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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與堅持

本

校於 2013 年 6 月 8 日，由黃肇瑞校長率領著各院系師長，及高雄市陳菊市長與多位貴賓的見證祝福下，
在風雨球場舉辦了第十屆學生畢業典禮，歡送了上千位的大學部及研究所畢業生離開高大，開啟人生的下

一階段。相信即將畢業的同學，絕大多數都已有下一階段明確的規劃，以我所服務的應用物理學系今年的畢業生為
例，有八成的同學錄取了國立大學研究所繼續求學，其他有報考公職、服兵役，或是直接投入職場工作者。在課堂
上，我常對學生提醒三件事，在此，我也與大家分享：

一、20-30 歲是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是事業與生涯規畫的基礎，也是人生最有創造性的階段，同學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為 20 歲的作為，可以決定 30 歲的格局、40 歲的生活。如果這十年能在職場努力紮根，在能力上踏實汲取，
在未來上放膽追求夢想，相對的也會累積人生的經驗與實力；如果你這十年選擇享樂放鬆，那之後的人生絕對
會比較辛苦。
二、秉持積極進取的態度。在這個以實力決勝負，以視野見格局的關鍵時期，當你遇到事情、遇到挫折的時候，要
思考你的態度是什麼：是閃躲逃避？消極應付？還是積極面對？你的態度，將決定事情的發展與人生的格局，
期盼同學能堅持著自我的理念，接受挑戰，用行動來證明自我的價值。
三、建立好人際關係與懷抱同理心。良好的人際關係可以對你事業、生活與心靈精神上有所幫助，而同理心則有助
於建立人際關係，畢業之後，要多培養與人相處的能力、圓融與他人相互輔助的工作能力，建立良好人脈，在
尋找自我定位之時，多與他人經驗交流，體驗所謂的社會與人生，才能大大提
高自我的潛力。

我們都有夢想，如何築夢踏實，堅持自己的信念，做好每件事情，是人生
需要努力的課題。在此，希望所有畢業生與校友都能謹記本校的校訓: 博學、弘
毅、崇德、創新，懷抱著“雄”才“大”略，揮灑自我人生的豐富色彩，為國家、
社會盡一份心力。值此之時，我謹代表學務處給予大家最誠摯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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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新聞
2013.01.02 財法系教授簡玉聰 義務開設日語特訓班 嚴格：每週 6 天 清晨 6 至 8 時上課 關心：補助清寒學生赴日研修
……………………..……………………………………………………………………………………………………………………………………………………………
國立高雄大學有門「隱藏版課程」，在選課系統可是找不到，就是由財經法律學系助理教授簡玉聰義務為法學院學生開
設的 1 年期「日語特訓班」。參加者得遵守每週 6 天、每天大清早 6 至 8 時上課的規定，並禁止任意請假或遲到，結訓
前要達到日語檢定 2 級實力。簡玉聰嚴格要求的外表下，則有副關心學生的柔軟心腸，3 年來自掏腰包補助家境清寒的特
訓班學生赴日研修等相關費用，累積已超過台幣上百萬元。
2013.01.08 健康烘焙 期末「烤」出來 本週三（1/9）邀校內教職員生品嚐打分數
……………………..………………………………………………………………………………………………………………………………………………………
隨著學期接近尾聲，大學陸續開始期末考，不過國立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選修「健康烘焙」的學生則得期末
「烤」，內容是將課堂傳授的乳酪蛋糕、紅茶餅乾、泡芙等 10 數種西點中任選 1 項「烤」出來，將邀請校內教職員
生品嚐打分數。修課學生表示相當喜歡這門課、認為獲益匪淺，表示除非是餐飲相關科系，否則得花錢去坊間烘焙教
室才學得到。

2013.01.15 大專自由車、國術錦標賽 運健休系黃亭茵等 4 人抱回 7 金 4 銅佳績
…………………….……………………………………………………………………………………………………………………………………………
日前落幕的大專院校自由車錦標賽、國術錦標賽，國立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黃亭茵、蔣佳紋、王連
生、陳子亘等 4 名學生共抱回 7 金 4 銅獎牌，其中以黃亭茵個人包辦 4 面自由車金牌最為亮眼，可說是全台
最會飆的女大生。
2013.01.23 歲末打掃過好年 高大學生協助獨居長者整理住家
……………………………………………………………………………………………………………………………………………………………………………
「『北杯』早安，我們過來幫您打掃了！」國立高雄大學一群熱心學生，上週剛考完期末考卻不急著返鄉過年，而是與
楠梓區公所合作，協助打掃區內獨居長者住所兼歲末關懷，每戶都至少清出至少 5 大袋、超過 20 公斤的驚人垃圾量，
甚至還有囤放過期 10 年以上藥品，儘管學生累壞了但仍覺得相當有意義，也承諾只要有需要，明年春節前會繼續投入
協助。被服務之高老先生表示：「看到高雄大學學生發自內心、不求回報的打掃與關懷舉動顯得十分開心感動」。

2013.01.31 創建系師生創意受好評 延續林試所委託案 協助林農回收木材 開發組合式積木玩具
…………………………………………………………………………………………………………………………………………………………
繼前（2011）年的木質 DIY 積木玩具深獲農委會林試所（林業試驗所）好評後，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
與建築學系師生再度接受委託，發揮創意協助林農，將原本低經濟價值的小徑材、枝稍材開發第 2 代、
擴大親子參與的「綠野仙蹤」系列組合積木，以及設計出名片夾、膠帶台、鑰匙圈等文具小物，並已將
技術移轉給林試所，可望由林農生產組合包上市。某立委拜訪林試所時，第一眼看到名片夾樣品也愛不
釋手，頻頻探詢所方何時量產上市。
2013.02.08 學生社團 護理之家年節敬老表演 愛情喜劇 喚起長者青春愛情回憶
………………………………………………………………………………………………………………………………………………………………………
「爺爺奶奶看戲囉！」國立高雄大學戲劇社等多個社團 22 名學生，前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護理之家，進行
敬老表演、揮毫寫春聯、慶生等多項活動，讓院內長者提前享受農曆年節氣氛，戲劇社並刻意挑選愛情喜劇，喚
起從前青春歲月中的愛情點滴回憶，令長者看得臉上滿是笑容，度過愉快午後時光。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院
長表示：「高雄大學學生犧牲寒假玩樂時間，願意奉獻時間、體力甚至發想活動服務長者，令他很感動」。
2013.02.19 東語系日韓越文化教室啟用
………………………………………………………………………………………………………………………………………………………………
國立高雄大學東亞語文學系新學期展現新氣象，配合系上日語、韓語、越南語 3 組打造「日韓越文化教
室」，教室不只裝潢、擺設散發濃濃異國風，更搭配多媒體影音設備，使學生上課時有身歷其境之感，提升
學習效果。日前舉辦「入厝」儀式，學生仿效日本迎神祭典慶祝「新居」落成，噱頭十足。未來學生將可在
這教室研習歷史、文化課程，也包括日本茶道、插花課。

2013.03.02 創建系舉辦 亞洲設計文化學會國際研討會 日籍社區總體營造大師宮崎清：手汗想創
……………………………………………………………………………………………………………………………………………………………………………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舉辦第七屆「亞洲設計文化學會（ADCS）國際研討會」，邀請台灣、中國大陸、
日本、韓國等文化研究、藝術設計學者進行交流，發表 111 篇相關論文。ADCS 總會長、日本社區總體營造先驅宮
崎清以漢字自創「手汗想創」成語，「手汗想創」的意思是「通過四肢與軀體，汗流浹背的勞動，能夠帶動頭腦的靈
活運轉，創意將如湧泉般自然產生」，勉勵只要不怕辛苦勤勞創作，付出的汗水會得到等量的創意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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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06 「小強」散播疾病 也帶來可觀商機 運健休系教授白秀華 輔導環保服務業者開拓對岸商機
………………………………………………………………………………………………………………………………………………………………

「小強（蟑螂）」等家庭常見害蟲不僅惱人，還會散播疾病危害健康，不過背後卻也隱藏驚人商機，尤其國
內病媒防治法令等仍領先對岸，其官員業者頻頻來台取經。行政院環保署看準趨勢，自 2012 年起委託國立
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教授白秀華主持病媒防治計畫，推動兩岸病媒名詞對照彙編，同時輔導台灣業
者前進開拓中國大陸市場，預估商機達台幣數億元，相當可觀。
2013.03.13 去除土壤重金屬汙染用『電』的 土環系教授袁菁 推廣電動力技術：環保、低成本、低干擾
……………………………………………………………………………………………………………………………………………………………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教授袁菁運用電動力整治技術（Electrokinetic Remediation，EK），將
待整治土壤倒入流質添加液（即電解質），插入中空不鏽鋼棒，再通電創造出 25 伏特（V）的直流電場，
重金屬物質便從陽極流向陰極，達成土壤復育目的。該設備建置約在新台幣 60 萬內並可使用 5 年以上，導
電用不鏽鋼棒可重複利用，每公噸土方的清理費用約在新台幣 1 萬元內，且造成的不便性降到最低，十分
具開發應用潛力。示範說明影片可見： http://youtu.be/FiCE6tvSUt4。
2013.03.23 高大 13 週年運動會 校長黃肇瑞：愈運動 愈健康 愈快樂 愈成功
……………………………………………………………………………………………………………………………………………………………
國立高雄大學舉辦 13 週年全校運動會，儘管艷陽高照仍不減師生熱情，各系所開幕進場時展現活力創意。
校長黃肇瑞勉勵師生不要吝惜汗水，並舉出規律運動讓人更聰明、更健康、更成功的好處，不單只是健康
強身，更能活化腦部、促進學習能力。
此外也再次表揚運動競技學系，新成立便榮獲全國大專棒球聯賽公開組二級亞軍。

2013.03.26 CPR + AED 急救訓練 把握黃金 5 分鐘搶回寶貴生命 盼籲：善心民眾廣捐 AED 一樣功德無量
……………………………………………………………………………………………………………………………………………………………
「請熟記『叫叫 CABD』口訣！」國立高雄大學舉辦全校性急救訓練，教導新版 CPR（心肺復甦術）操作步
驟，並搭配俗稱「傻瓜電擊器」的 AED（自動體外心臟去顫器）使用，挽救生命機會將大大提高。政府推動
公共場所廣設 AED 政策，主要是俗稱傻瓜電擊器的 AED 操作簡單，即便沒有急救訓練或經驗的民眾，只要
依照語音指示 5 個步驟、1 分鐘內就能為突發性心臟休止病患實施電擊，成功率達 9 成。
2013.04.09 前交大校長吳重雨演講：勇敢追逐夢想 培養跨界學習、溝通能力
……………………………………………………………………………………………………………………………………………………………
前交通大學校長吳重雨應邀出席國立高雄大學「卓越講座」談熱情、希望與夢想，鼓勵青年學子不要擔心未
來沒有機會，但必須隨時保有創造力，並勇敢追逐夢想、按部就班實現。另因為諾貝爾獎得主通常是 40 歲前
發表研究，但多在 60 歲才會獲獎表揚成就，吳重雨更強調養成終身且健康的生活習慣的必要性。

2013.04.16 學生第二宿舍動土 2014 年完工 新增 560 床 鏟子 產子好「孕」象徵 教授獲三胞胎 熱烈索取一空
…………………………………………………………………………………………………………………………………………………………………….
因應學生數成長的住宿需求，國立高雄大學舉行學生第二宿舍動土典禮，將興建地下 1 層、地上 6 層的鋼筋混凝
土構造建築，總樓地板面積達 9,940 平方公尺，預計 2014 年 9 月完工後可再增加 560 個床位。典禮上主管貴賓
動土所持的鏟子，音近「產子」而被視為福氣好兆頭，儀式開始前即被教職員預約一空。曾因此「受惠」的土木
與環境工程學系教授吳明淏，夫妻倆特地抱著三胞胎到場與同事分享喜氣與「孕」氣。
2013.04.22 高雄大學 南茂科技 簽署合作備忘錄 共同開發新技術 栽培潛力學生、畢業直接就業
……………………………………………………………………………………………………………………………………………………………
國立高雄大學學生畢業出路又多了項選擇！由校長黃肇瑞、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世杰代表雙方簽署產
學合作備忘錄，內容包括產學合作、共同指導及推動學生實習、人才培訓等多項措施，實習表現優秀學生畢業後
可望到南茂服務。黃校長表達歡迎與積極合作之意，強調南部學生純樸肯學、腳踏實地，高雄大學 9 屆、累積近
萬名的畢業生已陸續投入職場，在各行各業頗受好評，因此他相信南茂與高大合作絕對是明智的選擇。

2013.04.27 高雄大學 13 週年校慶 南茂科技 捐新台幣 200 萬、獎學金數十名 高市環保局 贈碳權抵碳排量
使活動更環保
……………………………………………………………………………………………………………………………………………………………
國立高雄大學舉行創校 13 週年校慶活動，慶祝大會上，校長黃肇瑞致詞表示，在全校師生齊心努力下，軟
硬體建設不斷成長，尤其爭取與政府部門、民間企業的多項合作案亦獲不錯成績，表達感謝之餘也勉勵持續
精進。南茂科技、日月光半導體、世豐螺絲、台灣保來得等多家與高雄大學建立產學合作實習的企業亦到場
祝賀，南茂科技董事長鄭世杰現場致贈兩樣「生日賀禮」，一是捐贈電機系、化材系各新台幣 100 萬元做為
研究獎勵經費，二是提供高大生獎助學金名額數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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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2 圖資館舊電腦再生 轉捐家扶中心做愛心 減少弱勢學童數位學習落差
………………………………………………………………………………………………………………………………………………………………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力行「惜福愛物再利用」精神，將已過使用年限、原本準備報廢的 20 台電腦主機
重新整理後，日前送至家扶基金會高雄北區家庭扶助中心，做為弱勢學童資訊學習使用。家扶中心主任魏宗
胤表示，各界捐贈的數量有限，每次都得採抽籤方式，曾看過中籤學童興奮到眼睛發直的模樣令他印象深
刻，除提醒自己要更努力募集外，也呼籲各界踴躍貢獻愛心。另外，若民眾有購買 5 年內、堪用想汰換的電
腦設備，可與高大圖資館聯絡協助處理，洽詢電話：（07）591-9000 轉 8742。
2013.05.07 高大生科營招生 探索澱粉粒奧秘 開辦 9 年 深獲高中生好評
………………………………………………………………………………………………………………………………………………………………
「吃麵或吃飯？」是多數民眾每日三餐的選項，進食後產生飽足感及熱量的關鍵是其中的澱粉成分，國立高
雄大學生命科學系於 7 月登場的生命科學營，將教導學員觀察澱粉粒產製過程與差異及食用之外的用途。其
他尚有 DIY 免澆水施肥的「瓶中蘭」、植物組織培養與無菌操作等多項課程內容，歡迎有興趣的（準）高中
生、準大學新鮮人參加，詳情請洽生科系（07）591-9406。另有宣傳片 http://youtu.be/gcJUAdSHCA。

2013.05.13 西語系大小英劇公演 人生過程是：乖舛不順？ 陰錯陽差？
…………………………………………………………………………………………………………………………………………………………
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舉辦大、小英劇公演，分別由大二演出描述乖舛人生的「WIL．LY」，以及
大一演出靈魂互換上錯身的校園愛情喜劇「A Beautiful Mess」，兩劇風格迥異，詳情請洽西語系辦公
室：（07）591-9253。

2013.05.20 運健休系推出芳香紓壓按摩 師生預約爆滿 系主任陳詢榮：痠痛商機潛力驚人
………………………………………………………………………………………………………………………………………………………………
「老師（同學）午安，今天要按肩頸還是背部？」國立高雄大學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學生培訓 1 學期後
「出師」，日前推出「芳香紓壓」服務，搭配精油按摩身體常見痠痛部位，深獲師生職員好評，各時段幾
乎場場額滿，已預約到學期結束，向隅者還頻頻詢問可否候補。歡迎有興趣民眾諮詢相關問題，可撥打：
（07）5919-000 轉 7712，此外高雄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亦邀請陳詢榮開辦「芳香調理與應用」課程，今年
7 月起上課，對象為一般民眾，詳情可洽（07）5919-000 轉 8513。

2013.05.29 高雄大學永續週 邀請民眾認識種子玩趣味遊戲 環保愛心義賣
………………………………………………………………………………………………………………………………………………………………
宣導愛護環境、尊重生命的理念也可以活潑有趣，國立高雄大學響應世界環境日，自下週起，舉辦一系列永
續週教育活動，永續週環境教育活動承辦人陳又菁表示，每年 6 月 5 日為聯合國世界環境日，高雄大學又以
環保節能的綠色校園著稱，因此歷年皆舉辦相關活動響應，讓民眾進校參觀遊玩之餘，順道進行環境教育，
喚起對周圍居住環境的關心重視。詳情可洽環安衛中心：（07）591-9073。

2013.06.05 創建系畢業展「綴」 文化中心至真堂展出 民眾青睞學生作品 開價 4 萬欲收藏
………………………………………………………………………………………………………………………………………………………
國立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舉辦畢業成果展，內容涵蓋傳統藝術如竹雕、玉石，及現代藝術如
電腦動畫、攝影、空間規畫等上百件作品，其中曾有看展民眾出價台幣 4 萬元欲收購，顯見作品精緻
程度，詳情可洽創建系辦：（07）591-9271。

2013.06.08 高雄大學第 10 屆畢業典禮 校長黃肇瑞勉勵：謙虛 合作 不放棄 寫信給 3 年後的自己或好友
莫忘初衷 珍惜情誼
………………………………………………………………………………………………………………………………………………………………
你想對 3 年後的自己或好友說些什麼？」國立高雄大學舉行畢業典禮，畢業生發起「樂高慢遞--寄封未來
信」活動，寫下壯志抱負、勉勵期許、畢業離情等文字，寄給自己或好友都可以，從中提醒莫忘初衷或珍惜
情誼。此外，校方也準備一口「幸福鐘」，讓畢業生輪流敲響，藉由鐘聲傳遞永遠幸福。校長黃肇瑞藉小故
事勉勵畢業生培養謙虛學習、團隊合作、永遠不要放棄的態度。高雄市市長陳菊亦到場為畢業生獻上祝福鼓
勵，受到師生熱烈歡迎，紛紛搶著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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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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ver59@nuk.edu.tw）
二、會員人數： 219 人（統計至 102 年 7 月止）
三、公告事項：
（一）103 年校友會會員大會及第 03 屆理監事預定於 1 月召開並改選！！請會員與校友撥冗參
加。
（二）102 年 3 月 30 日第二屆第 03 次會員大會時，邀請徐重仁董事長蒞校演講「培育人才‧打造
企業競爭力」。
（三）102 年中華民國國立高雄大學校友會獎助學金獲獎名單(共 20 位)：
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學號
A1011150
A1001714
A0991753
A0991728
A0981702
A0991261
A0971216
A0991533
A0991550
A0992103

姓名
黎璀穎
張玉婷
方靜雯
莊翌倩
嚴佳齡
武美君
蕭羽宣
陳喬筑
李玲儀
蔣佳融

序號
學號
系所
西洋語文學系(僑生)
11 A0982116
東亞語文學系
12 A0992254
13 A1013154
東亞語文學系
東亞語文學系
14 A1003321
東亞語文學系
15 A0983353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僑生) 16 A0984351
運動健康與休閒學系
17 A0986113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18 A1015132
創意設計與建築學系
19 A1015244
法律學系
20 A1005532

姓名
鍾欣錩
許雅雯
葉芝綾

系所
法律學系
政治法律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劉沛希

資訊管理學系

謝欣穎
梁哲亮
史宗修
洪健翔
蕭婷予
顏慶妤

資訊管理學系(僑生)
應用物理學系(僑生)
生命科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四、活動花絮： 102 年 3 月 30 日（週六）
（一）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 二 )徐重仁董事長專題演講

( 三 )聯誼餐會

頒發校友會獎學金

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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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討論

| 高大校友通訊 第七期 | 5 |

校友專欄
在澳洲工作的日子
郭國讚先生
（財經法律學系 95 年畢業校友）
2011 年 10 月，
我辭掉了台灣一個月 32k ／ 300 Hours 的補習班中階主管工作，
踏入了澳洲這個陌生的國家，
當起了基層的勞工，領著在澳洲稀鬆平常的週薪 1000 澳幣，與失去聯絡的國小同班同學相逢，在她移民到澳洲後
的 15 年，我們交往→結婚→定居澳洲。
請千萬不要認為你簽證辦一辦買張飛機票來澳洲就有工作。
（甚至還能遇到國小同學→你必須有跟我一樣的好
運氣。）
剛到澳洲的前兩星期我只吃吐司和牛奶，因為還沒找到工作，而澳洲什麼都很貴，就這些不需要太多加工的
東西便宜。(在澳洲的合法勞力工作平均有時薪 18~19 元，澳洲的麥當勞漢堡餐+大可樂+大薯條，9 元以內。有
工作的話，其實一點都不貴)
我曾經在內陸開夜車 100 公里，路上超過 200 隻袋鼠從我車子周圍跳過或是停在我正前方，看看我，然後
再跳走。
我曾經到過澳洲昆士蘭、新南威爾斯、維多利亞還有南澳這四個省，曾經不小心在荒野中不知不覺開到時
速 195 公里，曾經在 28 小時之內開車跑完可以環繞台灣 3 圈的距離，也曾為了要見當時還是女友的老婆，3000
公里來回，很幸運地我的瘋狂舉動感動了我太太。
我可以走到一個像國立高雄大學這麼大的鄰居家，摸摸他家的馬。上班上到一半可能會有牛羊跑來湊熱鬧，半
小時過後，農場主人才過來跟老闆打招呼，再把它們領回家。
澳洲真的很大。我是國立高大財經法律學系 95 級的畢業校友，學生自治會第四屆的會長，壘球校隊的隊
長，現在我是個澳洲的基層外籍勞工，每天下班都很累，但我快樂而充實。
如何在澳洲找工作？請先想像正常的情況，一位外國人來台灣打工度假，不會說中文，不會搭捷運公車，不
會開車，沒有任何專業技術，他在台灣可以從事怎樣的工作？
許多背包客朋友跟我們詢問關於工作的資訊，以下是非常經典，並且不停發生的對話：
背包客：請問在澳洲怎麼找工作？
我：你有車嗎？
背包客：沒有！
（澳洲面積有台灣的 214 倍，開車 50 公里通勤並不算遠）
我：你英文 OK 嗎？
背包客：不太好耶！
與附近鄰居家的馬
（澳洲－是一個講英文的國家）
我：你有澳洲的任何證照嗎？
背包客：沒有！
我：你肯去比較內陸的地方工作嗎？
背包客：我想待在都市！
（不同國家的一群背包客、英文優秀的留學生、還有 80%澳洲人都集中在都市）
背包客：但是我什麼都肯做！！我看網路上有人跟我狀況一樣，然後時薪 XX 以上…
我真的只能給他滿滿的祝福。
奇蹟是存在的，但我並不是神。
我有澳洲重型卡車、堆高機、還有山貓車駕照，而我的同事們幾乎都擁
有跟我一樣多或更多的證照。
把自己的條件準備好是自己的責任，這在哪個國家都一樣。不管月薪是
3 萬 5 萬，要不要投資自己？或要用怎樣的方式投資自己？是我們的自由和
我們的選擇。
親愛的學長姐學弟妹們，給自己一個機會，並且自己決定要不要把握它，
要離開溫暖的家，走出熟悉的台灣，進入陌生的國度，都需要很大的勇氣，
當你踏出第一步的時候你已經贏過一半的人了。
如果你要來澳洲，最好先有充足的準備，除了蒐集資訊之外，也先提
升自己的能力、體力，澳洲是個值得你親身體驗的國家。

我與太太 Emily

駕駛卡車 運送貨物

駕駛堆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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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報站
1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不動產經紀人員

2

中華航空公司 2013 年度聯合召募

3

海軍 102 年招考評價雇用人員

4

智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音效工程師

5

興勤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管理幹部

6

高雄縣勞動力援助人員職業工會行政會計

7

歐科企業有限公司實驗室品管助理

8

東換産業株式會社海外徵才

9

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工作人員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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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預告
活動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主辦單位

10/8（二）下午

校園徵才博覽會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資訊館 2 樓大廳 學生事務處、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詳細活動內容將公告於本校學務處網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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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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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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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

http://www.coe.nuk.edu.tw/down/archive.php?class=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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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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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室

http://acc.nuk.edu.tw/cht/0I/0I.asp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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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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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件及鋼鐵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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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心
※「高大校友通訊」各期電子報： http://nukaa.nuk.edu.tw/m7data/m7data.asp?activ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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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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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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7 日前聯繫校友會何小姐
（07-5919566，clover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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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3.06.18)
NO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額

NO

捐款人姓名

捐款金額

1

顧娜娜小姐

100,000

11

呂孟哲先生

12,000

2

顧娜娜小姐

100,000

12

許景森先生

12,000

3

李榮福先生

60,000

13

郭金惠小姐

12,000

4

杜淑慧小姐

30,000

14

陳淑惠小姐

10,000

5

高銘樹先生

30,000

15

刁金郎先生

10,000

6

呂孟哲先生

30,000

16

周文鈺小姐

6,000

7

許景森先生

20,000

17

鐘治世先生

6,000

8

顧娜娜小姐

12,000

18

謝武吉先生

3,000

9

高銘樹先生

12,000

19

蘇金樹先生

500

10

楊豐榮先生

12,000

20

鄧文冬先生

500

＊ 感謝以上學長姐對母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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