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大六月校園活動
主題
「多元族群文化」研習
案

時間
107/06/04 (一)
14:00~16:00

地點
第一校區行政大樓
5 樓第 A523 會議室

主辦單位
人事室
黃怡珍
(07)601-1000#31708

相關資訊
(1) 報名截止日期:107/05/21~107/06/03
(2) 報名人數限 50 人
(3) 報名網址:
http://aais15.nkfust.edu.tw/web_signup/login.js
p?SNO=46208
(4) 全程參與活動不遲到早退並確實簽到退者，
核予終身學習時數 2 小時。

提升研發能量暨期刊論
文講座系列 2-學術倫理
負責任的研究行為

107/06/05(二)
14:30~17:40

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研究發展處學術服務組
黃佩嵐
(07) 381-4526#12712

(1)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7/06/04 止
(2)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
mv4uXz2-m3mQLsN-O5oEg2Dh_Io15yM7Um9C7FyCdqjsw/viewform
(3) 全程參與活動不遲到早退並確實簽到退者，將
發給學術倫理課程研習證書認證 3 時數。

萬花嬉春
(放映會+映後座談)

107/06/05 (二)
18:30~21:30

建工校區藝文中心

課外組
(07)381-4526
#12521~22525(建)
#18510(燕)

(1) 報名表單: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0
a33Cf6WhoeiIrxy16O8UbJSWOv4KtAQKPEYexU
maJAHBQ/viewform
(2) 影展皆免費入場，以上為影展報名表單是方
便社團統計人數，若沒有填寫當天依然可以
自由進場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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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親親鄰居～走讀典寶溪

時間
107/06/05(二)
12:10-14:00

地點
第一校區圖書館 1 樓
J124 遠距教學教室

主辦單位
圖書館
曾雅文
(07)601-1000 #31501

相關資訊
(1)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7/06/05 止，完成
報名且報到入場前 70 名提供中午餐點。
(2) 報名人數限 70 人
(3) 報名網址:
http://aais15.nkfust.edu.tw/web_signup/login.js
p?SNO=48169
(4) 本講座納入『圖書館自學武功擂台戰-積分大
作戰活動』。全程參加即可得積分。如欲查
詢所得積分，請由此網址進行查詢:
http://point.web.nkust.edu.tw/
(5) 積分喊價直播活動:於 107 年 6 月 19 日中午
12 點 10 分於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進行積
分喊價直播活動。詳情請參見:
https://www.facebook.com/NKFUSTLIB

學術倫理 負責任的研究 107/06/05(二)
行為
14:30~17:40

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研究發展處學術服務組
黃佩嵐
(07)381-4526#12712

(1)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7/06/04 止；
(2)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
mv4uXz2-m3mQLsN-O5oEg2Dh_Io15yM7Um9C7FyCdqjsw/viewform
(3) 全程參與活動不遲到早退並確實簽到退者，
將發給學術倫理課程研習證書認證 3 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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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相關資訊

「遺落在海的記憶」
何佳真創作個展

107/06/06(三)~
107/06/29(五)
10：00-17：00

楠梓校區藝文中心

藝文中心
林芝羽
(07)361-7141#23293

(1) 茶會：107/06/13(三)下午 14：30。
(2) 週六、日及國定假日休館。

106-2 學期教學專業成
長活動—「教師海外培
訓分享會」

107/06/07(四)
12：00-15：00

第一校區行政大樓
5 樓第 A523 會議室

教學服務組
張家瑜
(07)601-1000#31132

(1) 報名截止日期:107/05/10~107/06/04
(2) 報名人數限 60 人
(3) 報名網址：
http://aais15.nkfust.edu.tw/web_signup/login.js
p?SNO=47149
(4) 完成線上報名前 60 位，並現場簽到者，提
供便當一份。

說話表達的藝術(技藝)
說到人的心坎裡

107/06/08(五)
10:00~17:00

建工校區東 201 教室

語文中心
周千慈
(07)381-4526#12342

(1)報名人數限 30 人
(2)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7/06/01 止
(3)報名網址:
http://active.kuas.edu.tw/EPortfolio/Activity/Activit
y.aspx?QS=QS&ActId=9855
(4)課程總時數 6 小時、認證微學分數 0.3 學分。
(5)本課程視同正式上課，授予學分數，請同學務
必出席。

「環保問題面面觀」演

107/06/08(五)

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環境安全衛生中心

(1)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7/06/08 止

講

14:30~16:30

地下室國際會議廳

張曉華
(07)601-1000#31802

(2) 報名網址：https://goo.gl/wfL3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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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程參與者核給終身學習時數 2 小時。

主題
107 年度「創新創業計
畫」（U-start）熱烈徵
件

時間
即日起至
107/06/08(五)
17:00 止

地點

主辦單位

相關資訊

第一校區：工學院地
下一樓 創新育成中心
辦公室 F025-A

第一校區：(07)6011000
陳彥妃#31433
faychen@nkfust.edu.tw
尤郁茹#31434
yuyuju30@nkfust.edu.tw

(1) 申請對象：創業團隊至少 3 人組成，其中應
有 2/3 以上（無條件進位）成員為近 5 學年
度（應屆及前 4 學年度，即 102 至 106 學年
度）畢業生或大專校院在校生（含學士及碩
博士），其餘團隊成員可為社會人士或取得
居留簽證之外籍人士。每人以參與一組團隊
為限。各團隊之代表人應為近 5 學年度畢業

楠梓校區: (07)361-7141
賴柏吟#22325
bylai@webmail.nkmu.ed
u.tw

生(學士學歷以上者）或大專校院在校生，詳
細規範請參閱申請須知。(申請前之團隊成員
若於計畫執行期間須服兵役者，將不符申請
資格，無法算入團隊成員！)
(2) 應備文件:「育成輔導計畫書」與「創業營運
計畫書」各一份。
(3) 「創業營運計畫書」應檢附以下於計畫書內

楠梓校區：行政大樓
4 樓 研究發展處辦公
室
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3 樓 創新育成中心辦
公室

建工校區: (07)381-4526
吳培甄#13851
startuphub@kuas.edu.tw
董芷瑜#12750
incub@kuas.edu.tw

看電子書填問卷抽大獎

即日起至
107/06/10(日)

建工校區圖書館
黃泓穎
(07)381-4526#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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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計畫申請表及電子檔 1 份
創業團隊成員基本資料
創業團隊補助經費支用計畫表
個人全職投入計畫切結書(正本 1 份)
創業團隊計畫提案切結書(正本 1 份)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正
本 1 份)

(1) 活動網址: http://taebc.lib.ntnu.edu.tw/college
(2) 每人限填一份問卷，完整填答者可參加抽
獎。

主題
擁抱大高雄～走讀美濃

時間
107/06/12(二)
12:10-14:00

地點
第一校區圖書館 1 樓
J124 遠距教學教室

主辦單位
圖書館
曾雅文
(07)601-1000 #31501

相關資訊
(1) 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07/06/05 止，完成
報名且報到入場前 70 名提供中午餐點。
(2) 報名人數限 70 人
(3) 報名網址:
http://aais15.nkfust.edu.tw/web_signup/login.js
p?SNO=48170
(4) 本講座納入『圖書館自學武功擂台戰-積分大
作戰活動』。全程參加即可得積分。積分大
作戰活動如欲查詢所得積分，請由此網址進
行查詢: http://point.web.nkust.edu.tw/
(5) 積分喊價直播活動:於 107 年 6 月 19 日中午
12 點 10 分於圖書館臉書粉絲專頁，進行積
分喊價直播活動。詳情請參見:
https://www.facebook.com/NKFUSTLIB

建工、燕巢校區捐血活
動開跑~

建工校區：
107/6/12~14
(二~四)
10:10-17:40
燕巢校區：
107/6/13 (三)

建工校區：活動中心
前

10:30~14:30、
14:30~17:30

燕巢管一大樓旁廣場
14:30~17:30

燕巢校區:
燕巢宿舍前廣場
10:30~14:30、

學務處衛保組
林智莉
(07)381-4526
#12531、12532(建)
石佩瑤
(07)381-4526
#18535(燕)

(1)請記得攜帶身分證正本。
(2)請勿空腹、前一晚勿熬夜，至少睡足 6 小時。
(3)年齡需 17 歲以上及 65 歲以下。
(4)體重女性需 45 公斤以上、男性需 50 公斤以
上。
(5)空窗期檢驗不出愛滋帶原，請勿利用捐血來檢
驗愛滋。(免費匿名愛滋篩檢專線 0800888995)
(6)為鼓勵熱血助人，學生實際捐血者將予敘獎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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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校園愛心捐血活動

旅遊台灣「書的身分
證」藏書票工作坊

時間
107/06/13(三)~
107/06/14(四)
10:00-17:30

107/06/14(四)
13:00-17:00

地點
楠梓校區活動中心旁
文化走廊

高科大燕巢校區圖書
館 2F 主題圖書展示
區

主辦單位
學務處衛保組
王雪吟
(07)361-7141#22086

圖書館
曾姿鳳
(07)381-4526#18713
E-mail :
ckeird@nkust.edu.tw

相關資訊
(1)請記得攜帶身分證正本。
(2)請勿空腹、前一晚勿熬夜，至少睡足 6 小時。
(3)年齡需 17 歲以上及 65 歲以下。
(4)體重女性需 45 公斤以上、男性需 50 公斤以
上。
(5)空窗期檢驗不出愛滋帶原，請勿利用捐血來檢
驗愛滋。(免費匿名愛滋篩檢專線 0800888995)
(6)為鼓勵熱血助人，學生實際捐血者將予敘獎獎
勵。
(1) 報名人數限 30 人，教職員師生:22 名，社區
民眾 8 名。
(2)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
UzgGbZi6Aq3TYXXLsA4ELhULQEINuP7LrU3EzfXuO4P6i
A/viewform
(3) 待審核通過後才算報名成功，查詢報名狀況
https://goo.gl/w1UjWP

上臺聲音從釋放到綻放

107/06/15(五)
10:00~17:00

建工校區東 201 教室

語文中心
周千慈
(07)381-4526#12342

(1)報名人數限 30 人。報名截止日期：06/08 止
(2)報名網址:
http://active.kuas.edu.tw/EPortfolio/Activity/Acti
vity.aspx?QS=QS&ActId=9856
(3)課程總時數 6 小時、認證微學分數 0.3 學分。
(4)本課程視同正式上課，授予學分數，請同學務
必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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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
107/06/16(六)

時間

地點

08:30~09:40

建工校區/中正堂

全體博士班

http://www.kuas.edu.tw/files/40-

10:00~12:00

楠梓校區/體育館

管理學院、海洋工程學院、水圈學院、海事
學院

1000-361-1.php

10:00~12:00
13:00~14:30

主辦單位

相關資訊

工學院
建工校區/中正堂

14:50~16:20

管理學院
電資學院、人文社會學院

14:30~17:00

第一校區/體育館

工學院、電資學院、管理學院、財金學院、
外語學院

16:40~18:00

建工校區/中正堂

進修學院
水圈學院
鐘雅雯

2018 水圈學院學生實務 107/05/28(一)~
專題競賽海報展
107/09/28(五)

楠梓校區厚生樓
1 樓川堂

(07)361-7141#23552

7

配合學院第十一屆學生實務專題競賽系列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