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點新聞

拼薪袋月—北教大 110年度實習暨就業博覽會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由本校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主辦之「拼薪袋月－北教大 110年度
實習暨就業博覽會」，已在 3月 30
日（二）於籃球場圓滿結束。本次活

動邀集 27間企業，總計約 600個實
習、工讀或正職職缺，企業帶來的職

務包含教育師資、美術設計、出版編

輯、管理幕僚、網路資訊⋯⋯等類

型，瞄準本校優秀人才，積極招募新

血。此外，現場還邀請 Taaze讀冊生
活、誠品集團、ITI外貿協會培訓中
心進行企業說明會，讓學生更深入了

解企業文化、用人需求及市場脈動。

本活動特別邀請到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游淑

真處長親臨現場，當天亦吸引 421人次求職者踴
躍參與，不僅可至各企業展位現場投遞履歷、參

加企業說明會，亦有政府部門設攤提供求職服

務，現場還舉辦三階段抽獎活動，最大獎為最受

學生歡迎的 Switch。
為了協助即將進入職場的新鮮人做好萬全

的準備，事前於 3月 2日（二）至 3月 23日
（二）間舉辦求職準備講座，包含中文／英文履

歷撰寫、面試指導、職涯諮詢等活動，希望讓還

在就學的學生及早做好求職準備，具備就業競爭

力。

根據主計處公布的統計資料，今年 2月的
失業率較前一個月上升了 0.04個百分點，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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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臺北市就業服務處游淑真處長、本校陳慶和校長、

張郁雯副校長、陳錦芬處長共同揭幕。

 ▲睽違 5年，本校重啟實習暨就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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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組別失業率觀察，高失業率仍集中於青少年，

由此顯示就業市場受疫情影響，企業徵才的需求

仍趨於保守，但本校的校友表現依然受到業界肯

定，依據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本校就業率高

達 96.5%，校友中除了有 60.3%投身教職及公職
外，另外亦有 39.7%進入民間企業。

本校陳校長慶和表示：本校是教育、數理

科技、整合創新之特色綜合型大學，但仍舊是師

資培育的龍頭，校友在文教產業任職的表現十分

優秀，此次實習暨就業博覽會有接近半數的企業

屬於文教領域；此外，本校在藝文、數理、科

技⋯⋯等領域的表現也相當亮眼，因此，邀請了

「文教」、「科技」、「生活服務」等領域共

27家企業前來徵才，提供雙向媒合機會，讓同
學有更多元的選擇，也讓企業覓得優秀人才。同

時感謝各企業給予本校同學機會，期待學生都能

發揮所長，順利銜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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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習暨就業博覽會廠商積極招攬本校優秀人才。

 ▲拼薪袋月，同學們努力替自己爭取薪水袋。

 ▲ TAAZE讀冊生活
張天立董事長分

享企業理念。

 ▲摸彩時刻，究竟幸運之神會眷顧誰家呢？大家都非常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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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光節能減碳—教師專業成長參訪活動

◎秘書室

本校於 110年 5月 7日（五）舉辦「教師
專業成長∼億光節能減碳」參訪活動。由本校陳

慶和校長帶領校內一級主管蒞臨億光電子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參訪，感謝葉寅夫董事長和夫人聲樂

家簡文秀教授帶領億光團隊安排簡報介紹億光

電子，並實際帶領我們參觀 EVERLIGHT展示
間，透過葉董事長專業的實務導覽，讓我們對

LED產業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億光電子以超過三十九年以上於 LED產業

的深厚實力，整合專業研發、業務及市場團隊，

以客戶需求為導向，就其各種不同的應用提供完

整全方位的解決方案，在億光電子樹林總部的展

示間內可以看到包括照明元件、UV元件、植物
燈 LED、閃光燈 LED、小間距 LED顯示屏、插
件式 LED、數位顯示 LED、發光／受光元件、
光感元件及光耦合器等。億光多年來以「同心協

力、勇往直前、奮戰不懈」的精神為理念，已在

 ▲億光電子董事長夫人為本校傑出校友聲樂家簡文秀教

授，於當天簡報會中致歡迎詞。

 ▲億光電子為全球 LED產業前三大廠之一，總公司大廳
天花板上別緻的智控藝術造型燈引起參觀師長的駐足觀

賞。

 ▲本校參觀師長聆聽億光同仁（右）介紹道路照明應用領

域，結合最新資通技術，為客戶打造最聰明便利且品質完

美的全系列照明解決方案。

 ▲億光葉寅夫董事長（右一）親自為陳慶和校長

（右二）及參觀師長介紹車用頭燈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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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光電子董事長夫 為本校傑出校友聲樂家簡文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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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LED市場佔有率位居前三大的成績，億光
將繼續開發更多元應用的 LED產品並致力於推
廣「智能、環保、節能、健康」。

本校在 2013年接受億光電子捐贈圖書館
全館照明設備，圖書館全部照明工程換裝節能

LED燈具共計 3,712盞（顆），圖書館用電（不
含空調設備）一個月時間節電 8,292度，照度也
由原 400（LUX）提升為 700（LUX）。此次，

陳校長特別帶領大家實際到樹林億光電子總部參

觀，期望同仁不僅能提升節能減碳的知能，同時

也能了解企業的實際運作。最後，很感謝億光葉

寅夫董事長、夫人簡文秀聲樂家及行政團隊熱

情專業的招待，並期待在校園內可再看到億光

LED的產品，幫助國北教大節能減碳、永續經
營發展。

科學亮起來—2021國北科學週
◎理學院

理學院為了提升學生對科技的

靈敏度與適應力，首次結合「AI科
技與數學教育、自然科學、體育、

資訊應用、數位設計」等五大領域

亮點，於 5月份辦理「2021國北科
學週 科學亮起來」，活動規劃分
為四大主軸，包括「舞動科學、夢

想新世紀、科學星光之夜、科技領

航」，由本院率領各學系，及各學

系系學會共同籌畫。

「舞動科學」開幕式於 5月 4日（二）中午於本校篤行
樓 1樓盛大舉行，由臺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系念裕祥副教授
率領舞龍舞獅團隊，以激昂的鼓樂帶來開場，而後接續由本

校有「扯鈴達人」之稱的體育系鄭湧蒼同學帶來的「扯鈴嘉年

華」，及本校音樂系張育瑞同學、陳沛梧同學、北藝大音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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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師長於參訪後與億

光葉寅夫董事長及聲樂

家簡文秀教授伉儷合

影。（前排右二至左二

依序為聲樂家簡文秀教

授、葉寅夫董事長、本

校陳慶和校長、張郁雯

副校長）

 ▲開幕式高潮—敲鑼儀式。（左至右：巴白山教務長、陳慶和校長、

翁梓林院長、蔡葉榮學務長）

 ▲開幕式—舞龍舞獅團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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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謙量等同學的「音樂組曲表演」精彩演出後，

最後由本校陳慶和校長、巴白山教務長、蔡葉榮

學務長與翁梓林院長一同敲鑼，為國北科學週正

式揭開序幕，展開一系列精彩活動。

接著，「夢想新世紀」五系聯合策展，與

開幕式同時開展，5月 4日（二）至 7日（五）
為本院體育系 110級「運動 Follow me」體育表

演成果展，本次邀請專門策展設計師田子平、

康兆宗，規劃出流動觀賞的展覽形式，搭配燈

光、攝影、投影、電視播放等動、靜態穿插展

覽，重現「運動 Follow me」體育表演會之精彩
片段。5月 11日（二）、12日（三）為本院四
系聯展，有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AI科技教育
展」、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科學玩很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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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系策展—康兆宗設計師為師長們解說。

 ▲開幕式—扯鈴表演。

 ▲四系聯展—5／12復興小學學生參觀與體驗自然系
全中平老師所研發之「空氣砲」。

 ▲體育系策展—學生參觀策展。

 ▲開幕式—音樂組曲表演。

 ▲四系聯展—金克杰老師親自示範操作機器人，乘坐

者為本校附小祝勤捷校長。

育系策 學 參 策體育系策展 康 宗 計師 師長 解

系聯展聯 金克 老師 自 範範範 作機機機 乘／ 學學學學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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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系「資訊應用展」，以及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被數位設計」，結合各系領域專業成果，每學

系均規劃了 3∼5個策展主題，藉由作品展示、
導覽解說、互動問答與體驗等展覽模式，宣傳與

展現出各系亮點特色，並在四系聯展期間，特別

邀請本校創新科技自造中心金克杰老師展示互動

機器人表演，該機器人可遙控操作，發射球彈，

並可容納一位成人乘坐，酷炫程度尤為吸睛。

5 月 11 日（二）舉辦的「科學星光之

夜—刻在理心底的名字」是由本院五系系學

會聯合規劃的「個人歌唱、團體才藝分組 PK
賽」，從賽前的企劃書撰寫、賽制規劃、宣傳管

道、舞臺表演等，均由同學獨立完成，藉以提升

學生舉辦活動的經驗與能力，活動當天，參賽選

手們十分賣力的表演，讓臺下的歡呼聲及掌聲不

曾間斷，也讓師長、同學們看得意猶未盡，透過

活動讓本院學生有更多交流的機會，並提供學生

更多元豐富的校園成長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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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系聯展—自然系科學玩很大－椪糖 DIY體驗。

 ▲四系聯展—數資系同學解說作品。

 ▲四系聯展—資科系學生解說。

 ▲四系聯展—數位系的作品展示

 ▲科學講座—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元素週期表。  ▲科學講座—無人機自主飛行與精確著陸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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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領航」為本院各系所舉

辦的科學講座活動，各系專業領域

不同，所規劃的講座性質也有所差

異，但都是時下最熱門，最有助於

學生成長的議題。

「2021國北科學週 科學亮起
來」已圓滿落幕，希望透過上述

「四大主軸」的精彩活動，呈現本

院各系所亮點。感謝這半年來共同

籌備規劃的師生同仁，因為大家的

努力，更能拓展本院的能見度，相

信科學一定可以「亮」起來！

賀！本校進入 2021「天下 USR大學公民調查」排行榜！
◎秘書室

2021年「天下 USR大學公民」調查結果於
110年 5月 3日出爐，本校獲公立一般中型大學
的排行榜第 5名！

全球各大學紛紛邁開 SDGs（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步伐，「永續」成為決定今年排名的最

重要關鍵字。

本校進入排行榜，顯示肯定本校善盡大學

社會責任及推動永續發展的努力。

 █ 相關報導連結網址：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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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之夜—

選手表演。

 
▲

星光之夜—

師長同學合

影。
 
▲

星光之夜—

選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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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校於 2021年《遠見雜誌》調查
「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文法商大學排名第 11名
◎秘書室

《遠見雜誌》「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110
年 6月 29日公布 2021年最新調查結果，本校於
文法商大學前 30強中排名第 11名，較去年（第
16名）大幅躍升 5名。

新聞來源：頂大排名洗牌！遠見最佳大學

排行：陽明交大「醫工聯手」空降亞軍 | 遠見編
輯部 | 遠見雜誌 （gvm.com.tw）

賀！本校榮獲「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學位論文開放獎」
公立大學組第 2名
◎圖書館

本校辦學佳績頻傳，日前榮

獲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

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學位
論文開放獎—全文被下載率」公

立大學組第 2名。
國圖長期致力於臺灣重要學

術資源之保存與傳播，建置「臺灣

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臺

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

庫」及「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等重要資料庫，並利用截至 109年
底的資料庫數據分析，呈現學位論

文、期刊及專書等臺灣學術資源利

用情形，以及近年受到關注的研究

主題。

近年來本校在國圖舉辦的「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接連

榮獲「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多項評比佳績。今（2021）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共分五

大獎項，其中，國圖以各校歷年授權電子全文在 109年被下載的總
次數、各校歷年電子全文授權總數進行分析排名，本校榮獲 110年
「學位論文開放獎—全文被下載率」公立大學組第 2名。

本校在校長、全體師生及行政人員齊心努力下，研究質量不斷

精進，不僅提升本校影響力，也善盡學術研究與傳播的職責，深獲

各界肯定。

 █ 110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訊息：
https://www.ncl.edu.tw/information_236_121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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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由圖書館代表出席領獎後、孫劍秋館長（左）獻獎予學校，

陳慶和校長（右）代表接受。

 ▲本校榮獲「110年臺灣學術
資源影響力—學位論文開

放獎」公立大學組第 2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