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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投稿・ご意見・ご要望：mailmag@casej.jp ま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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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容 

━━━━ 

★編集者語－－－－－－－－－－－－－－－－－－－－－－－－－－－－－－－－－郭  陽 

■協会動態 

・博士协会共催 2014 年深圳市东京信息技术论坛－－－－－－－－－－－－－－－事務局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参与联合举办“夏之韵”日中友好音乐会－－－－－－－－事務局 

■会員投稿 

・习近平：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重要力量－－－－－－－－－－－－－－－－－事務局 推薦 

■情報園地 

・2014 年下半年南京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计划－－－－－－－－－－－－－－－－－事務局 

・首届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事務局 

・2014 海外赤子北京行通知－－－－－－－－－－－－－－－－－－－－－－－－－事務局 

■その他 

・会員状況－－－－－－－－－－－－－－－－－－－－－－－－－－－－－－－－事務局 

・投稿案内－－－－－－－－－－－－－－－－－－－－－－－－－－－－メルマガ編集部 

・メルマガ編集委員募集－－－－－－－－－－－－－－－－－－－－－－メルマガ編集部 

 

★ 編集者語 

郭  陽 

 

爽快な夏、皆様にはますますご健勝の事と存じます。 

 

梅雨の中、みなさんいかがお過ごしでしょうか。東京は今年６月５日ごろに梅雨入りしたと見

られています。梅雨は季節現象であり、雨季の一種です。梅雨の時期が始まることを梅雨入りや

入梅（にゅうばい）といい、社会通念上あるいは気象学上は春の終わりであるとともに夏の始ま

り（初夏）とされます。また、梅雨が終わることを梅雨明けや出梅（しゅつばい）といい、これ

をもって本格的な夏（盛夏）の到来とすることが多いと言われています。昨年の東京の梅雨明け

は７月６日ごろでした。梅雨の後半の７月の天気傾向は、曇りや雨のぐずついた天気や局地的な

豪雨などが挙げられると言われています。梅雨明け後、とても暑い日が続くでしょう。皆さん体

にお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ついに２０１４年FIFAワールドカップブラジル大会がやってきました。第一リーグが終わり、

時差がある中みなさん観戦されましたでしょうか。６月２９日からベスト１６の試合が始まり、

決勝トーナメントを迎えました。これからの試合も応援していきましょう。 

 

さて、会員投稿コーナーで、国家主席习近平が国際工程科技大会に参加された際に発表された

｢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重要力量｣との記事を掲載しました。また、情報園地コーナーで2014年下半

年南京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计划、首届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2014海外赤子北京行

通知のお知らせを載せました。 

 

以上の内容をもってメルマガ68号を会員の皆様にお届けします。時間があるときにごゆっく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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読んで頂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メルマガに対してご意見・ご要望があれば、ぜひともご連絡いただき、今後の編集に生かした

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 

■協会動態 

～～～～～～～～～～～～～～～～～～～～～～～～～～～～～～～～～～～～～～～～ 

博士协会共催 2014 年深圳市东京信息技术论坛 

事務局 

  5 月 24 日下午， 2014 年深圳市东京信息技术论坛及海外高层次人才恳谈会在东京举行，此

次信息技术论坛及恳谈会由深圳市驻日本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络处主办，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及

国际信息学会共同协办。中国驻日大使馆官员、在日华人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共 100 多人出席

了此次信息技术论坛及高层次人才恳谈会。 

 

 

 

 

 

 

 

  信息技术论坛首先由深圳市驻日本海外高层次人才联络处首席代表于智荣致辞。他指出：“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深圳特区成立 30 多年来，GDP 的年均增长达到 25%，以"深圳速

度"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2013 年，深圳人均 GDP 为 22113 美元，

超过台湾地区，逼近韩国。深圳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日本国际信息学会会长、法政大学教授李磊希望能够将东京海外高层次人才恳谈会作为“产

官学合作”的重要平台，为深圳市的发展做出贡献。美国南达科他州立大学教授辛承润（韩裔）、

美国南方理工州立大学教授洪枝成、法政大学教授刘少英分别介绍了介绍了乳腺癌智能发现上的

突破性进展、数学模型及其在数值计算方面的应用以及软件工程领域的最尖端技术等，并且与到

会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进行了热烈探讨。 

  华为技术日本株式会社副社长周明成介绍了华为公司的发展过程及战略、技术前沿和未来方

向等，并回答了听众的热情提问。华为公司从８０年代的小公司在短短几十年成长为世界级的大

公司有其必然性。听众特别关心华为突破跨文化问题，实施全球战略，也特别关心大数据等未来

发展战略。 

   



  在信息技术论坛结束后的高层次人才恳谈会上，中国驻日大使馆商务处公使吕克俭表示，此

次论坛显示，在日华人专家学者非常关心国内经济发展，深圳市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有很大

的机会，希望海外高级人才发挥自己的特殊优势，把国外的管理经验等带回国内，利用自己的特

殊优势，在深圳创新、创业。 

 

  于智荣在恳谈会上着重介绍了深圳的人才政策，包括团队资助、技术创新资助、创业资助、

奖励补贴、场租补贴等。此外，他还介绍了即将于 11 月在深圳市举行的第 13 届中国国际人才交

流大会的情况。他指出，作为最重要的人才交流平台，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提供了丰富的海外

人才资源，实现了与国内引智单位的零距离对接和交流 

。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会长滕劲兵介绍了博士协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希望继续发扬博士

协会务实、创新、架桥、奉献的宗旨，进一步拓展人脉、共享信息，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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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参与联合举办“夏之韵”日中友好音乐会 

事務局  

   



2014 年 6 月 29 日晚，东京中国文化中心，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 日中电影协会,在东京日

本桥社会教育会馆剧场联合举办“夏之韵”日中友好音乐会。博士协会会员，在日各界朋友，日

本友人，总共 200 人参加了音乐会，获得了圆满成功。 

 

 

 

 

 

 

   

 

 

 

“夏之韵”日中友好音乐会以合唱中国民歌《茉莉花开场》，赢得观众热烈掌声。日本女高音

歌唱家兴梠美树子演唱了日本名曲《海滨之歌》、歌剧《卡门》中的《哈巴涅拉舞曲》，旅日著

名二胡演奏家武乐群演奏了《二泉映月》、《豫北叙事曲》等二胡名曲。舞蹈演员山冈千樱和山

冈千鹤是一对孪生姐妹，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她们倾情表演了

傣族舞蹈《月光下的凤尾竹》和藏族舞蹈《走进西藏》，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在日华人模特队还为观众们举行了精彩的时尚走秀表演。旅日华人歌唱家潘幽燕演唱了《梨花

颂》、日文版《青藏高原》等歌曲。旅日华人男中音歌唱家崔宗宝则演唱了《月之故乡》、《龙

的传人》、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咏叹调《不要再做花蝴蝶》、《我的太阳》等名曲，将演

出推向了高潮。 

   



 

 

 

 

 

 

日本著名钢琴演奏家池田和美全程为演员们伴奏。音乐会以演员和观众代表合唱《友谊地久

天长》结束，演出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为日中友好添砖加瓦，日中一

衣带水，友好邻邦，衷心祝愿日中友谊源远流长，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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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員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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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重要力量 

事務局 推薦 

习近平出席 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来源：新华社 作者：钱彤 郝亚琳 

2014-06-04 09:59:12 

内容摘要： 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月 3 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 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并发表题为《让

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他说，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工程造福人

类，科技创造未来。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它源于生活需要，又归于生活之中。 

  国家主席习近平 6 月 3 日在人民大会堂出席 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并发表题为《让工程科

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工程科技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发展科学技术是人

类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希

望中外工程科技专家学者加强合作，共同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向为中国科技事业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的各国代表和各位院士专家学者表示感谢。 

  习近平表示，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工程科技创新驱动着历史车轮飞速旋转，为人

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其中工程科技创新驱动功不可没。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

   



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实现梦想、应对挑战、创造未来，

动力只能从发展中来、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发展科学技术是人类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选择。这一切对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出了新的使命。 

  习近平指出，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将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是工程科技发展的强大动力，全球工程科技人员要切实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 

  习近平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

力的作用。中国拥有 4200 多万人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这是中国开创未来最可宝贵的资源。我们

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着力推动工程科技创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建

设一个和平发展、蓬勃发展的中国，造福中国和世界人民，造福子孙后代。 

  习近平指出，工程科技的灵魂在于开放。工程科技国际合作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深化工程科技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政府间、半官方及民间合作，继续参加

或牵头开展国际大科技合作工程，加强信息交流和人才培养，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实现各国

共同发展。 

  习近平最后强调，工程科技是人类实现梦想的翅膀，承载着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能够让明

天充满希望、让未来更加辉煌。希望中外工程科技专家学者加强合作，共同为人类社会进步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在致辞中表示，推动世界可持续发展更加需要工程科技创新

和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积极致力于促进世界工程科技发展，愿继续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共同

开辟世界美好未来，造福人类社会。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

秘书长萨尔曼等与会外方代表。习近平强调，中国正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我们从战略高度重视工程科技和创新驱动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是国际工程科技界最重要

的学术组织，希望中方同这两个组织的交流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携手提高世界工程科技水平。 

  博科娃和萨尔曼赞赏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工程科技事业发展，积极促进国际合作，表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愿意继续加强同中方的交往与合作。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

科技部部长万钢等出席上述活动。 

  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由中国工程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与技术科学院理事会

于 6 月 2 日至 3 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主题为“工程科技与人类未来”。一些国家工程院院长、中

国工程院院士和外籍院士、中外工程科技界代表等约 1500 人出席大会。 

   



================================================================================ 

■ 情報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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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下半年南京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计划 

協会の皆様、 

 

南京市高淳区诚 挚邀请您加入 2014 年下半年南京领 军型科技创 业人才计划。 奮ってご応募くだ

さい。 

 

事務局 

----------------------------------------------------------------------------------- 

 

您好！ 

 

   2014 上半年南京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项目申报已经顺利结束，下半年的申报即将开始。邀请

您加入南京市 321 人才计划，把你的科技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国民。 

   有关南京市 321 人才计划： 

   http://www.nj3000plan.org/这是申报的网址。 

   “南京创业人才 321 计划”，即：用 5 年时间，大力引进 3000 名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重点

培养 200 名科技创业家，加快集聚 100 名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人才。现在我们主要申报的是 3

及领军型创业人才，申报成功后 5 年内根据企业运营情况可以申 2 即科技创业家，是 1000 万的资

金支持。 

 

     相关政策主要部分解读一下： 

     资金扶持：我们 321 人才计划讲到底就是政府提供资金给有项目的人才创业，321 人才计划

入选者政府提供 150-300 万免费启动资金。一般项目 150 万，150-300 万融资担保，150-300 万风

险投资 (您可以选择要也可以选择不要）；重点项目 300 万免费启动资金，不低于 300 万融资担

保和不低于 300 万风险投资，区别是看你项目的优劣和需要资金数。政府是无偿提供的。 

      每月生活费补助。 

      购房补贴 3000--5000/平方米。 

      不低于 100 平米免费办公场所和 100 平米的人才公寓。 

      市以下税收减免等。 

      另，在高淳申报，还有机会获得“高淳英才”荣誉，并获得 100 万的资金扶持。 

 

       高淳区地处南京市南端，被誉为南京后花园，南京的南大门，是世界慢城联盟授予的“国

际慢城”、国际慢城联盟中国总部所在地，华东地区现代农业集聚区。高淳区是国家园林县城、

中国最佳生态休闲旅游名县、全国百强县，被誉为“江南圣地”，素有“日出斗金、日落斗银”

的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高淳区境内西部为水网圩区，东部为丘陵山区，全境为固城湖、石臼湖

和水阳江环抱，是首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全国法治创建先进区。已形成精品陶瓷、机械制造、

新型材料、出口服装、生物制药、保健食品等六大支柱产业，9 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23 个高新技术

产品享誉国内外市场。 

 

      希望您能加入南京市 321 人才计划，把您的科研成功转化为产品，服务于社会。谢谢。 

      您或者您的团队有意 321，欢迎联系我，联系方式 13668162606，或者 QQ：2557141。有需

要其他信息的，也请告知我。 

      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 

首届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 

 

協会の皆様、 

   



 

首届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の通知が来ました。奮ってご参加ください。 

 

事務局 

----------------------------------------------------------------------------------- 

 

首届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将于 10 月 19 日举办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简称《人才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各

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按照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总体要求，抓紧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

人才培养和教育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开阔思路，突出重点、统筹

兼顾，以人才培养体制改革为核心，加快推进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积极研究提出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新举措，加强青年人才特别是青年英才的培养，加强经济社

会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的培养；要坚持把以教师为主体的人才队伍作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的第一资源，加强中小学教学名师、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教师、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高

校青年学科领军人才、优秀校长等各类高素质人才培养；要进一步研究制订本地区、本学校的人

才队伍建设规划，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任务和措施，并争取纳入当地人才发展的整体规划，深

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切实提高

教育人才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为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建设人才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随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了回国发展。2013 年中国

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 41.39 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 35.35 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归国大军，

留学生的眼光不仅停留在科研、自主创业上，他们已经把目光投放到中小学领域。从娃娃抓起，

国际化的教育给了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空间。神州学人杂志和神州学人网站结合自身媒体优势

特别是海外渠道以及海外人才库资源，帮助留学归国人员从教从师，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

育模式，通过海外留学人员潜移默化的教授，让教育与国际接轨，提高国内教育质量，惠及中国

教育，同时解决归国人员就业问题。 

《神州学人》杂志和神州学人网站(www.chisa.edu.cn)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中国教

育报刊社主办的面向留学人员的外宣新闻媒体，是对在外留学人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传统

文化教育，吸引他们回国服务，是留学人员了解中国的桥梁和窗口。自 2007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

15 场“海外高层次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为广大高校和海外人才之间搭建了有效的人才引进和

就业服务平台。 

中国教师人才网（www.jiaoshi.com.cn）是北京创世锦程广告有限公司投资运营的经营性人才

招聘行业细分网站，是中小学校和培训机构首选的教师招聘网络平台，拥有众多学校教师招聘客

户。行业主流，为教育加油！ 

鉴于部分地区教育行政和中小学师资招聘需求，特别是海外留学人员的教育背景和拥有的双语

基础，为架起需求学校与海外留学人员回国从师从教的桥梁，经中国教育报刊社同意，神州学人

杂志网站与中国教师人才网联合主办、珠海市教育局协办首届“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网络视频招

聘会”，将于今年 10 月 19 日在广东珠海召开，招聘会以“教师招聘新亮点，教坛精英全球选；

人才强校只为教，为我中华把梦圆”为主题，以最新的网络技术模拟现场招聘，搭建海外留学人

才和国内中小学校之间的网络视频交互平台，为有意回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从师从教，特别是有

意参加各层次各科目的学科带头人提供人才岗位。同时期待各教育行政部门、培训机构等教育界

人士支持、关注“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 

中小学教师海外人才网络视频招聘会网址：http://www.chisa.edu.cn/zt/yczt/zxxjs 。 

招聘会相关事宜 

一、 视频招聘会时间：北京时间 2014 年 10 月 19 日 7：00-24：00，广东•珠海。协办单位：

珠海市教育局。 

二、 视频招聘会求职者范围：在海外已经工作的学者，硕士、博士和即将毕业的在读研究生

等，有意回国从教从师的留学人员。 

三、国内教育岗位需求：各中小学教学层次的校长副校长（含教育管理各岗位），中小学各科

教师（含双语教师）、各学科带头人，教育主管部门需求岗位（需留学经历的人才需求），要求

有留学经历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及留学中介机构。 

 语言类涵盖：各语种（英语、法语、德语、俄语、韩语、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拉丁

   



语、意大利语等等），各语种外教需求。 

 艺术类涵盖：音乐、美术、体育等等。 

四、网络视频招聘会参与方式： 

  1.先期投递简历：youge2013@gmail.com 

  2.即时投递简历。神州学人网络平台简历的即时传送，参与求职者在招聘会当天将简历传

送意向的学校招聘单位。 

  3.点击视频招聘。在本网络窗口“视频入口”进行在线视频交流。 

  每所招聘学校或单位都设有一个独立的网络招聘房间，应聘者可实现点对点的互动交流。 

  4.语言语音交流。应聘者可以根据各自的网络和设备情况选择登录招聘文字版进行在线语

音、文字交流。 

 

                                                     神州学人编辑部 

～～～～～～～～～～～～～～～～～～～～～～～～～～～～～～～～～～～～～～～～ 

2014 海外赤子北京行 

 

皆様、 

 

下記の 2014 海外赤子北京行通知が来ました。奮ってご参加ください。 

 

事務局 

----------------------------------------------------------------------------------- 

 

海外赤子  梦圆京华 

----“2014 海外赤子北京行”活动邀请函 

尊敬的海外人才： 

仲夏北京，热情似火。2014 年 8 月 7 日—8 日，北京海外学人中心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相关

单位将联合在京举办“2014 海外赤子北京行”活动，诚邀各界海外人才集聚首都，我们将助力海

外赤子梦圆京华。 

北京作为祖国首都，一直是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的乐土，涌现出一大批海归精英。国家“千人

计划”、北京“海聚工程”等各方政策的推出，使北京汇集了更多的海内外有识之士，目前，已

有 1103 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514 人入选北京市“海外人才聚集工程”。 

这里，有最优秀的精英人才，在信息技术领域奋起直追，在生物制药领域纵横捭阖，在新能

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领域开拓创新，在科技时代上刻下深厚印记；这里，有全国最充足的人才资

源，82 所高等院校翘立东方，中科院工程院雄视京城，中国硅谷中关村打出“中国名片”！这里，

更有着充足的资本市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林立，多种市场主体活跃、自由…… 

这是一个鼓励每个人都拥有梦想的时代，是一个可以让人人都有出彩机会的国家，也正是这

样一个充满着生机活力的北京，可以让您的梦想成为人生追求价值和奉献热忱的风向标。在我们

不断地完善吸引海归归国的政策环境、人文环境、资讯环境、人才环境和融资环境的同时，我们

期待着更多陆续回国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更多的世界一流技术研发团队，更多的中国本土的海归

跨国公司和上市企业，更多的还有很多…… 

让我们以此次活动扬帆，再次起航！此次活动着眼高端、打造实效，重点聚焦两类海外高端

人才：一类是有明确科技产业项目且符合首都发展功能定位，有意在京实现项目落地的创业类人

才；一类是医疗卫生领域的工作类人才，此次我们与市医管局合作，友谊、同仁、积水潭等市属

知名医院将提供高端工作岗位虚席以待。我们将对报名人员的资质进行认真筛选，保证活动参与

人员的高端；我们将分行业举行海外人才创业大赛，并提供一定奖励；我们还将邀请在京“千人

计划”和“海聚工程”专家、知名风投专家、市属医院及留创园相关负责人与您面对面交流，绝

对让您收获颇丰。 

我们真诚的邀请您回来看看，亲眼见证这座城市的蓬勃发展与日新月异的变化。希望您能从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发展历史机遇中找到机会、发现市场，用自身所学，建功立业，造福民众。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首都北京敞开怀抱，欢迎每一位身怀“中国梦”的

海外学人回家！ 

   



北京欢迎你！ 

 

 

北京海外学人中心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 

～～～～～～～～～～～～～～～～～～～～～～～～～～～～～～～～～～～～～～～～ 

================================================================================ 

■その他 

会員状況  

                                     事務局 

 

今日現在までに、今期の新入会員数は+3 名です。合計 508 名が入会しています。 

～～～～～～～～～～～～～～～～～～～～～～～～～～～～～～～～～～～～～～～～ 

投稿募集 

 

 協会のメルマガが隔月１期を発行しています。会員には、ご自分の研究紹介、感想、雑談、

思い出、提案などがあれば、どんなささやかのことでも構いませんので、皆さんからのご投稿

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連絡先：メルマガ編集委員会 mailmag@casej.jp 

～～～～～～～～～～～～～～～～～～～～～～～～～～～～～～～～～～～～～～～～ 

メルマガ編集部の募集 

 

メルマガは我が協会内の情報誌で、全ての会員のご参与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メルマガは隔

月一回発行し、今のところは 4 人の編集者が分担して編集・校正を行い、作業自体はそれほど

複雑ではないです。我が協会を活性化させるため、有志の方にはぜひご応募頂ければ、と思い

ます。一緒に博士協会を盛り上げましょう！ご応募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応募先：メルマガ編集部 mailmag@casej.jp 

～～～～～～～～～～～～～～～～～～～～～～～～～～～～～～～～～～～～～～～～ 

事務局からのお願い 

 転職や就職などでメールアドレスの変更が発生した場合には、ぜひ事務局あて 

(office@casej.jp)にご一報ください。  

================================================================================ 

本期編集担当：郭 陽                   校正：事務局 

配 信 元 ： 全日本中国人博士協会事務局 office@casej.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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