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跨科際師資培育計畫 

徵才徵件活動辦法說明 

一、 活動主旨： 

21 世紀的高等教育除了專業與通識的目標，還需要培養大專院校師生發現、關心、解決

社會及全球問題的心志與能力。因此，教育部提出社會(Society)、人文(Humanity)、科學(Science) 

SHS 跨科際教育的理念，而中興大學環保防災中心更據此執行「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跨科際師資培育」(以下簡稱本計畫)，並成立跨科際教師培育計畫執行辦公室。 

跨科際的內涵相對於多領域和界領域，特別強調必須由不同的觀點、專業，包括不同學門、

研究領域、社群成員或政、商、管理策略共謀解決的在地、全球或時事議題。跨科際教育之所

指正是當前教育所欠缺的，而須增進的質素。本計畫除以推動跨科際教育內涵為主外，亦規劃

學生發展社會、人文、科學跨科際學習，同時訴求於深度聽、說、讀、寫的發表溝通行動學習，

而舉辦徵才徵件活動，第一屆主題”尋找 Mr. SHS”、第二屆”創意 SHS(She and He Sharing 

ideas)”、第三屆”看見 SHS(See, Hear, Speak)”，而第四屆”傳播 SHS(Spread Hopeful Stories)”

徵件活動將延續前三年之主題，提供學生發聲的平臺。藉由徵才徵件活動，輔以行動或問題解

決導向的實作，並將舉辦徵才徵件成果展，擴大募集對跨科際有興趣之大專院校教師參與。以

實際的行動，與學生進行互動，並培養學生跨科際思考、溝通及解決問題的能力，於此舞臺中

展現。 

 

二、 作品主題： 

104 年度議題需為跨科際問題(亦即為當今重要的問題)，且需於作品中呈現「具體之重要

問題描述」→「根因分析(剖析問題及形成問題之原因)」→「尋求可能的解決方案」→「方案

於實行上，有何限制」。題目設定除可參考本計畫課程平臺之「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

我們所面對之六個最重要的問題」，亦可參閱相關跨科際問題(與計畫)自行設計(但需獲得本計

畫同意)，同學可依此上述問題自由發揮創意創作，茲條列所面對之六個最重要問題如下： 

(一) 社會創新與永續發展問題 

(二) 自然資源枯竭與合理使用問題 

(三) 永續環境 

(四) 自然生態 

(五) 極端氣候及防救災 

(六) 糧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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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加對象：全國大專校院學生(含研究生) 

四、 參賽類別： 

(一) 菁英小組分為二類：A 影片類、B 專題類 

(二) 一般小組分為四類：A 影片類、B 專題類、C 創作類、D 攝影類 

※ 注意：菁英小組僅有 A 影片類、B 專題類，需依本計畫之要求，繳交徵選資料。 

         報名菁英小組，經過篩選核定，可獲得工作執行費！ 

五、 活動期程： 

六、 徵選規格與說明： 

(一) 參與 A 影片類、B 專題類之學生限團體參賽，皆需有一位(或以上)指導老師，且至少

有一位於 104 學年度開學後仍為學生身分。 

(二) 參與 C 創作類、D 攝影類之學生限個人參賽，需於 104 學年度開學仍為學生身分。 

(三) 參賽同學需簽署授權同意書，並確認作品未重覆投遞參賽或侵犯他人著作權。 

(四) 凡參與各類別之投稿之作品需同意無償供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及國立中興

大學複製、後製成各式檔案與文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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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檔案格式命名原則：[繳交日期]-[類別]-[姓名]-[手機電話]。以影片類為例，檔名即為

「1040915-影片類-王小華-0912345678」。 (若為團體組，請填寫組長姓名即可) 

(六) 徵才徵件繳交物件說明：(詳情見附件一) (欲報名菁英小組之繳件資料請見附件二) 

A. 影片類：需繳交 影片檔、海報電子檔、創作意涵 

i. 影片檔(.mp4)規格 NTSC, H.264，1920hX1080v，29.97fps 片長 3~5 分鐘以

內(需為未曾發表之作品，影片輸出時請確認格式)－影片音樂使用辦法請參

照「創意 CC」之使用辦法。 

    注意:僅用照片串連並不算影片，亦不納入徵選範圍內。 

ii. 海報電子檔 A1 尺寸直式(.tif, .png, .ai, .psd)，解析度設為至少設定 300 以上

－具體呈現作品概念與意像於成果展時，展示之用。 

iii. 提供創作意涵 WORD 檔，說明作品主題及作品與跨科際之相關性，字數不

得超過 500 字，供成果展示用。 

iv. 影片內容設計，請符合本計畫之規定，需包含下列字樣。 

片頭：學校、系級、指導教師 

      監製：國立中興大學環保防災中心 

片尾：{致謝}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跨科際師資培育 

       國立中興大學環保防災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環境學分學程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SHS.NCHU 

B. 專題類：需繳交 專題報告書、海報電子檔、創作意涵 

i. 請至官網下載專題報告書 WORD(.doc)(附件三)，請依所需內容填寫。若規

格/格式不符，恕不受理。 

ii. 海報電子檔 A1 尺寸直式(.tif, .png, .ai, .psd)，解析度設為至少設定 300 以上

－具體呈現作品概念與意像於成果展時，展示之用。 

iii. 創作意涵 WORD 檔，說明作品主題及作品與跨科際之相關性，字數不得超

過 500 字，供成果展示用。 

C. 創作類：需繳交 作品電子檔、創作意涵 

i. 海報、水彩、蠟筆、油畫、剪貼或四格漫畫均可，作品需交付數位檔案(檔

案格式.jpg, .png, .gif, .tif, .ai, .psd)，電子檔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 以上。 

ii. 設計內容須含文字，字數不得超過 6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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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創作意涵 WORD 檔，說明作品主題及作品與跨科際之相關性，字數不得超

過 200 字，供成果展示用。 

D. 攝影類：需繳交 相片電子檔、創作意涵 

i. 電子檔(檔案格式 .jpg, .tif) 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 以上，不得有任何文字於相

片中。 

ii. 無任何攝影軟體 App 限制、無任何軟體 App 濾鏡以及攝影硬體配件限制，

彩色、黑白影像皆可。 

iii. 創作意涵 WORD 檔，說明作品主題及作品與跨科際之相關性，字數不得超

過 200 字， 供成果展示用。 

七、 獎勵辦法： 

(一) 工作執行費 

菁英小組-A 影片類每隊可獲 8000 元、菁英小組-B 專題類每隊可獲 4000 元之工

作執行費 (依菁英小組參加辦法辦理)菁英小組 A、B 類各錄取 6 隊，入選隊伍將

於 7/29 (三)12:00(暫定)公布於 SHS 粉絲專頁”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跨

科際師資培育”。https://www.facebook.com/SHS.NCHU 

(二)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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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類前三名隊伍將有機會參與臺中與臺北成果展。 

(四) 評選方式為創意構想 50%、作品完整度與議題關聯性 50%。 

八、 注意事項 

(一) 菁英小組活動報名請於 104 年 7 月 21 日(二)17：00 前將 

報名表及授權書書面紙本乙份 -寄至或繳交至中興大學環保防災中心(舊理工大

樓 101 室) 

徵選資料電子檔乙份-寄至 shs.bravo@gmail.com 

收件地址:402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 

聯絡方式: 04-22840868/彭小姐 

(二) 所有參賽完成作品請於 104 年 9 月 30 日(三)17：00 前將電子檔乙份-寄至

shs.bravo@gmail.com。 

(三) 作品獲獎公告：104 年 10 月 21 日(三)(暫定)公布於官網與粉絲專頁，領獎方式由

本計畫另以 電子郵件通知。 

(四) 本計畫保留修改活動與獎項細節的權利，無須事前通知，並有權對活動所有事宜

作出解釋或裁決。 

(五) 跨校組隊者，領獎人務必親自參與成果展活動，並配合本計畫核實報支工作執行

費，若中途棄權或未依規定繳交作品，則須無異議繳回本計畫已支付之工作執行

費，若違反規定未繳回，以致訴訟產生，同意以本計畫所在地轄區之法院做為訴

訟地。 

(六) 本次活動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技術或其他不可歸責於本計畫之事由，而使參

與本活動者所登錄之資料無法辨識或毀損所導致資料無效之情況，本計畫不負任

何法律責任，參加者與得獎者亦不得異議。 

(七) 本活動說明載明於活動網頁中，參加者有遵守之義務，如有未遵守或有其他舞弊

之行為者，本計畫有拒絕其參加之資格。本計畫如因此受到損害，得依法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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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跨科際師資培育 

徵才徵件繳交物件說明 

※ 欲報名菁英小組徵選資料請另參閱附件二。 

 
 

繳交物件說明 

1. 海報電子檔 
請提供 A1 尺寸(直式) (.tif, .png, .ai, .psd)，解析度設為至少設定

300 以上－具體呈現作品概念與意像於成果展時，展示之用。 
圖示說明 

  
 
 
 
 
 
 
 
 
 

附件一 

請自行創作 

但需以”直式”設計 

尺寸 A1 

解析度 300dpi 以上 

副檔名(.tif, .png, .ai, .psd) 



2. 影片檔規格 
(.mov, .mp4)規格 NTSC, H.264，1920hX1080v，29.97fps 片長 3~5
分鐘以內(需為未曾發表之作品，影片輸出時請確認格式)－影片

音樂使用辦法請參照 「創意 CC」之使用辦法。 
注意:僅用照片串連並不算影片，亦不納入徵選範圍內。 
 

3. 創作意涵 
提供創作意涵 WORD 檔，說明作品主題及作品與跨科際相關資

訊，供成果展示用。 
影片類：不得超過 500 字 
專題類：不得超過 500 字 
創作類：不得超過 200 字 
攝影類：不得超過 200 字 

 
4. 創作類電子檔 

海報、水彩、蠟筆、油畫、剪貼或四格漫畫均可，作品需交付數

位檔案(檔案格式.jpg, .png, .gif. .tif, .ai, .psd)，電子檔解析度至少

為 300dpi 以上。設計內容須含文字，字數不得超過 60 字。 
 
5. 攝影類電子檔 

電子檔(檔案格式 .jpg, .tif)解析度至少為 300dpi 以上，不得有任

何文字於相片中。無任何攝影軟體 App 限制、無任何軟體 App 
濾鏡以及攝影硬體配件限制，彩色、黑白影像皆可。 

 
 
 以上資料，請於 9/30(三)前寄至 shs.bravo@gmail.com。 
 檔案格式命名原則：[繳交日期]-[類別]-[姓名]-[手機電話]。以影

片類為例，檔名即為「1040915-影片-王小華-0912345678」。 (若
為團體組，請填寫組長姓名即可) 

 

mailto:%E5%89%8D%E5%AF%84%E8%87%B3shs.bravo@gmail.com


2015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跨科際師資培育 

菁英小組參加辦法說明 

 

附件二 



徵選資料規格說明： 

A. 影片類： 

i. 創作意涵：請提供 WORD 檔，說明作品主題及作品與跨科際 

          的相關性。字數不得超過 500 字。 

ii. 影片腳本：格式請以下表為例，影片與腳本的最前與最後皆需 

          放置計畫相關資訊。請至少列出三個分鏡。 

[主題] 

場次 

(分:秒) 
鏡頭 場景/動作/聲音(流程) 

00:00- 
00:30 

影片畫面 
草稿隨手繪 
(以國光石化為例) 

OOOOOOOOO(標題區) 
 
影片製作：學校名稱 姓名 
腳本設計：學校名稱 姓名 
美編：學校名稱 姓名 
音樂提供：學校名稱 姓名(若為系統自設，

則不需) 
監製：國立中興大學環保防災中心 

00:31-  Zoom In 由台灣→逐步往下至大城鄉的片段

秀出國光石化的範圍 
字幕：國光石化地點(淡入字幕) 
 

end  {致謝}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跨科際師

資培育 
國立中興大學環保防災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永續環境學分學程 
 
(FB) http://www.facebook.com/SHS.NCHU 

時間累計  

大城鄉 



iii. 工作執行預估時程：格式請以下表為例繳交。 

範例 

進度內容 開始 完成 

企畫書提案(含劇本、分鏡圖)及拍攝進度時

程表規劃，撰寫創作意涵 
2014/05/20 2014/05/27 

重新確認劇本分鏡，檢查是否有必要修改 2014/05/27 2014/06/03 

場地租借及攝影器材之準備事宜 2014/06/03 2014/06/30 

拍攝進度-場景一 2014/07/01 2014/07/08 

拍攝進度-場景二 2014/07/08 2014/07/15 

拍攝進度-場景三 2014/07/15 2014/07/22 

拍攝進度-場景四 2014/07/22 2014/07/29 

檢查是否需要重新拍攝或補鏡頭 2014/07/29 2014/08/05 

字幕製作 2014/08/05 2014/08/12 

剪接及後製，影片整合製作完畢 2014/08/12 2014/08/19 

海報製作，確認創作意涵是否需要修改 2014/08/19 2014/08/26 

完成，繳交影片及海報電子檔 2014/08/26 2014/09/02 

 

 

 



B. 專題類： 

i. 創作意涵：請提供 WORD 檔，說明作品主題及作品與跨科際 

          的相關性。字數不得超過 500 字。 

ii. 工作執行預估時程： 

範例 

進度內容 開始 完成 

組織合作團隊 2014/05/20 2014/05/27 

小組討論及確定題目 2014/05/27 2014/06/03 

討論專題大綱，撰寫創作意涵 2014/06/03 2014/06/10 

工作執行進度規劃 2014/06/10 2014/06/17 

收集相關資料 2014/06/17 2014/07/15 

資料整理 2014/07/15 2014/07/22 

小組討論，撰寫專題報告書 2014/07/22 2014/08/05 

小組討論，統整專題報告書，確認是否需

要調整內容 
2014/08/05 2014/08/12 

海報製作，確認創作意涵是否需要修改 2014/08/19 2014/08/26 

完成，繳交專題報告書及海報電子檔 2014/08/26 2014/09/02 

 



2015 徵才徵件活動辦法說明－專題類撰寫說明 
 

一、「專題類」內容共有七大部分，分別為： 

壹、 計畫緣起(此部分需明確說明欲探究之真實世界問題為何?跨科際、複雜性、公共性

在何處?及研究範圍涵蓋之學科領域)-至少一頁 

貳、 計畫成員資訊 

參、 工作執行進度與經費運用 

肆、 計畫目的-至少一頁 

伍、 計畫內容-至少二頁 

陸、 預期達成目標與預期將遭遇的困難-至少一頁 

柒、 經由此活動，將可獲致之學習成效為何 

二、填寫注意事項如下： 

(一) 請依「徵才徵件活動辦法說明」提交檔案格式。(檔案格式命名原則：[繳交日期]-[類

別 ]-[姓名 ]-[手機電話 ]。以專題類為例，檔名即為「 1040915-專題 -周小華

-0912345678」)(請填寫組長姓名即可) 

(二) 報名菁英小組專題類同學需另填經費分攤表：亦即為各菁英小組成員需對經費報支

有共識(例：是統一報支予其中一名成員，或是分開報支) 

(三) 為於學生作品成果展展出，因此您需自

行將專題內容設計為”海報”，檔案為直

式 A1 尺寸，並請於封面頁中加註您創作

意涵、設計理念等描述。 

三、格式注意事項如下： 

(一) 封面頁：請依下頁封面頁格式填寫 

(二) 標題：順序請依壹、一、 (一)  1.  

(1) 填寫。 

(三) 頁碼：分為兩部分，依序以阿拉伯數字

0.1.2.3…..順序標在每頁下方中央。 

(四) 字型：內文字型中文為標楷體、數字及

英文為 Times New Roman 為原則、左右

對齊。大小請以 14 級字、段落間距為 0.2

行，行距為單行間距，請參照→右圖。 

(五) 圖表及照片：皆需要編號及表說、圖說，

照片使用請以影像清晰者為宜。(照片尺寸長邊 1024pixel 以上) 

附件三 



 

封面頁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 
跨科際師資培育計畫 

 

104 年度徵才徵件作品 

專題類 

 

專題題目 

 

 

 

參與人員：(學校-ooo) 

指導教師：(學校-ooo)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監製 

 
 

 

中華民國 104 年   月   日 

 
  



壹、 計畫緣起(此部分需明確說明欲探究之真實世界問題為何? 至少一頁 

    跨科際、複雜性、公共性在何處?及研究範圍涵蓋之學科領域)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貳、 計畫成員資訊 

參加組別：菁英小組或一般小組 

成員姓名 學校 科系/年級 聯絡電話 E-Mail 

王小華 國立中興大學 SHS 系二年

級 
0922-222-222 shs.bravo@gmail.com 

     

(註：若上述表單格數不夠，請另增加格數) 
 

參、 工作執行進度與經費運用 

一、 工作執行時程預估 

月次 工作項目 
查核點達成情形 進度累計% 

查核點名稱 預定 實際 實際辦理情形 預定 實際 

例-6 月 
尋找合作

團隊 
組成團隊 

09/15 完

成 
09/28
完成 

打電話確認參與人

數、參與人員及相關資

訊 
4% 4% 

        
        

 
  



二、 工作經費運用情況(中興大學統一編號：52024101) (僅菁英小組須填寫) 

單位：元 

月份 
業務費用 

每月小計 累計金額 
影印/印刷費 膳食費 稿費 工讀金 

例：6 月  
2 人 x3 次 x

80 元=480 
  480 480 

月       

月       

小計     ── ── 

合計   ── ── 

總計  

 

肆、 計畫目的 至少一頁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伍、    計畫內容 至少二頁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陸、 預期達成目標與預期將遭遇的困難 至少一頁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

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柒、 經由此活動，將可獲致之學習成效為何 

    (請依跨科際內涵填寫各項之學習成效所佔比例，合計須為 100%) 

核心能力 能力向度 百分比 小計 

A.文化素養 A1 人文素養   

A2 科學素養   

B.溝通能力 B1 寫作表達能力   

B2 口語溝通表達   

B3 資訊素養   

C.問題解決能力 C1 專業知能   

C2 創新能力   

C3 思辨能力   

C4 團隊合作能力   

D.國際視野 D1 國際觀   

D2 多元文化素養   

E.社會關懷 E1 公民素養   

E2 社會關懷   

E3 生態環境關懷   

 

捌、 在撰寫此計畫書的指導老師及建議 

教師姓名: 

任職學校: 

任職科系: 



104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跨科際師資培育計畫 

徵才徵件報名表【菁英小組】 
 

參

賽 
資

料 

參賽類別 □ A.影片類   □ B.專題類      (請勾選) 

參賽人數  

指導老師 請註明老師指導領域/任職學校 

基

本 
資

料 

組長 
聯繫方式 

姓名  學校  

系所/年級  E-Mail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成員名單 

姓名 學校 系所/年級 聯絡電話 E-Mail 

     

     

     

活

動

規

範 

1. 報名 A、B類需有一位(或)以上指導老師。 

2. 請於 7/21(二)完成報名及繳交授權同意書

紙本，以郵戳為憑或親送至中興大學環保

防災中心。 

地址:40227 台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環

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收(舊理工大

樓 101室) 
3. 請於 7/21(二)前將菁英小組徵選資料寄至

shs.bravo@gmail.com，詳情請見活動辦法

附件三。 

我已詳閱並同意以上規範 

簽名處：團體類需整組簽名 

 

                   

年    月   日 

 

1、請附上 學生證 之正反面影本 

請貼學生證正面影印本 請貼學生證背面影印本 

附件四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加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跨科際師資培育(以下簡稱甲方)之
徵才徵件活動(含菁英小組活動)，參賽類別為_________類，本人同意授權並保證

以下聲明屬實，若有違反情事，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願以主辦單位所在地轄區

之法院做為訴訟地。 
一、 本人同意參賽之作品相關資料無償供教育部、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與科

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進行文宣等活動使用。 
二、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擁有投稿作品之設計使用權。 
三、 本授權書非專屬授權，本人對上述授權著作與內容仍擁有著作權。 
四、 本人聲名並保證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五、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並同意遵守活動之各項規定。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相關事項：】 
1. 國立中興大學環保防災中心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傳輸予第三方，且將遵循相關法規，並

在本國領域內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2. 本授權同意書將僅使用於後續相關業務活動，不另做他途； 
3. 若需調閱及其他個人資料權益相關問題，請洽詢 shs.bravo@gmail.com。 
 
 



104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平臺-跨科際師資培育計畫 

徵才徵件報名表【一般小組】 
 

參

賽 
資

料 

參賽類別 □A.影片類   □B.專題類   □C.創作類   □D.攝影類   (請勾選) 

參賽人數  

指導老師 請註明老師指導領域/任職學校，若無免填 

基

本 
資

料 

組長 
聯繫方式 

姓名  學校  

系所/年級  E-Mail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成員名單 
(個人參賽免填) 

姓名 學校 系所/年級 聯絡電話 E-Mail 

     

     

     

活

動

規

範 

1. 報名 A、B類需有一位(或)以上指導老師。 

2. 請於 9/30 (三) 完成報名及繳交授權同意

書紙本，以郵戳為憑或親送至中興大學環

保防災中心。 

地址:40227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 250 號-環

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收(舊理工大

樓 101室) 
3. 作品電子檔及相關資料請於 9/30(三)前寄

至 shs.bravo@gmail.com，詳情請見活動辦

法附件。 

我已詳閱並同意以上規範 

簽名處：團體類需整組簽名 

 

                   

年    月   日 

 

1、請附上 學生證 之正反面影本 

請貼學生證正面影印本 請貼學生證背面影印本 

附件五 



國立中興大學環境保育暨防災科技研究中心 
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 

授權同意書 

 

本人參加科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跨科際師資培育(以下簡稱甲方)之
徵才徵件活動(含菁英小組活動)，參賽類別為_________類，本人同意授權並保證

以下聲明屬實，若有違反情事，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願以主辦單位所在地轄區

之法院做為訴訟地。 
一、 本人同意參賽之作品相關資料無償供教育部、主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與科

學人文跨科際人才培育計畫進行文宣等活動使用。 
二、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擁有投稿作品之設計使用權。 
三、 本授權書非專屬授權，本人對上述授權著作與內容仍擁有著作權。 
四、 本人聲名並保證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 
五、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各項資料正確無誤，並同意遵守活動之各項規定。 

 

立同意書人：        （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蒐集相關事項：】 
1. 國立中興大學環保防災中心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傳輸予第三方，且將遵循相關法規，並

在本國領域內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2. 本授權同意書將僅使用於後續相關業務活動，不另做他途； 
3. 若需調閱及其他個人資料權益相關問題，請洽詢 shs.bravo@gmail.com。 
 
 


	2015 SHS徵才徵件活動辦法
	附件一、參賽作品格式與範例說明
	附件二、菁英小組參加辦法
	附件三、專題類撰寫計畫書
	附件四、報名表-菁英小組
	附件五、報名表-一般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