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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運作計畫共同主持人

還

校長的話

大家一起動起來！

校長 黃肇瑞

記得在高中念書的時候，有一位國文老師叫做張絃，相信各位沒有幾位聽過這位老師的名字，他既非名嘴，也不是補習界的
名師，但是那幾年上了他的國文課，卻影響我非常深遠。在高三那一年，他說過一句話：「假如你不清楚生命的意義是什

麼，那麼你就去服務更多的人，這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句話一直迴盪於我心中，直到 2012 年 8 月 31 日這一天，我有這機會來到高雄大
學服務，我才真正地為了這個理想跨出了一大步。作為一位教育工作人員，每一年能夠在這裡影響一批年輕人走出校門去追逐夢想，實在
是一件令我極為興奮的使命。
高雄大學建校邁入第十三年，在王仁宏前校長、黃英忠前校長創新開拓的經營下，已有了初步傲人的規模。首先，我們擁有很好的地利
位置，臨近科學園區、工業園區及軟體園區，距離高鐵、台鐵、捷運站及小港機場都相當近，附近也有許多重要的產業聚落，正好提供本校
與業界互相學習、成長與實習的機會。此外，校地面積達 82.5 公頃，完整而開闊，校內師生對於學校營造為優質綠色大學也有著共同的目標
與使命，十分難能可貴!這美麗的校園在 2009 年獲教育部評定為綠色大學的示範學校，2011 年內政部也將本校規劃為對外的重要濕地。每
次走進校園，總被這一片綠意盎然的景象憾動，穿過森林般的綠色隧道，彎進優雅美麗的生態池，漫步在校園之中，不論是教學或者是學習，
都感覺非常心曠神怡!除了先天的地理優勢之外，我們約有半數的學生在全國 170 所大專院校裡排行前 10 名，教授平均年齡只有 44.1 歲，
正值壯年，教學富有熱忱，而且 94.8%的專任老師具有博士學位，學術涵養豐厚，教授們產學及研究領域的能量在遠見雜誌 2012 年調查中
全國排名第八，表現十分優秀，其成果是各界有目共睹的！
綜觀來看，本校已具備成為一流大學的條件，既然本校具有成為一流的大學的條件，究竟我們該如何一起努力提升成為一流大學呢?個
人以「大樹」做為比喻，提出七個治校理念：一棵大樹結出來的甜美果實，就像是學校需要培養優秀的學生。優秀的學生必須要有國際的視
野、國際競爭力及優秀的人文素養。而我提出的前三個治校理念包括：
理念一：全力追求教學再卓越-激發學習興趣與提升學習成效：學校要教導學生應付未來挑戰的能力，也要教學生如何自我學習，而
不是教導學生考試。
理念二：加強人文素養、培養運動的習慣及中英語文和資訊能力。
理念三：提升國際競爭力及拓展國際視野：希望大樹能夠結出甜美的果實，也正是為了培養出五育均衡的優秀學生。
但是一棵大樹的成長並不是只有果子，在樹的根部也必須要施以灌溉，這個灌溉正如同我其餘的四個治校理念：
理念四：鼓勵跨領域的卓越特色研究團隊：整體建置一流的研究環境，推廣應用研究成果。
理念五：積極推展空間的規劃、資源的整合、與環境的美化。
理念六：加強招生宣導，吸引優秀學生就讀本校。
理念七：建立永續經營機制，竭力對外爭取資源，加強與本校畢業校友的聯繫。
培育人才是學校責無旁貸的使命，我們要努力提升本校知名度並加速國際化的腳步，使本校的努力和成果讓各界知道，使本校成為具國際聲
望之特色型大學。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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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大學有一些目標，是需要我們一起努力去達成的！在硬體設備上如興建學生活動中心、興建學生第二宿舍、鋪設 PU 跑道…等，在
軟體上如建立研究特色團隊、爭取教學卓越計畫、爭取擴增碩博士班招生名額、提升國際競爭力…等，我們必須要與時間賽跑，第一要務是
極力地爭取資源，必須「大家一起動起來」!這指的是行政團隊及全校教職員生一起動起來!光靠一個人的力量是無法創造奇蹟的，但若是我們
大家一起動起來，極力向外爭取資源，不管是國科會、教育部、政府機構或者是附近的產業，組成好的團隊，準備好的合作計畫書，做各種
嘗試努力，必然可以爭取到外界資源的挹注，同時也提升本校在學術、產業及研究各方面上的名聲。
年輕的高大有著年輕的校友，雖然不若老學校多的是大企業家的校友，然而我們的校友對母校充滿熱忱與向心力，是高大最重要的資產。
個人期待，在校內所有人都動起來，在校外所有校友也一起動起來，支持高大發展，在你們的工作崗位上，體現高大精神，讓每一個人都因
你們好表現而認識高大、肯定高大，那就是對高大最好的宣傳與貢獻。最後也歡迎所有高大校友，隨時回來母校看看高大的成長與蛻變，祝
福您們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平安喜樂。

學務長的話
你配得更好的服務

這

學務長 連興隆 老師
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件事該從一封 email 與一次的”校友回娘家”說起。
上上個月，我的 email 信箱裡躺著一封署名對我而言是陌生的 email，主旨是：「什麼時候才會有提供校友電子郵件信箱」。

我很清楚這不是垃圾郵件，腦筋飛快地思索著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信，同時迅速地點入查看內容，僅有短短的一句話：

如題, 學務長說會做, 用 Gmail 也不用成本, 請問這件事什麼時候才要做?
這看似摸不著頭緒的一句話，霎時間將我的思緒拉回到從前。的確，我有印象有校友提到，希望學校能提供校友 email 帳號這樣一件
事。那是我剛接學務長(2011 年 2 月)，在四月的校慶典禮，到當時各系配合校慶辦理的「系友回娘家」的場合宣導校友會時，應數系的一位
校友提出的。應數系的氛圍給我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受，那應該是一種對學校或系所強烈的認同感，所迸發出對學校可以更好的殷殷期待。說
實在，在當時我不認為這會是優先處理的事，原因是我看到的現實面是，我們高大的同學不太使用學校給的@mail.nuk.edu.tw 的 email。這
當然不好責怪同學，因為在電腦化的社會，學生早在國中甚至國小，就有了自己的電子信箱，並以此建立起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從國小、
國中到高中，轉換 email 代表的是切斷與過往的所有連結，沒人願意的。這是為什麼高大在學生聯繫的通路上很不暢通的原因之一，另一方
面，隨著預期校友帳號持續的增加，硬體容量的需求經費也讓人裹足不前。所以，我完全同意給校友一個@nuk.edu.tw 的帳號是很好，也對
提升校友的認同感有幫助，但我下意識地認為大概不會有很多人願意使用，這件事就這樣被我暫存到大腦的某一角落……
感謝這位校友鍥而不捨的堅持，讓我看到校友對高大的熱情而感到自身的渺小，也讓我著實學到了”在沒去了解之前，不要就認為不
可能”這樣寶貴的一課而自覺慚愧。原來，Google 已經提供了免費的 email 系統供學術單位使用，我們可以不用花錢的完成這件事。
接下來的都是好事。
學校發起了網路投票，由大家決定該使用怎樣的副域(subdomain)在我們校友的 email。在這之前我想請大家看看這位校友教我的事，
在 email 中他提到：

“感謝這個提案終於有實現的一天了, 期待副域名可以有些創意, 這樣未來校友在使用時, 別人也會好奇多看幾眼,就像我
之前提議過的 love、in、fun 之類的, 可以有多一些廣告曝光的機會。”
他讓我知道，我們校友的 email 也能成為替高大宣傳的最佳載具！學務處畢輔組與畢聯會同學提供了以下的建議，供全校同學與校友
一起票選校友 email 的副域：
@alumni.nuk.edu.tw ：校友。國內外學校普遍使用，結合學校英文縮寫讓校外人士收到 Mail，馬上知道你就是高大校友。
@love.nuk.edu.tw ：愛。結合學校英文縮寫表示校友們熱愛高大的心。
@ours.nuk.edu.tw ：我們的。結合學校英文縮寫表示屬於高大的校友，永遠都是高大的一份子。
@star.nuk.edu.tw ：明星。結合學校英文縮寫表示校友們都是「高大之星」。
不論最後結果如何，這個校友的 email 已經有了生命，有了屬於它自己的故事。
校友們對高大有很高的期待與認同感，而我總覺得我們為高大的校友做的不夠多不夠好。這位校友讓我看到能為你們服務是件驕傲的
事，因為校友真心愛高大。在高雄冬意微寒的此時，這段來自校友 email 的文字，溫暖了我的心：

“其實當天我也提到, 使用意願不高是因為學校還不夠有名(但是如果用 Gmail 不用錢, 學校沒有任何損失), 如果像是 NTU 或是
NCTU, 有多少學生在外面都喜歡直接使用這種信箱,因為就像個榮譽, 如果這種事不先起個頭開始慢慢做, 永遠都不會有開花結
果的機會的。”
高大校友們，你們配得更好的服務。
歡迎大家明年一月份就一起來申請高大校友帳號！也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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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2012.06.21 人文社會科學院大樓正式啟用 人社院長白秀華：施工品質風雨驗收通過 持續爭取更多資源。
………………………………………………………………………………………………………………………………………………………………...
從動土興建到完工，歷時 2 年餘的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大樓於 6/21 舉行啟用典禮，除了紓緩學校規
模不斷成長、空間不敷使用的窘境外，西洋語文學系等院內 4 學系師生亦終於有專屬教學空間而相當興奮。
2012.06.28 應物系舉辦磁學與磁性技術研討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電機系教授 Kang L. Wang
受邀演講，剖析磁性發展現況。
……………………………………………………………………………………………………………………………………………………………….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台灣磁性技術協會自 27 日起一連三天共同舉辦「磁學與磁性技術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從事磁學、磁性材料技術與自旋電子元件（spintronic device）相關領域研究的學者、業者與會
交流，藉此促進國內磁性記憶體研究整合與突破、磁性產業技術升級。
2012.07.06 東語系韓語組應屆畢業生王筱嬋(女)榮獲韓國政府提供全額獎學金，系上韓籍教授河凡植是協助爭取的重要推
手。
……………………………………………………………………………………………………………………………………………………………………………………….
憑藉通過韓語 6 級（最高級）檢定、赴韓當 1 年交換生、前往越南台商企業暑期實習等有利申請條件，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
文學系首（應）屆畢業生王筱嬋從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獲得韓國政府全額獎學金，不僅未來兩年就讀慶尚大學研究所碩
士班的學雜費全免，還有每月 90 萬韓元生活費、每學期 21 萬韓元研究費補助，校長黃英忠也曾獲該補助（1977 年）留韓
完成碩、博士學位。
2012.07.18 化材系副教授鍾宜璋 （藍上衣）與研究生林友志從壁虎腳找靈感，開發無膠膠帶（小圖），最高紀錄是小
於 1 平方公分的面積能掛重 1.4 公斤。
……………………………………………………………………………………………………………………………………………………………………………………..
因為腳趾的特殊構造，令壁虎無視地心引力可敏捷攀附於牆面、天花板，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副教授鍾
宜璋找出其中關鍵的奈米（10-9m）圖案，將其壓印在「高密度聚乙烯（HDPE，塑膠袋常用材料）」，便可製作出免黏劑
之膠帶，最高紀錄是小於 1 平方公分的面積能掛重 1.4 公斤。除了可作為無痕掛鉤外，未來亦可用於航太、電子封裝、面
板組裝，應用相當廣泛。
2012.08.06 高大校長黃英忠(右)、越南人社科大副校長阮文金(左)共同為「越南研究中心」揭牌，首任中心主任
為東語系老師阮氏美香(中)。
………………………………………………………………………………………………………………………………………………………………………….
佈局越南，國立高雄大學再向前邁進一大步。今 7 日與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合作，揭牌成立全台
第 1 個「越南研究中心」，未來不僅扮演台越學術交流平台，也提供校內學生越南就業輔導、職涯學習資源。此外
同時引進人社科大經越南教育部認證的越語檢定系統，輔導台灣民眾學習越語與考照，初步規劃 1 年舉辦 2 次檢定
考，費用為新台幣 1,200 元。
2012.08.14 運技系獲准成立，採單獨招生。校長黃英忠(中)帶領運技系主任孫美蓮(左 1)等主管宣傳造勢。
……………………………………………………………………………………………………………………………………………………………………………………….
呼應高雄民眾留住及發掘更多優秀體育人才的企盼，經多次向教育部溝通爭取資源，國立高雄大學 101 學年度終於成立運動
競技學系，第 1 屆採單獨招生，招收棒球、桌球、羽球、游泳等 4 類運動專長學生共 45 名，並依入學成績，最高可享有學
雜費、住宿費兩項全免優惠，同時協助申請相關獎學金補助，藉此讓學生無後顧之憂地拼出下 1 個台灣之光。
2012.08.20 土環系外籍生李美蓉(左)發起「送愛到巴拉圭」活動，為同胞募集回收二手衣物。
……………………………………………………………………………………………………………………………………………………………………...….
4 大箱將近 100 公斤的二手衣飛越 21,871 公里航程後，成為巴拉圭（República del Paraguay）貧民最溫暖的禮
物，這是由國立高雄大學土環系巴拉圭籍學生李美蓉（Veronica B. Lima Pappaseit）暑假返國前愛心發願、校內
師生熱烈響應、國際快遞業者 DHL 免費協助運送的善果，因此還獲當地 Filadelfia 市長致函感謝。另外化材系學生
洪健耀等 5 人則是前進泰北清邁省偏遠村莊當課輔志工，踩著爛泥道路搬運物資，更珍惜所擁有的幸福。
2012.08.31 由教育部常務次長陳德華(中)擔任監交人，黃肇瑞(左)接下前校長黃英忠印信，正式成為高雄大學第 4 任校長。
……………………………………………………………………………………………………………………………………………………………………..……………….
國立高雄大學舉行新卸任校長交接典禮，由校長黃英忠交棒給原成大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黃肇瑞。新（第 4）任校
長黃肇瑞感謝兩位前校長黃英忠、王仁宏為高大打下紮實基礎，表示上任後將落實遴選提出的治校理念，包括持續提升教
學研究水平、引進資源，培養學生具有國際視野、勇於接受挑戰的能力，同時加強與產業、政府部門互動合作，使高雄大
學成為國內外大學中的優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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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10 今年新生的學生證首度結合高雄捷運一卡通功能，搭乘捷運等大眾運輸工具可享有學生票價優惠。
…………………………………………………………………………………………………………………………………………………………………………………..
國立高雄大學今 10 日舉行新生入學典禮，校長黃肇瑞提出「開卷有益」、「多運動多參加社團活動」、「專注與傾聽內
心的聲音」3 句話勉勵新生，不只在學業上盡本分，也要踴躍參與社團訓練溝通協調能力。今年獲得獎勵入學獎學金人數
則創歷史新高，共有 13 名新生領取，其中電機工程學系學生張曜麟更成為最高額獎學金 30 萬元得主。今年新生的學生
證也首度結合高雄捷運一卡通功能並享有學生票價優惠，藉此鼓勵學生搭乘、響應環保。
2012.09.20 電機系教授蕭培墉(左)、研究生王威淵、洪國振共同開發可跨平台應用的「嵌入式車道偏移警示系統」，
提高行車安全，所展示為原型機(prototype)。
…………………………………………………………………………………………………………………………………………………………………………………..
當開車分心或打瞌睡導致偏移車道，會發出緊急警告訊號提醒駕駛人即時修正，以往是百萬進口車才有的配備，而國立
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蕭培墉所開發的「嵌入式車道偏移警示系統」則降低使用門檻，其跨平台高相容性的優點，
不僅可供業者應用於行車紀錄器、衛星導航以提高產品功能，亦可轉為時下流行的 App 程式安裝至智慧型手機加強行車
安全，示範影片可見 http://youtu.be/wWzMAu1rjls。
2012.09.28

應物系教授邱昭文以同步輻射，找出 IC 封裝製程中，銅元素（Cu）在鋁板上最佳反應模式。電

腦螢幕中，1 顆顆如土豆圓點即附著於鋁板的奈米級銅點，經同步輻射照射顯示。
…………………………………………………………………………………………………………………………………………………………………..
多數民眾乍聽到「輻射」，常會聯想到「外洩汙染」而產生恐懼，不過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助理教授邱
昭文則以「同步輻射（synchrotron radiation）」所產生的高能量光源，協助半導體廠商找出 IC（積體電
路）封裝製程中，銅元素（Cu）在鋁板上最佳反應模式，取代了傳統常用的金元素（Au），不僅大幅降低成
本，也提升產品使用壽命。示範影片可見： http://youtu.be/FrkanNEStZU。
2012.10.09 高大與高醫學生聯手前往小琉球淨灘，清出 10 大袋驚人垃圾量。
…………………………………………………………………………………………………………………………………………………………………………………………………………………..
「沒想到垃圾量多到有夠誇張！」10/6 國立高雄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兩校 80 名熱血學生搭船前往小琉球當起淨灘志工，頂著烈日穿梭在沙
灘、礁岩縫中撿拾，才一上午便整理出足足 10 大袋的驚人垃圾量，儘管學生個個腰酸背痛但仍認為相當有意義，也不忘呼籲遊客發揮公德
心，妥善處理不該出現的垃圾。
2012.10.15 政法系「公義社會與廉能政府」理論與實務研討會，發表人財法系教授簡玉聰認為，須從法制
上對公益揭發人提供積極誘因與消極保護措施。
…………………………………………………………………………………………………………………………………………………..……………..

「應儘速立法保障並獎勵公益揭發人，同時積極懲罰報復者！」國立高雄大學 15 日舉辦「公義社會與廉能政
府」理論與實務研討會，發表人之一、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簡玉聰，表達對廉政署研議制定中、俗稱「吹
哨者保護法」的「公益揭發法」草案看法，強調此舉方使公部門依法行政、確保廉能政治，私部門守法進行
社會經濟活動。研討會並邀請內政部入出境及移民署署長謝立功，分享部門實踐透明性政府的經驗。
2012.10.18 細菌也有指紋？ 高大應化系教授蘇楷立 應用 CSA 技術 研發郵票般大小氣體感測器 10 小時內判讀細菌種類。
…………………………………………………………………………………………………………………………………………………………………………………………………….
檢測入侵人體細菌、找出病灶將更快速精確且低成本。國立高雄大學應用化學系助理教授蘇楷立（James R. Carey）應用「色度感測
陣列（Colorimetric Sensing Array，CSA）」技術，並結合不同細菌產生不同氣體濃度的特性，開發出如郵票大小的氣體感測器，
依顏色變化程度可在 10 小時內辨識出細菌種類，縮短現行醫院使用「血液培養法（blood culture）」得出陽性反應後，最快仍需
48 小時的繁複辨識流程。該技術已於去（2011）年發表於化學領域重要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2.10.31 化材系教授楊證富 研發四頻濾波器、雙寬頻濾波器 製程環保無產生氯化鐵廢液 可廣泛應用於無線通信產品。
………………………………………………………………………………………………………………………………………………………………………………………….
陶瓷除了可做磁磚、器皿、浴缸、假牙外，還能做什麼？國立高雄大學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教授楊證富領先全球，以
「精密陶瓷（氧化鋁 Al2O3）」為基板，研發「四頻濾波器」及「雙寬頻濾波器」，除了可協助產業開發效能更強大的無線
通信產品如手機、平板外，亦可改善傳統製程所產生的高度環境汙染物「氯化鐵（FeCl3）」廢液。其研究表現獲得今
（101）年度教育部「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肯定，並可領取 3 年、每年新台幣 30 萬元獎勵。
2012.11.08 知名公益旅行家褚士瑩與高大師生分享人生經驗。
…………………………………………………………………………………………………………………………………………………………………..
「環遊世界的機票很貴嗎？不，只需 1 台摩托車的錢！」公益旅行家褚士瑩日前應國立高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之邀，與師生分享自己即知即行、做自己喜歡的事、勇敢實現夢想的過程，以及作公益、培養國際觀的經驗，
並鼓勵實踐夢想永遠不嫌晚，關鍵就在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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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12

扣件及鋼鐵技術研究中心舉辦 中國(金廣)冶工程學會 101 年會 經濟部礦務局長朱明

昭：盼成整合資源技術平台 提升產業競爭力 。
……………………………………………………………………………………………………………………………………………………….
國立高雄大學扣件及鋼鐵技術研究中心日前舉辦中國鑛冶工程學會 101 年年會，主題為「氣候變遷與
節能減碳」，學會理事長朱秋龍致詞指出，本次發表論文涵蓋礦業、冶金、石油、材料、能源研究發
展與管理、資源再生與環境永續等 6 大類共計 238 篇為歷年之最，其中 7 篇由高大化材系主任林東毅
等教授帶領學生共同發表。會中並邀請校長黃肇瑞專題演講，深入淺出介紹陶瓷材料各種應用。
2012.11.19 高雄大學校長黃肇瑞 拜會金門縣府議會推廣 EMBA 縣長李沃士：歡迎擴大招生加入金門教育島。
………………………………………………………………………………………………………………………………………………………………………
國立高雄大學 EMBA（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金門班開辦已超過 7 年，相當受到地方人士與大陸台商捧
場，17 日校長黃肇瑞特地帶領主管拜會金門縣長李沃士、立委楊應雄、金門大學校長李金振及多位地方仕紳，除
感謝他們鼓勵公務員、鄉親報考就讀外，並請益獲選「最幸福城市」榜首的治理心得。縣長李沃士歡迎高大擴大
校區招收大學生，並允諾給予協助。
2012.11.22 電機系教授吳志宏指導學生陳詣翰等 6 人 榮獲全國機器人大賽第二名及 8 萬元獎金。
…………………………………………………………………………………………………………………………………………………………
不僅可協助照顧家人，又能機動巡邏居家環境，發現可疑對象立即通報，如此聰明的機器人，已由國立
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吳志宏與陳詣翰等 6 名學生成功研發，取名為「智動守護者
（iSeuRobot）.K3」，日前參加「台灣新光保全智慧型保全機器人競賽」擠下傳統名校隊伍，榮獲第
2 名（第 1 名從缺）及 8 萬元獎金，並已有業者洽談相關技轉合作事宜。
2012.11.27 誠實跑步 請吃餐盒 學習自律甚於他律 學務處生輔組品格學習週。
…………………………………………………………………………………………………………………………………………………………………….
品格教育也可以很輕鬆溫馨又生活化。國立高雄大學學務處生輔組本週起舉辦 1 項特別的「誠實跑步」活動，參
加對象為校內教職員生，不限速度、不限距離又無人監督，只要跑足 30 分鐘或校園 1 圈，便可領取餐盒或校內
餐廳餐券作為鼓勵，藉此突顯誠實面對與自律的重要性。其他系列活動包括免費校景明信片傳情、問候讚美他人
積點卡等訴求感恩惜福的培養，每完成 1 項也都可獲得餐盒或餐券。

2012.11.30

「公營事業民營化與企業國際化策略」研討會 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東亞經濟整合 台灣恐被邊緣

化 儘快簽署 FTA 強化競爭力。
………………………………………………………………………………………………………………………………………………….…………………..
行政院陸委會副主委林祖嘉 30 日應國立高雄大學邀請，分析兩岸及東亞經濟情勢，指出東亞經濟整合未曾間斷
且速度驚人，過去 10 年來包括中國大陸等 6 國皆與東協（ASEAN）簽署 FTA（自由貿易協定），惟獨台灣無法
加入，東協成員貨品進出口都免稅，但台灣出口東協會員國卻得課稅，對競爭力相當不利，因此必須儘快設法加
入結盟。

2012.12.05 養虛擬寵物享折扣 校園導覽自己來 資管系畢業專題競賽 App 正夯 學生搶開發。
………………………………………………………………………………………………………………….………………………………………………………..
智慧型手機、平板正夯，各種 App 程式開發應用亦成為時下熱門議題。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畢業專題競賽
中，詹士潔等 6 名學生與觀光農場合作開發「指尖商機」，設計餵養虛擬寵物享折價優惠的遊戲搶攻年輕客源。另
1 組學生蕭逸庭等 6 人則推出高大校園導覽系統，將多媒體資訊結合衛星定位功能，使用者「逛校園、聽故事」通
通可以自己來。兩組同時也各獲得校內研發處第 1 屆「激發學生創意競賽」金獎 6 萬元、銀獎 4 萬元鼓勵。

2012.12.11 西語系畢業公演「開錯門中門」 上演穿越劇 3 女子相遇是命運安排？情感糾結？
亦或另有隱情?
…………………………………………………………………………………………………………………………………………………………………
大學生也趕搭「穿越劇」風潮！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年度畢業公演「開錯門中門（Communicating
Doors）」，描述 3 名不同年代的女人，因 1 扇可穿越時空、回到過去的旅館房門，而將彼此禍福死生串聯
在一起，究竟是命運的安排，還是情感的糾結，亦或是另有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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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近況
一、最新消息：
（一）校友會專屬網頁上線： http://nukaa.nuk.edu.tw/
（二）校友會特約商店、團購優惠募集，歡迎有意願提供之商家與校友會聯繫
（07-5919566，ytwang97@nuk.edu.tw）
二、活動預告： 102 年校友會會員大會預定於 3 月 30 日召開，屆時有名人演講與聯誼餐會，另有參加禮與摸彩品等你來拿!!請會員與校友撥
冗參加。
三、公告事項：
（一）101 年 11 月 17 日（週六）召開第四次理事會修改「獎助學金實施辦法」如下：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第一條

主旨：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獎勵成績優秀或於校內外有特殊表現之學生，鼓勵其
勤奮向學與致力向善精神，特設立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獎助金額：每名新臺幣陸仟元整。

第三條

名額：得視校友會財務狀況，每年由本會理事會另訂之。

第四條

申請時間：每年 11 月 1 日至 30 日。

第五條

申請資格：具國立高雄大學正式學籍且在學學生，並符合所屬國籍政府等單位規定之低收入戶資格，且符合下
列各項之一者：
一、前一學年度（含上下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達 75 分以上。
二、具有特殊事蹟受校內外單位表揚者。

第六條

繳交文件：
一、申請表乙份；並另附自傳，簡述家庭經濟狀況。
二、本國或所屬國家政府、學術機構等單位提出之低收入戶證明書或相關證明文件（國外亦同）。
三、符合第五條第一款者：需繳交前一學年度（含上下學期）班級排名成績單乙份，第一年就讀新生檢附
前一學年度就讀學校之班級排名成績單乙份。
四、符合第五條第二款者：需繳交特殊事蹟表揚證明文件乙份。

第七條

審查方式：由國立高雄大學學務處組成審查小組，負責審查並提供得獎建議名單、候補名單（至少當年度名額
的三分之ㄧ）與申請資料，由本會理事會核定得獎名單。

第八條

發放方式及獲獎義務：獲獎者於本會會員大會或理事會公開頒獎，並於校友相關刊物中刊登表揚，以示獎勵。
獲獎者需配合本會業務或活動服務達 10 小時。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發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101 年 11 月 17 日（週六）召開第四次理事會通過「活動經費補助辦法」如下：

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活動經費補助辦法
民國 101 年 11 月 17 日第二屆第四次理事會議通過
第一條

主旨：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母校發展，積極鼓勵各教學單位與社團舉辦校內
外活動，以聯繫校友會與母校情感，特訂定「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活動經費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補助對象：國立高雄大學各教學單位與學生社團組織。

第三條

補助金額：視本會每年度經費編制審定，每一場活動最高補助新台幣 10,000 元整。

第四條

補助限制：每單位每年限申請乙次。

第五條

經費申請方式：
一、於活動開始三個月前函送活動計畫書至本會審核，並派代表與會說明，由本會理事會討論後審定補助金
額。
二、須將本會列為合辦或協辦單位，並於各式文宣品中明列本會名稱。
三、於活動結束二週內，檢附活動成果報告表及活動照片至本會結報。

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議通過後發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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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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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專欄
北緯 50 度 拜學日耳曼之行

二

鄭嘉瑩先生
（政治法律學系碩士班 99 年畢業校友)

○一○年九月，獨自一人背起行囊飛越歐亞大陸，於北緯五十一度天空下，展開另一段新生活。第二次遠赴
德國，也是有別於交換生與身分的一次。

留學德國，語言能力的克服，是一條漫漫長路，尤其是德語的學習。置身在台灣時，僅學習了初階階段的德語課程，
隨後即前往德國上當地的大學語言班。而今回首這選擇，我想我會先學好德語到一定程度後，再前往德國當地進一步熟悉
德語，並準備檢定考試會是比較好的學習過程，省卻了許多摸索與生活適應的時程（具備一定德語能力，有助於生活上所
碰到各種疑難雜症的處理）。
另一方面，截然不同的大學教育與課程安排，讓當時初到德國的我，於適應上經歷了一段磨合與痛苦的時期。台德兩
地課程上最大差異當屬無學分的討論課。對我來說，自己本認為在台灣已接受過研究所的課程，面對德國碩班課程的適應
上，理應不會有問題，然事實卻非如此。每週於正課之外的討論課，可說是自身留學德國最大的收穫，雖然負擔很大（每
週三到四門課），卻能從中學習與認識許多迥異於台灣風土民情的諸多文化洗禮，也能激盪出許多過往不曾深思與考慮的
問題，討論課對我而言，可說是留學回憶中，很苦但也很懷念的過程。
大學教育上，在台灣常見的迎新、系級對抗球賽乃至系週等，於德國制度下，都僅僅只是個簡單在咖啡廳聚會就結束。
在台灣，大學生很少真的投入在課業上，忙社團、忙活動的人不勝枚舉，往好的方面想，此乃多元發展，但親身經歷德國
大學教育思維：「我沒逼你申請來念，但要念就是真槍實彈的上戰場，學業被當乃家常便飯。」因此就算是假期期間，圖
書館、咖啡廳，乃至各討論室，總是高朋滿座，對初入德國大學教育的我而言，這已不僅僅是文化衝突，更是一場衝擊與
顛覆想像的震撼教育。
在台灣，念法律系不是取決於你有沒有興趣？人文社會科學觀察力夠不夠？抑
或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哲學背景等等？只要你憑著會考試，再加上考運好，你就有機
會，興趣始終不是法律人該考慮、或思考的選項。在台灣念法律給我的感覺，不過就
是一個買樂透，等著中大獎的心理，尤其當你準備考試多年時，或關在圖書館苦戰論
文多時的時候，一舉中第，無非是求一個解脫的痛快。
但這一切卻在我出國後，一切都被顛覆，我所認為理所當然的，在異地卻不再這麼順理成章。在德國，頭一回體悟到
「念法律，是可以這麼貼近現實，也如此的挑戰自身道德底線」。過往我所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在課堂上隨時可被打破。
曾經以為的價值正確，也或許對他人而言並非是正義。
拜學日耳曼國度，始終不在我的生涯規畫中，直至碩士求學生活的最後一年，因接觸了基礎法學的課程，許多過往學
習法律的過程所未想過的問題逐一浮現，但卻無法一一獲得解答、解惑。然在師長鼓勵下，踏出國門遠赴德國求學後，倏
忽間我發現，這一切只是因為我習慣了這環境，更因為習慣而從未去深思許多法律背後的建構基礎，當然更不會挑戰自己
所習慣的價值觀。這也是鼓勵法律人有機會出國看看的原因，尤其是歐美等國制度迥異於東亞諸國的地區，看看同是法律
人，一樣年紀的學生，別人在追求什麼？我們又在追求什麼？
不同於多數家境較為優渥的留學生，留學德國不但花上自身辛苦多年的存款，更是背負的一筆為數不小的貸款。然而
流浪放逐踏跡，總是追尋一個夢，一個在年輕時，在一個陌生的國度生活、學習與體驗異國文化的歷程。走得越遠，越能
沉澱自我心中思亂的目標。德國，與台灣分處歐亞大陸的兩端，當空間與時間不再是相對性時，或許才能從中找到當初出
國的初衷，一個追尋自我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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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報站
1

台灣英寶曼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代徵新加坡五星級酒店房務員、餐廳服務員、櫃台服務人員(02/28 截止)

2

亞洲開發銀行人才招募活動

3

法國工商會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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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download/07graduate/employment.doc）填妥

國立高雄大學電子報
單位名稱

網址

學務處

http://www.sa.nuk.edu.tw:88/00main/main01_title.asp?pgid=9&menu=9

圖書資訊館

http://lic.nuk.edu.tw/files/11-1000-22.php

研究發展處

http://rd2.nuk.edu.tw/node/110

人事室

http://www.person.nuk.edu.tw/person/modules/content/index.php?id=100

會計室

http://acc.nuk.edu.tw/cht/0I/0I.asp#tabs-3

體育室

http://pe.nuk.edu.tw/index.php?
option=com_content&task=category&sectionid=5&id=5&Itemid=51

通識中心

http://gec.nuk.edu.tw/files/11-1001-233.php

人文社會科學院

http://www2.nuk.edu.tw/chss/main-10.htm

西洋語文學系

http://dowell.nuk.edu.tw/main.php?mod=custom_page&site_id=0&page_id=26

法律學系

http://law.nuk.edu.tw/magazine.asp

應用化學系

http://chem.nuk.edu.tw/news/news.php?class=106

化學工程及材料工程學系

http://cme.nuk.edu.tw/comm2/news.php?class=301

扣件及鋼鐵技術研究中心

http://www.nukfsc.com/SysMonthPaperList.aspx

※「高大校友通訊」各期電子報： http://nukaa.nuk.edu.tw/m7data/m7data.asp?active=7

校友通訊徵稿
【校友通訊徵稿】
親愛的校友，您好：
高大校友通訊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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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6 月 7 日前聯繫校友會王小姐（07
-5919566，ytwang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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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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