/employment.doc）填妥後回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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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3/20(日)

全校運動會

國立高雄大學操場、洪四川運動廣場

體育室

4/9(六)

校友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國立高雄大學圖資一樓遠距教室

校友會

4/30(六)

校慶園遊會、社團展演

國立高雄大學校園

學務處課外組

6/5（日)

畢業典禮

國立高雄大學校園

學務處畢輔組

＊各項新增活動內容將公告於本校學務處網頁(http://www.sa.nuk.edu.tw/)，歡迎各位校友們踴躍參與~

國立高雄大學電子報
單位名稱

網址

秘書室

http://sec.nuk.edu.tw/files/11-1004-441.php

學生事務處

http://www.sa.nuk.edu.tw/00main/main01_title.asp?pgid=9

高大校友通訊

http://nukaa.nuk.edu.tw/m7data/m7data.asp?active=7

校友通訊徵稿
親愛的校友，您好：
高大校友通訊105年7月號【校友專欄】徵稿，竭誠邀請您分享寶貴的求學或工作經驗，給予畢業校友與在
校生嘉勉，若您有投稿意願，請於105年6月13日前聯繫陳琬菁小姐（07-5919060，nukaa2010@nuk.edu.tw）
討論文章內容事宜，歡迎各位校友踴躍投稿！！~~
註：來稿均為無償分享，恕無稿費，請見諒。
【刊期說明】高大校友通訊為一年二刊，每年1月與7月出刊，請高大校友繼續支持，並給予指教，謝謝!!~~

校友捐款芳名錄
NO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額

1

陳淑惠

10,000

2

23162(末五碼)

10,000

3

張琇梅

120,000

4

杜淑慧

40,000

5

郭昭仁

20,000

6

邱淑珍

20,000

7

中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8

財團法人高雄大學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金會

300,000

9

李榮福

300,000

10

台灣保來得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 感謝以上學長姐對母校的支持
＊ 小提醒：捐款時須註記捐款人，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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