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新聞
校園新聞
交通⼤學與滑鐵盧⼤學簽訂校級雙聯博⼠學位
⼤學出版新⾯貌 交⼤結合科技讓書更⽣動
⾶越海峽的台灣磨課師

交⼤友聲
｢送珍敦品勵學獎助學⾦｣贊助⼈溫送珍先⽣、彥陽科技董事⻑吳銘雄學⻑專訪

⾏政單位
教務訊息
103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後加退選
請上網確認⾃⼰功課表，選課情形以網路為主!
書⾯逾期加退選
碩博班免收學分費申請通知
學分費繳費⽇期︓3⽉25⽇-4⽉7⽇
【教師課務資訊】103學年第2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及「相⽚清單」
【教師課務資訊】103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交⼤推廣教育中⼼辦理「104年⾏政院環訓所甲/⼄/丙級廢棄物處清理技術⼈員訓練」開班招⽣中

學務訊息
2015 OpenHouse系列活動起跑
【交⼤哈職網】專屬交⼤⼈的求職平台
校外獎學⾦申請訊息
⽣輔組「失物招領義賣活動」熱鬧登場

研發訊息
科技部104年度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專題研究計畫」接受申請
教育部函轉內政部辦理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徵求105年度補助研究計畫議題案
財團法⼈國家衛⽣研究院「105年度整合性醫藥衛⽣科技研究計畫」開始受理申請
「南部⽣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104年度補助計畫受理申請

總務訊息
本校物品領⽤時間公告
機關辦理屬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不允許陸資資訊服務業者參與，屬投標廠
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情形。

交通⼤學與滑鐵盧⼤學簽訂校級雙聯博⼠學位
交通⼤學與加拿⼤滑鐵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UW)簽訂校級雙聯博⼠學位合約，10⽇由交⼤副校⻑陳信宏教
授、滑鐵盧⼤學奈⽶科技研究所Arthur Carty執⾏⻑代表進⾏換約儀式。未來學⽣將可前往對校修習奈⽶雙聯博⼠學位，

深化兩校學術合作關係。

換約儀式也邀請加拿⼤Frank Gu教授、加拿⼤駐台北貿易辦事處Brandon Geithner副處⻑、Ms. Sylvia Shih資深商務
經理及本校周世傑國際⻑、張家靖副國際⻑參與。陳信宏教授感謝滑鐵盧⼤學多次蒞校討論合約內容，期待兩校未來有更

多的合作與交流︔Dr. Arthur Carty則表⽰，1997年第⼀次到交⼤，即
對交⼤留下深刻印象，兩校洽談合作已有很⻑⼀段時間，很⾼興終於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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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此協議。

交⼤與滑鐵盧⼤學於2013年起即針對奈⽶雙聯博⼠計畫提起討論，先⾏簽署單向合約，交⼤學⽣可前往滑鐵盧⼤學修習雙
聯博⼠︔2014年兩校進⼀步討論雙向雙聯博⼠合約，⿎勵滑鐵盧⼤學學⽣前來交⼤攻讀雙聯博⼠學位，經過⼀年多的協調
與溝通，合約定讞。兩校將在法律規章基礎中建⽴雙重監督的博⼠課程，深化兩校學術交流關係，並透過博⼠⽣的流動，
建⽴台灣與加拿⼤研究⼈員的學術研究合作。

1957年建校的滑鐵盧⼤學為培育數學、電腦、⼯程學科領域專才的研究型⼤學，以學習與實習並重的合作教育(co-
operative education)聞名，合作教育計劃規模為全球最⼤。2013年開始投⼊量⼦奈⽶(Quantum Nano)領域並建⽴全
球第⼀個專⾨綜合性研究中⼼，成為加拿⼤跨⼊量⼦奈⽶級領域研究的⾥程碑，展現滑鐵盧⼤學在量⼦奈⽶領域發展的潛
⼒與決⼼，兩校簽訂奈⽶雙聯博⼠學位，將強化交⼤在奈⽶領域的研究能量與國際深度。

[秘書室| Top

⼤學出版新⾯貌 交⼤結合科技讓書更⽣動
⼀年⼀度的閱讀盛會－2015台北國際書展2⽉11⽇⾄16⽇於台北世貿
展覽館⼀、三館舉⾏，交通⼤學出版社不僅於現場展售逾六百冊書籍，
更結合交⼤理⼯專⻑，由交⼤學⽣特別為四本主題書編寫⼩程式，運⽤
電⼦電路將書封上的圖像實體化，吸引參展⺠眾佇⾜試玩，也提⾼對書
籍的閱讀興趣。

由中⼭⼤學、中央⼤學、交通⼤學、政治⼤學、清華⼤學、臺北藝術⼤
學、臺灣⼤學、臺灣師範⼤學共⼋所學校的⼤學出版社，延續2014年在
台北、⾹港書展建構的學術出版網絡，再次攜⼿邁向第三年合作，共同

參加2015台北國際書展，共展出3,000多冊的學術出版品，並舉辦多達26場的專書講座。同時也邀請中興⼤學出版中⼼
和成⼤出版社兩家國⽴⼤學出版社，作為嘉賓⼀同參展。⾛進⼤學出版社聯展C317展位，⼀座⾼達四公尺的⽊質書牆便以
強烈的視覺印象抓住所有⼈⽬光，成為書展展場的搶眼標的，宣⽰⼤學出版社聯展集合強調要讓知識⾛向社會，讓臺灣學
術與世界對話的決⼼。

交⼤今年度為「學術Ｘ跨界︓翻轉知識的無限可能」為題，展出700多冊歷年出版品，且於2014年開始於⼤部分出版品中
加⼊QR-Code，提供延伸閱讀的網路資訊，同時於書展推出四本主題各異，卻都與台灣社會、本⼟⽂化息息相關的主打專
書︓《台灣科技爭議島》、《公⺠能不能︓能源科技、政策與⺠主》、《戲癮︓台灣⼩劇場剖⾯》、《幻境與實相︓電⼦
遊戲的理路與內涵》，其中《台灣科技爭議島》探討近年來台灣在積極發展科技的同時，如何與⼈⺠權益、環境正義取得
平衡︖⽽《公⺠能不能》則代公⺠發聲，藉由科學家、⼯程師、⺠間團體等多元觀點，讓讀者思考，⾯對能源議題，公⺠
如何展現其⼒量︖

⽽《戲癮》則為台灣罕⾒關⼼⼩劇場發展的⼊⾨書，與《幻境與實相》收錄遍及博⼠研究⼈員、醫療⼈員、⼯程師，甚⾄
是餐廳服務⽣的輕學術論⽂，在在展現交⼤出版跨越科技與⼈⽂的藩籬，成功架起雙向溝通的⽂字媒介，為讀者呈現不同
以往⽣硬的學術論述，反⽽以專業深⼊的研究基底，但更平易近⼈、更貼近⽣活的書寫與個案探討，打造⼀本⼜⼀本適合
閱讀的好書。

為了呈現本次書展主打書及交⼤特⾊，交⼤資⼯系鄭元傑、⼯⼯系⿈熾宏為四本主題書編寫⼩程式，運⽤電⼦電路將書封
上的圖像實體化，只要按下按鍵，即可使⾵⼒發電的⾵⾞開始轉動，讓電⼒經由⾼壓電塔傳遞、點亮劇場的燈光，再帶動
電⼦遊戲的運作。此外，展期並將舉辦三場書籍推廣活動，不僅有劇團受邀現場演出，更有Cosplay參與推廣，希望吸引
更多朋友到現場⽀持⿎勵。

[秘書室| Top

⾶越海峽的台灣磨課師
由國⽴交通⼤學2013年⾃主建置與經營的「ewant育網」開放教育平台，⾃2014年起便與上海交通⼤學經營的「好⼤學
在線」平台以及北京清華⼤學經營的「學堂在線」平台進⾏課程合作。⾄今「ewant育網」與兩平台相互開課的數量已達
12⾨，其中國⽴交通⼤學虞孝成教授的《孫⼦兵法與企業經營》、張宏宇教授的《微電影創作》等兩⾨課程，更被中國科
技⼤學、上海交通⼤學、哈爾濱⼯業⼤學等頂尖⼤學採⽤為校內通識學分課程，⾸創臺灣磨課師獲得⼤陸頂尖⼤學承認學
分的先例。

2015年春季交通⼤學「ewant育網」更即將推薦極富好評的5⾨課程分
別⾄「好⼤學在線」及「學堂在線」開課，包括元培醫事科技⼤學林志

城校⻑的《⾛讀臺灣茶》、國⽴空中⼤學王道遠教授的《達爾⽂與⼈》、國⽴交通⼤學唐麗英教授的《統計簡單學》、國
⽴雲林⼤學劉威德教授的《當代應⽤⼼理學》以及被譽為「半導體教⽗」的國⽴交通⼤學施敏教授所開授的《半導體元件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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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海交通⼤學的「好⼤學在線」以及北京清華⼤學的「學堂在線」今年也分別提供了肖星教授的《財務分析與決
策》(9⽉16⽇開課)、張國剛教授《資治通鑑導讀》(4⽉15⽇開課)、彭林教授《⽂物精品與⽂化中國(上)》(6⽉9⽇開
課)、胡加祥教授《國際經濟法》(3⽉2⽇開課)等精彩課程於「ewant育網」開課。以肖星教授的《財務分析與決策》為
例，該課程在「學堂在線」平台上的累積修課⼈數已超過 13 萬⼈，修完課程的學⽣不僅讚賞課程團隊對財務報表管理思
想⽽⾮會計解讀的細節設計，更讚譽課程的畫⾯設計及實務與實⽤性。

深化華⼈教育 ⾸創認證考試

⽬前「ewant育網」平台上已有來⾃臺灣與中國⼤陸共約90多⾨課，不僅課程內容包羅萬象，更與國⽴空中⼤學經營的
「TaiwanLIFE」平台合作，每年固定舉⾏4⾄5次的磨課師實體認證考試，⾸創線上課程結合具公信⼒的線下考試的制
度。此種作法除了希望能將更多⾼等教育資源分享給社會⼤眾，讓⼤家終⾝免費學習之外，更期望能夠過認證考試制度的
落實，深化學習並幫助每⼀個需要的學習者。此次中國⼤陸的兩⼤平台相繼在台灣的「ewant育網」平台開課，學習者透
過註冊「ewant育網」進⾏免費學習，也有望能取得實體課程認證的成就︕

附註說明 ︓
1. 「好⼤學在線」為「中國⾼⽔平⼤學MOOCs聯盟（籌）」的MOOCs學習平台，課程發布院校包括中國⼤陸的北京⼤
學、上海交通⼤學、⾹港科技⼤學，以及國⽴交通⼤學等。平台未來還將陸續有新的課程不斷推出，學⽣將能通過「好⼤
學在線」平台選修來⾃兩岸三地知名⾼校的優質課程，⾜不出戶即可享受⾼等教育資源，並有希望通過這種全新⽽⾃主的
學習獲得相應課程的學分，甚⾄通過系列課程的修讀，獲取輔修專業學位。
平台網址︓http://www.cnmooc.org/

2. 「學堂在線」為北京慕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推出MOOCs平台，是中國⼤陸教育部在線教育研究中⼼的研究交流和成果
應⽤平台，致⼒於通過來⾃國內外⼀流名校開設的免費網絡學習課程，為公眾提供系統的⾼等教育，讓每⼀個中國⼈都有
機會享受優質教育資源。
平台網址︓http://www.xuetangx.com/

3. 2013⾄2015年「好⼤學在線」提供「ewant育網」共3⾨課程，包括彭崇勝教授的《中醫藥與中華傳統⽂化》(開課兩
次)、李康化教授的《唐詩宋詞⼈⽂解讀》以及胡加祥教授的《國際經濟法》。「ewant育網」則提供「好⼤學在線」虞孝
成教授的《孫⼦兵法與企業經營》、施敏教授的《半導體元件物理》、張宏宇教授的《微電影創作》以及唐麗英教授的
《統計簡單學》等課程。

4. 2014年⾄2015年「學堂在線」提供「ewant育網」共5⾨課程，包括劉震教授的《⾺克思主意基本原理》⼂肖星教授
的《財務分析與決策》⼂張國剛教授的《資治通鑒導讀》⼂彭林教授的《⽂物精品與⽂化中國(上)》與《⽂物精品與⽂化
中國(下)》。「ewant育網」則提供「學堂在線」虞孝成教授的《孫⼦兵法與企業經營》、施敏教授的《半導體元件物
理》以及林⽇璇⽼師的《電⼦遊戲與社會》等課程。

[⾼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 Top

103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後加退選
⼀、選課之前請務必查看「課程時間表」→「選課使⽤說明」有需要的部分…請⾃⾏下載!!

⼆、開學後加退選︓2015/02/24 -2015/03/06 每天09:00-24︓00
備註︓每⽇晚上24:00關機進⾏有⼈數上限課程抽籤分發。

1.碩博班同學請注意(很重要) ︓碩博⼠班⽣必修課程無預選之處理，須⾃⾏上網加選必修課程。請參考各系所專班修課規
定後，再次確認課程。(EX︓書報討論、論⽂研究、個別研究、專題研究等等)
2.若有課程出現在「課程時間表」，卻沒出現在「加選」清單裡，表⽰這⾨課程是有限制選課對象的。例如︓初選第⼀階
段通識課程，⼤⼀⽣只會出現⼤⼀通識。相關問題請參考「課程時間表」→「選課使⽤說明」或課務組之最新消息的選課
Q&A或致電各開課單位與課務組詢問，感謝!!
3.其他事項︓
（1）選課系統網址http://cos.adm.nctu.edu.tw/。
（2）若使⽤3G網卡，建議先登⼊交通⼤學虛擬網路(VPN)後，再使⽤選課系統。VPN使⽤說明請參考資訊技術服務中⼼
網⾴http://www.it.nctu.edu.tw/ 之網路服務-虛擬網路(VPN)。
（3）若是在職專班同學的公司辦公室有設防⽕牆，請同學回家或⾄學校上網選課。
（4）請勿設定瀏覽器的Proxy Server位址，以免存取速度緩慢或讀取錯誤網⾴。
（5）請勿安裝套⽤程式(如: Adblock Plus、Unblock Youku等)，若套⽤可能會造成選課系統顯⽰異常。
（6）學⽣忘記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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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選課系統有查詢密碼功能（請點選︓忘記密碼）。
（b）請於上班時間⾄課務組或電洽(03)5712121#50421-50425，將重新為你設新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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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網確認⾃⼰功課表，選課情形以網路為主!
⼀、請務必於3⽉6⽇(五)前，上網check⾃⼰功課表，選課情形以網路為主! 選課系統網
址https://cos.adm.nctu.edu.tw/。

⼆、若已加選的課程，後來因故不想選修了或被⽼師要求退選課程時，請務必把握此階段選課加退選，⾄選課系統操作。
以免到學期末，⽅才發現仍有此課程，但從未上過此課程（此課程=0分），電腦系統會以為同學選了課卻翹課沒去上課︕

三、開學第三週（3⽉9-13⽇）︓學⽣逾期加退選（書⾯申請︓逾期加退選申請表）及⽼師選課輔導（選課輔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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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逾期加退選
⼀、本學期加退選已經截⽌，請⾃⾏上網https://cos.adm.nctu.edu.tw/「確認選課狀況」-「查詢選課狀況」（請務必
仔細確認選課資料），選課若有問題，請於3⽉13⽇(五)下午5點前辦理書⾯逾期加退選。
⼆、申請逾期加退選須義務⼯讀⼋⼩時，⾮個⼈因素造成之逾期加退選，得免義務⼯讀，惟仍應於加退選截⽌後⼀週內
（3⽉13⽇(五)下午5點前）辦理完成。
三、選修之課程於學期中（3⽉14⽇以後）無法繼續修習時，以「國⽴交通⼤學學⽣申請停修課程辦法」辦理為原則。 
四、「逾期加退選申請表」請於課務組網⾴之各類申請表下載http://aadm.nctu.edu.tw/chcourse/form.aspx。

備註︓碩博⼠班⽣必修課程無預選之處理，須⾃⾏上網加選必修課程。請參考各系所專班修課規定後，再次確認課程是否
有加選上。(EX︓書報討論、論⽂研究、個別研究、專題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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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班免收學分費申請通知
⼀、申請對象︓本校⼀般⽣碩⼠及博⼠(不含專班)若修課符合免收學分費條件
⼆、申請期間︓3⽉9-13⽇(五)下午5點前⽌
三、申請條件︓
1.本校碩、博⼠⽣修完畢業學分數【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相關規定】，有下列情 
形者得免繳學分費。
（1）修習⼀般專業課程（不含實驗課程、個別指導課程、專班、EMBA課程）
（2）修習與交⼤互惠他校的校際選修課程。
（3）前述課程不包括教育學程、⼤學部所有課程（含軍訓、體育、通識等）、外語課程(學術英⽂寫作、⼝語簡報、⼯程
英⽂、科技英⽂寫作、英語演講與溝通技巧等等)、先修課程等。
2.符合以上條件請於今年3⽉13⽇(五)下午5點前填寫「碩博⽣免收學分費申請表」，完成⼿續，繳交⾄課務組，逾期不
候。
3.辦理時請附上1.歷年成績單及2.本學期選課單備查。（請上網⾃⾏列印）
（1）碩博⽣免收學分費申請表 http://chc.nctu.edu.tw/form.aspx
（2）本學期選課單 https://cos.adm.nctu.edu.tw/ (請橫式列印)
（3）歷年成績單 http://regist.nctu.edu.tw/ （請儘可能列印成⼀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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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費繳費⽇期︓3⽉25⽇-4⽉7⽇ 
103學年度第2學期學分費繳費⽇期為3⽉25⽇-4⽉7⽇。請⼤學部延修⽣、碩博⼠⽣、專班、產專、EMBA、碩⼠學程及
選修教育學程課程學⽣(需繳納學分費者)，敬請把握時間繳納︕ 
學分費繳費單請⾄出納組網⾴http://tuition.nctu.edu.tw/cashier/ ⾃⾏列印︕若本學期未選課者，無需繳學分費︕若同
學有學分費問題，請詢問相關單位（A.選課問題-課務組分機:50424︔B.就學貸款-⽣輔組分機: 50856︔C.其餘問題-出
納組分機:31602）學分費逾期未繳費者，視為註冊未完成，並得勒令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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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務資訊】103學年第2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及「相⽚清單」
⼀、「相⽚清單」列印功能︓現有的課務系統已提供網路下載「點名單」之功能，讓教師即時掌握修課學⽣之⼈數與名
單。此外為提升服務，系統增列「相⽚清單」之列印功能，以增進⽼師與同學間認識與互動之機會，本清單之順序與⽼師
上次下載的點名單順序相同，歡迎任課⽼師多加利⽤。
⼆、103學年度第2學期課務相關⽇期，請參考︓

⽇期 辦理事項 說明

2⽉24⽇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臨時點名
單」

請幫忙加強點名︕

2⽉24⽇ 上課開始 選課期間，點名單仍有變化︕

2⽉24⽇-3
⽉6⽇

☆學⽣加退選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
輔導學⽣選課

3⽉6⽇ 學⽣⾄選課系統-確認選課狀況

3⽉9~13
⽇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
輔導學⽣選課 
☆學⽣逾期加退選

3⽉16⽇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正式點名
單」、「相⽚清單」

請幫忙加強點名︕避免有學⽣誤選或上錯課程，造成
學期末成績不理想的情況。

4⽉20~24
⽇

期中考試 採隨堂考試、照常上課

5⽉29⽇ 學⽣申請課程停修截⽌  

6⽉22~26
⽇

學期考試  

6⽉30⽇ 教師網路傳送學⽣成績截⽌（應屆
畢業⽣）

業務單位︓註冊組

7⽉10⽇ 教師網路傳送學⽣成績截⽌（⾮應
屆⽣）

業務單位︓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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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務資訊】103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為了學⽣選課時可了解（查詢）「課程綱要」，請各系所開課教師切實執⾏上網填寫「課程綱要」。「課程綱要」為
學⽣選課最基本參考資訊，請各系所開課⽼師重視課程綱要，以達成填寫率100%的頂尖⼤學。

⼆、選課系統︓https://cos.adm.nctu.edu.tw/ 請點選左選單「編輯課程綱要」，右畫⾯將出現⽼師開設的課程（助理
將出現該單位所有課程），請於選課前上網填寫。填寫後，學⽣將可以在選課系統任何出現該⾨課程的地⽅，點選該課程
的當學期課號，就可查詢到該課程的課程綱要，且此課程綱要將永久保留，以後學期仍可查詢。

三、「編輯課程綱要」輔助功能︓
1、⽼師可複製以前學期的課程綱要，再進⾏修改之。
2、⽼師可設定學⽣（學號），該學⽣將可以幫忙填寫課程綱要，請多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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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推廣教育中⼼辦理「104年⾏政院環訓所甲/⼄/丙級廢棄物處清理技術⼈員訓
練」開班招⽣中
104年度甲/⼄/丙級廢棄物處理訓練班全新教材開班招⽣中,即⽇起請上網報名，詳細招⽣及報名資訊請參考推廣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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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網站 http://ccet.nctu.edu.tw/programs_view.php?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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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OpenHouse系列活動起跑
1.公司說明會3⽉2⽇~3⽉27⽇天天抽⼤獎場場吃美⾷，就業博覽會3⽉14⽇(六)現場架設200個徵才攤位福袋驚喜獎i
pad mini2及⼤抽獎 i phone 6。
2.企業參訪邀請15家知名企業計有台灣微軟.中華航空.花王.HTC.德州儀器.東元電機.中科院.特⼒屋及⼤潤發等。
3.企業職場導師邀請20家知名企業進⾏⼀對⼀駐點指導及⼤型講座辦理，提供本校同學⽣涯規劃及職涯諮詢等服務，讓交
⼤同學在起跑點上更具優勢、建⽴更多的職場競爭⼒。計有台積電、聯電、億霈科技、瑞健集團、寶成⼯業、美商科磊、
京城銀⾏、東元電機、奕⼒科技、華碩電腦、台灣新思科技、中⿍集團、中科院、特⼒屋、Career就業情報、佳世達、⼤
潤發等20間企業⼈資⾼階主管蒞校，請同學千萬別錯過。
4.交⼤⼈才庫簡化繁瑣的履歷填寫，縮短同學投遞履歷與等候⾯談的時間，藉由專屬交⼤⼈才庫機制讓同學在3⽉14⽇
(六)就博會就可與191家企業廠商進⾏現場⾯談。
企業參訪、企業職場導師及交⼤⼈才庫採報名制，請同學多加利⽤此⼀平台，給⾃⼰與企業⼀個機會，除了能更深⼊的了
解企業外也提升⾃⼰的亮點。
竭誠地歡迎您前來參加2015 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系列活動，更多的徵才資訊盡在OH官
網http://openhouse.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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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哈職網】專屬交⼤⼈的求職平台
尋找⼯讀家教‧參與企業實習
豐富履歷內容‧線上求職媒合
2⽉新增職缺資訊如下表，更多就業訊息請上交⼤哈職網查詢。

2⽉⼯讀/全職職缺及實習相關資訊 

★全職/研替⼯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
⽌⽇期

就輔組(代po)

臺灣港務公司徵聘助理管理師(特殊語⾔職務) 
交⼤電機⼯程學系徵2015研發替代役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研究所招聘研替⼈員

2015
年3⽉4
⽇ 
2015
年4⽉
30⽇ 
2015
年3⽉6
⽇

中⼭⼤學南區促
進產業發展研究
中⼼

寬緯科技-FAE產品⼯程師
2015
年4⽉1
⽇

美商祥茂光電科
技

研發⼯程師(光元件材料)、研發⼯程師(光學設計模擬)、電⼦⼯程師、封裝製程
⼯程師(Laser Welder)、封裝製程⼯程師(D/B,W/B)、封裝測試⼯程師、光學
⼯程師、機構⼯程師

2015
年3⽉
31⽇

台灣極優服飾公
司(GU)

儲備幹部(台北區) 2015
年6⽉1
⽇

台灣優⾐庫公司
儲備幹部(台灣區、⽇本區)

2015
年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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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d Pte Ltd
iOS, Android 軟體⼯程師、PHP, Node.js, Drupal 軟體⼯程師、⾏銷數據分
析師、⼤數據管理、⽤戶體驗助理、 
⾏銷助理

2015
年3⽉1
⽇

2015
年3⽉
31⽇

勁鑽科技
研發⼯程師、專案業務銷售⼈員、業務助理、總經理特別助理

2015
年3⽉
31⽇

★實習⼯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期

Broadcom ⻑期實習⽣ Intern - Engineering 學⽣實習(33438BR) 2015年4⽉1⽇

⽇盛⾦融控股公司 實習⽣ 2015年12⽉31⽇

查詢更多徵才資訊，歡迎連結《交⼤哈職網》http://ejob.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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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學⾦申請訊息
家扶基⾦會研究獎助學⾦ 
胚芽獎學⾦ 
優秀⼯程學⽣獎學⾦ 
三重東區扶輪社獎學⾦ 
教育部學產低收⼊戶助學⾦ 
沈怡獎學⾦ 
桃園市政府「⼩康計畫仁愛獎助學⾦」 
全國孝⾏獎 
新⽵學租財團獎學⾦ 
台中市清寒優秀學⽣獎學⾦ 
⾏天宮資優學⽣⻑期培育獎學⾦ 
群園助學⾦ 
網路分享獎學⾦ 
⿈志堅學⻑紀念獎學⾦ 
翰⾨助學⾦ 
翰⾨獎學⾦ 
彥陽科技有限公司獎學⾦ 
孔繁柯校友伉儷紀念獎學⾦ 
道法法律事務所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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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組「失物招領義賣活動」熱鬧登場
「103學年度失物招領義賣活動」將於3⽉12⽇周四10點起假資訊館⼆樓⽣輔組辦公室展開，義賣所得將全數捐⼊本校學
⽣急難濟助基⾦，⽤於扶助家庭遭受急難同學之⽤，⼀⽅⾯資源再利⽤，⼜能涓滴之款救助他⼈，「義舉」數得︕邀請全
校師⽣踴躍參與，活動詳請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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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104年度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暨執⾏專題研究計畫」接受申請
⼀、 本計畫本次受理對象包括正研究學者、副研究學者、助理研究學者及獨⽴博⼠後研究學者，科技部講座則採隨到隨審
⽅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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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申請單位對各計畫主持⼈之申請補助資格，應依相關學術審查程序審定後予以推薦(如經過三級
三審校教評會通過審查之會議紀錄或校教評會決議通知函)，請有意申請者於申請時線上傳送申請機構完成審查程序之相關
證明⽂件(經系級及院級教評會通過審查之會議紀錄)。另請將申請⼈資格⽂件提送校教評會審查﹝校教評會預訂104年4⽉
1⽇召開，請於會前7⽇(104年3⽉25⽇前)向⼈事室完成提案程序﹞。
三、 103年度起申請⼈新增獨⽴博⼠後研究學者，該申請⼈應提供博⼠學位證書，如為應屆畢業者得先提供國外⼤學出具
⼝試及論⽂審查通過之臨時學歷證明⽂件(國外就讀者)或經系所⽤印之博⼠學位考試委員審查通過證明⽂件及⼝試會議紀
錄之臨時學歷證明⽂件(國內就讀者) ，並於報到時提供博⼠學位證書供查核。另須檢附義務兵役服役期滿退伍、退役(替
代役)或免役之證明⽂件，如申請時仍服兵役現役者，得先提供經系所驗證⽤印之服(兵)役證明書，向科技部提出申請，並
於報到時提供退伍令、退役證明書或服研發替代役第三階段之服役證明書供查核。
四、 申請書表格等相關資料務請上線製作及傳送，申請單位請於104年3⽉26⽇前上線造具申請名冊及「國⽴交通⼤學申
請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各⼀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事項詳參函⽂說明或請⾄科
技部網⾴「最新消息」查詢（網址︓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f9a0453476854873af2e26abdd9dedfc&ctunit=31&CtNode=42&mp=1)。
五、 計畫業務組將協助處理有關計畫申請造冊彙整事宜，餘有關延攬研究學者相關問題請向⼈事室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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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函轉內政部辦理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徵求105年度補助研究計畫議題案
請有意提案⼈參考來函附件「94年⾄104年度補捐助辦理研究計畫之研究議題類別統計表」，填妥「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
⾦105年度公告徵求補助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建議表」後，於本（104）年3⽉9⽇前逕⾏將電⼦檔傳送
ggpeng@immigration.gov.tw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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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國家衛⽣研究院「105年度整合性醫藥衛⽣科技研究計畫」開始受理申請
⼀、 本計畫「經費使⽤範圍及標準」載有管理費編列規定，請有意申請者以計畫研究費總和之10%編列管理費，並依計
畫總經費不同，以其最⾼可編列⾦額規定辦理。
⼆、 請有意申請者於104年3⽉10⽇下午4時前，於該院計畫線上申請作業系統(http://erad.nhri.org.tw)登錄及提送申
請意願書，並於104年3⽉31⽇下午4時前，將計畫書內容及相關附件於線上撰寫完畢且上傳電⼦檔案完成送件後，備妥函
稿、Form Section 8b、Form Section 11及規定之附件資料會辦相關單位後，於限期(104年4⽉8⽇下午4時)前送達該
院學術發展處辦理申請。
三、 因來函附件申請作業⼿冊數量有限，相關說明及書表請⾃⾏上網查詢下載或⾄計畫業務組參閱、影印，或可直接向該
院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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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104年度補助計畫受理申請
⼀、 本計畫分個別型、整合型及創新型3種補助計畫類型，學研機構僅得為整合型計畫之分項計畫或創新型計畫申請單
位，不得單獨申請個別型計畫或整合型計畫。創新型計畫之執⾏機構若為⾮園區事業之公司，應於執⾏期限前核准為科學
⼯業或於南科園區之育成中⼼核准進駐。另學研機構主持⼈申請計畫(含分項計畫)每次以1件為限。
⼆、 有意申請整合型計畫教師請備妥學研機構計畫主持⼈聲明書、合作協議書、計畫申請表及經費總表，以簽案會辦相關
單位後⽤印，再送交合作之主導公司，由其依規定於限期(104年4⽉13⽇)前辦理申請。
三、 有意申請創新型計畫教師請於104年4⽉9⽇前備妥函(稿)、計畫檢查表⼀式1份、計畫申請書⼀式2份(含電⼦檔光碟
1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4年4⽉13⽇前(郵戳為憑)寄送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
四、 學研機構⾏政管理費皆請以核定補助款(不含計畫主持⼈主持費)之15%編列。計畫申請相關資訊及申請表件等，請逕
⾄計畫辦公室⼊⼝網站（http://www.ksmd.org.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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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物品領⽤時間公告
⼀、 依據中華⺠國104年2⽉4⽇交⼤總保字第1041001381號函辦理。
⼆、 為提升本校物料管理效能，訂定每星期⼆、星期四為各單位⾄保管組領取物品時間。
三、 辦理期程︓
(⼀) 2⽉份為試⾏期間。
(⼆) 3⽉1⽇起正式實施。
四、 若有任何疑問，請洽保管組江佩玲⼩姐(5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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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屬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之資訊服務採購，不允
許陸資資訊服務業者參與，屬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
6款規定情形。
⼀、 依據⾏政院秘書⻑104年1⽉6⽇函附103年12⽉18⽇「研商『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相關事
宜」會議之決議事項辦理。
⼆、 機關辦理資訊服務採購，如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具敏感性或國安(含資安)疑慮之業務範疇」，為免發⽣國
安或資安疑慮，請依「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招標⽂件載明不允許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參與。(上開業務範疇及陸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網
站http://www.moeai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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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NCTU Alumni: Vol.473 Monthly is online now!
http://alumni-voice.nctu.edu.tw/epaper/month/vol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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