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快訊
主辦單位

產學營運處

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成 功 企 業 家 講 座 ： 發 現 設 計 2014 年 10 月 2 日
《甘丹‧不簡單》
10：00-12：00

中華民國智慧 翻轉教室！創業輔導新養成計 2014 年 10 月 9 日
榮譽再造協會 畫分享會
13：30

活動地點

相關連結

管理學院 M008 教室

活動報名公告

Changee Playground

活動報名公告

轉知中華民國智慧榮譽再造協會舉辦「翻轉教室！創業輔導新養成計畫分享會」，誠摯邀請您蒞臨指導。
轉知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技術合作處」，更名為「研究發展處」，函請本校師生周知。
轉知科技部來函修訂「科技部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通知『104 年度暫停「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之徵求』事宜。
轉知本案係科技部來函修正「科技部審查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學術科技研究及短期科技專業交流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通知訂定「科技部與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科技學術合作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通知訂定「科技部國防科技學術合作計畫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通知訂定「行科技部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修正「科技部辦理大陸人士參訪科學工業園區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修正「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修正「科技部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修正「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修正「科技部審查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學術科技研究及短期科技專業交流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來函「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出版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轉知科技部函送「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延續計畫補助作業要點」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傑出學者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轉知科技部來函修正「科技部傑出研究獎遴選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七點，並自即日生效。

轉知科技部公開徵求「104 年度奈米科技創新應用主軸計畫」，線上申請日自 103 年 11 月 3 日中午 12:00 止。
轉知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5 年臺灣與法國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日期自 104 年 3 月 20 日中午 12:00 止。
轉知科技部 104 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徵求公告，線上申請日自 103 年 10 月 16 日中午 12:00 止。
轉知科技部 2015 年（第九屆）「杜聰明獎」公開徵求提名，申請人須於 103 年 10 月 24 日中午 12 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轉知中央研究院「104 年度第 1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線上申請日自 103 年 10 月 15 日中午 12:00 止。
轉知 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舉辦有關生物學、醫學、農業之科技研習(討)會、傑出人才講座演講系列，函請本校師生踴躍申請。
轉知科技部公告 2015 年台菲(律賓)雙邊科技合作計畫書，線上申請日期自 103 年 11 月 24 日止。
農村再生社區文化及農事體驗遊程
「104 年健康管理存摺系統開發案」
行動式醫療資訊系統建置委外服務
「大樹休閒農業區─C.I.S 設計、產品包裝、宣導品及觀光摺頁設計製作」委託服務案
2015 年臺灣燈會-城市願景燈區花燈設計製作勞務採購案
103 年度社區農特產品包裝設計、加值、履歷
轉知科技部公開徵求 104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線上申請日期自 103 年 11 月 14 日(五)中午 12:00 止。
轉知科技部 104 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線上申請日期自 103 年 11 月 6 日中午 12:00 止。

轉知科技部來函 103 年度「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申請案，線上申請日期自 103 年 10 月 6 日中午 12:00 止。
轉知科技部 104 年度「歐盟奈米材料研究計畫」公開徵求計畫書，請查照轉知。
轉知科技部公開徵求臺灣與英國在生命科學領域之「國際夥伴關係建立暨交流計畫」與雙邊學術研討會，線上申請日期自 2014 年 103 年 11 月 12 日中午 12 點止。
轉知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5-2016 年度臺英(MOST-RS)雙邊科技合作人員交流計畫，線上申請日期自 2014 年 10 月 24 日中午 12 時止。

亞大黃正吉同學獲最佳論文獎！
慶祝亞洲大學進入「三個百大」大學！
亞洲大學名列英泰晤士報「三個百大」大學！
亞大學生組團赴大陸西南財經大學！
亞大與高雄中正高中簽訂策略聯盟！
蔡進發校長受邀擔任 IEEE 大會共同主席！
亞大參加兩岸產業經管暨會計信息研討會！

亞大參加兩岸產業經管暨會計信息研討會！
轉知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核能學會與國立嘉義大學能源與感測器中心共同舉辦『2014 年能源的趨勢發展與現況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雲林縣地方文化館文化生活圈「2014 地方文化館文化生活圈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光宇學校財團法人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舉辦「元培學報」第 21 期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朝陽科技大學舉辦「朝陽人文社會學刊」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辦理「澎湖研究第 14 屆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教育部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本(103)年 9 月 29 日辦理「2014 第一屆泛太平洋氣候變遷調適國際研討會」訊息。
轉知 台灣廚師聯盟舉辦「2014 年臺灣廚師節—餐飲教育論壇」，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與。
轉知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舉辦「2014 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料說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轉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辦「第五屆白沙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教育部來函轉知「歐盟展望 2020 新居禮夫人人才培育計畫」之參與度，委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召開說明會之活動訊息。
轉知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分別訂於 10 月 4 日(六)與醫療財團法人恩主公醫院、10 月 5 日(日)與臺中榮民總醫院共同舉辦「人體試驗講習班」，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 國立臺南大學辦理「2015 臺灣聽障教育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轉知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舉辦「獼猴健康與族群經營管理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加。
轉知大仁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學院《現代桃花源學刊》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舉辦 2014「佛教禪修傳統：比較與對話」國際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加。
轉知教育部轉知國立暨南大學將於 103 年 10 月 9 日辦理「自由經濟示範區─高教創新的機會與挑戰學術研討會」，敬請本校系所教師、業務主管人員等踴躍與會。
轉知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慈濟技術學院學報》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縣市教育力與教育發展」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國立臺南大學受教育部委託辦理「2014 年度提升中小學補救教學成效之理論與實務研討論壇」，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台南家專學校財團法人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辦理「生活服務產業跨領域智慧型自動化創新應用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敬邀 參加 2014 年 10 月 18 日「第二屆臺灣兩棲爬行動物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實踐大學舉辦「集結台北想像力，共創城市新價值─青年創業、城市治理、國際合作」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轉知國立政治大學舉辦「政大資管系 30 周年創系歡慶暨 2014 數位人文創新服務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蒙藏委員會 104 年補助國內外大學院校或學術機構學者專家從事蒙藏研究及講學案，自即日起至 103 年 9 月 30 日前備函送達蒙藏委員會。
轉知明志科技大學舉辦「電池與能源管理系統之可靠度工程國際論壇」，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轉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師大學報」第 37 期即日起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學報第十五期即日起徵稿，函請本校教師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臺南大學舉辦「2014 陳璸與臺灣廉政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轉知景文科技大學「景文學報」第二十五卷第一期即日起開始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大同大學【大同學報】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辦理「2014 代間健康促進資源整合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屏東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舉辦「2014 文化創意產業永續與前瞻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來文-104 年度舉辦國際型會議或展覽之大專院校均可申請補助，敬請 派員出席補助系統操作說明會
轉知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北商學報」自即日起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辦理 103 年「美感教育之創新教案設計」學術研討會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輔英科技大學「第四屆健康＋科技大小創意競賽」活動訊息，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報「運動中的倫理道德層面」特刊預定於 104 年 1 月出刊，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 2014 年國際奈米科學與技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技術學院舉辦「視聽文本融入『原住民族文化傳承教學』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大仁科技大學舉辦「大仁學報幸福學專刊」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屏東大學舉辦 2014 年動手做科學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舉辦「2014(第四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舉辦「103 年科技部醫學教育學門計畫成果討論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加。
轉知 教育部函轉修正後「客家委員會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作業要點」。
轉知 中原大學舉辦 2015 年第四屆「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中原大學舉辦 2015 年第五屆「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 2014 年國際奈米科學與技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臺灣觀光學院辦理「2014 東部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舉辦「2014 年科普論壇」，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加。
轉知 南臺科技大學「南臺學報」全年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舉辦 2014ISQM 及本學會 50 屆年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辦理「自由經濟示範區─高教創新的機會與挑戰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加 。
轉知 教育部公告之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合格名單（計 8 家），其合格效期延長至 103 年 12 月 31 日止。
轉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專題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南開科技大學「南開學報」全年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檢送本所「旅遊健康學刊」學術期刊徵稿訊息，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正修科技大學「正修學報」第 28 期即日起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教育部來函轉知客家委員會「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轉知 臺北醫學大學 103 年 8 月 26 日優良醫療器材 GCP 查核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轉知 崑山科技大學舉辦「2014 年第八屆優質家庭生活科技(u-Home)之關鍵技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臺北醫學大學與台灣粒線體醫學暨研究學會舉辦「第十一屆亞洲粒線體醫學暨研究學會 2014 國際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 國立中山大學舉辦「2014 台灣教育研究學會學術研討會-美感、創新及教育實踐」，歡迎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碩博士研究生踴躍參與及投稿。
轉知 ：「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作業要點」，業經大部於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11 日以臺教高（五）字第 1030109690B 號令修正發布乙份。
轉知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舉辦「103 年地方治理實務論壇」活動訊息。
轉知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第三屆教育創新暨十二年國教教育競爭力國際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 投稿。
轉知 致理技術學院舉辦「致理技術學院 50 周年校慶研討會-提昇學習成效之教與學」，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東華大學舉辦「2015 華山論見－教育碩士生論壇」，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樹德科技大學《樹德科技大學學報》第十七卷第一期自即日起開始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轉知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主辦之「科技管理博碩士論文獎、EMBA 論文獎」徵稿訊息，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教育部函學校執行相關計畫擬邀請國外學者來臺短期研究涉及人體或人類研究時，應依我國人體研究法等相關規定辦理，請 查照。
轉知 國立政治大學辦理「2014 創新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加。
轉知 教育部來函公告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神經及醫學研究中心「台灣成癮醫療臨床與研究訓練計畫」第 5 屆之招生活動訊息。
轉知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舉辦「區域與社會發展研究」期刊，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美和學校財團法人美和科技大學舉辦「美和學報」第三十四卷第一期即日起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
轉知 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2014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日期更動，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教育部來函轉知澳洲國家大學舉辦「臺灣：南方觀點」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舉辦「第 10 屆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臺南大學舉辦「台灣能源學會暨綠能電動車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報名參加。
轉知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舉辦臺東專科學報第四期徵稿截稿日期為 103 年 9 月 30 日（郵戳為憑），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臺南大學「藝術研究學報」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舉辦「宗教、人文與醫療」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臺南大學邀稿辦理「2014 教育高階論壇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核心素養的評量議題與教育發展」，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辦理「2014 教育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課程、教學與產學合作」徵文，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舉辦「2014 第一屆全人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南臺科技大學舉辦 2014 年國際奈米科學與技術研討會第二次公告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舉辦「2014 年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體育教學與休閒健康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中華民國能源經濟學會「103 年度優秀博、碩士論文獎徵選辦法」之徵稿訊息。
轉知中國醫藥大學舉辦「2014 科技部管理—學門成果發表會暨產業論壇」，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國立臺灣大學舉辦「2014 年第四屆兩岸歐盟研究論壇」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舉辦「2014 文化創意產業永續與前瞻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舉辦「2014 安全管理與工程技術國際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與參與。
轉知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承辦澎湖縣政府「第十三屆世界島嶼會議暨學術研討會」中文會議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科大學報」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南臺科技大學南台人文社會學報第十二期邀稿，至 103 年 9 月 15 日截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空中大學舉辦 2014 年「全方位成功」國際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健行學校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健行學報》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與日本名古屋大學合辦之「2014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ulture, Art and Li terature (ISCAL 2014) 國際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承辦澎湖縣政府「第十三屆世界島嶼會議暨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辦理 103 學度「提升高職教師有效教學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舉辦「第十三屆世界島嶼會議暨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係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辦理「第六屆全國紡織技術論文競賽」，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興國管理學院舉辦《興國學報》徵選稿件，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大仁科技大學[台灣親密關係研究學刊]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大華學校財團法人大華科技大學「2014 年技職通識創新教學研討會﹝二﹞」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大葉大學舉辦「2014 年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臺北大學舉辦「2014 e-Commerce, e-Administration, e-Society, e-Education, and e-Technology - Fall Session (e-CASE and e-Tech 2014 - Fall Session) 國際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育達科大學報》第三十九期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逢甲大學辦理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3 年度「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第二期計畫」計畫宣導說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加。
轉知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有關申請獎助金「博碩士認購(售)權證相關論文」獎助辦法，函請本校博碩士踴躍申請。

轉知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辦 2014 年「文化．創意．產業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教育部「太平洋鄰里協會 2014 年年會暨聯合會議」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大葉大學辦理「大葉大學 2014 教育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舉辦「2014 元祿亦論文與實作競賽」競賽，函請本校師生踴躍參與。
轉知 國立國父紀念館 103 年中山學術論文競賽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有關本局辦理「澎湖海洋文化研習營」活動
轉知 國立臺北大學舉辦「2014 Iniemational Symposium o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Fall Session (ISEP 2014－Fall Session) 國際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舉辦「2014 第五屆性別、藝術與文化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中州學校財團法人中州科技大學工學院舉辦《工程應用技術學刊》第三卷第一期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政治大學辦理「2014 創新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明新科技大學「明新學報」41 卷第 1 期自即日起徵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舉辦「2014 工程科技應用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臺南大學主辦「2014 清官陳璸與臺灣廉政學術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高等教育服務學習反思實踐與研究評量」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2014 全球教育論壇-教育革新與學生學習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摘要投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中華大學與中華萃思學會合辦之第七屆海峽兩岸創新方法(TRIZ)研討會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國立中山大學舉辦[以物觀物：臺灣、東亞與世界的互文脈絡國際學術研討會]，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新生學報>第十四期邀稿
轉知致理技術學院舉辦《致理學報》第 34 期邀稿
轉知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師大學報」第 36 期即日起徵稿
轉知 教育部日本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主辦「2014 年度撰寫碩士論文訪日經費資助」活動，函請本校師生踴躍申請。
轉知 國立中興大學《興大人文學報》53 期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轉知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南藝學報》邀稿，函請本校師生踴躍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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