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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交通⼤學吳妍華校⻑及國⽴空中⼤學張繼昊校⻑3⽇聯袂出席在國
⽴交通⼤學台北校區舉辦的「第⼀次全國MOOC課程認證考試記者
會」，不僅是台灣MOOCs課程的第⼀次，⼀年舉辦4⾄5次全國課程認
證考試更是全球MOOCs的創舉，不僅徹底解決磨課師(MOOCs)課程網
上測驗公信⼒不⾜的問題，更是深化開放教育的開始。

國⽴交通⼤學⾃2013年10⽉正式推出台灣⾃主建⽴的MOOCs平台
「ewant育網」後就⼀直致⼒於建⽴獨有的特⾊，⽬前已經有30所兩岸
的著名⼤學參加，2013-2014年提供超過60⾨以上華⽂授課的優質課
程，⽬前是台灣唯⼀⼀個境外使⽤者遠多於境內使⽤者的MOOCs平台，

是台灣唯⼀⼀個爭取到⼤陸多所頂尖⼤學參與的MOOCs平台，也是台灣第⼀個讓國內MOOCs課程獲得⼤陸頂尖⼤學承認
學分的平台。2014年，國⽴交通⼤學更進⼀步與國⽴空中⼤學合作建⽴姊妹平台 「Taiwan LIFE台灣全⺠學習平台」，
並讓ewant及Taiwan LIFE兩個平台可以互通，是全球⾸個允許不同平台共享課程及學⽣的設計。

ewant平台與Taiwan LIFE平台更將在今年11⽉16⽇(星期⽇)在全台⾄少13個考點(包括⾦⾨及澎湖等離島地區)為平台
上的MOOCs課程舉⾏第⼀次的實體認證考試，每⼀位參加考試的學⽣都將在考場接受⾝分認證後⽅能進⾏考試，其嚴謹的
程度類似於國家級的考試。這也是全球第⼀次有國家在全國各地同步為MOOCs課程舉⾏認證考試，通過的學⽣將可以獲得
⼀紙印有學⽣照⽚、⾜具公信⼒的課程認證證書，徹底解決了MOOCs網上測驗公信⼒不⾜的問題，開啟了MOOCs 發展的
各種可能性，例如學校可以透過這樣的認證考試承認學分，或企業可以利⽤這樣的認證考試評量員⼯學習成果等。2015年
起，ewant及Taiwan LIFE平台每年將固定為平台上MOOCs課程舉⾏4⾄5次全國性的實體認證考試，通過考試的學⽣甚
⾄有可能獲得正式的空中⼤學學分，並納⼊終⾝學分銀⾏及取得終⾝學習學位。

今年11⽉16⽇(星期⽇)登場的⾸次認證考試⼀共有4⾨課程參加，分別是國⽴交通⼤學虞孝成教授的《孫⼦兵法與企業經
營》、陳⿓英教授的《淺論電⼦學》以及唐麗英教授的《統計簡單學》與《品質管理簡單學》。第⼆次課程認證考試訂在
104年1⽉17-18⽇，加⼊課程會多達11⾨以上，包括了北京清華⼤學《⾺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上海交通⼤學《中醫藥
與中華傳統⽂化》、《唐詩宋詞⼈⽂解讀》、國⽴交通⼤學《半導體元件物理》、國⽴中央⼤學《微積分拾級》、中原⼤
學《作業系統導論》、元培醫事科技⼤學《⾛讀臺灣茶》、國⽴宜蘭⼤學《⽣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國⽴陽明⼤學《節
能減碳與永續經營》、⾼雄醫學⼤學《輕鬆學⼒學》以及國⽴中正⼤學《易數邏輯》，眾多⼤學MOOCs課程的加⼊對此課
程認證制度將會有如⻁添翼的加分效果。

在10⽉3⽇的課程認證考試記者會中，也將邀請到參與104年1⽉17-18⽇第⼆次認證考試的課程教師為⼤家進⾏課程說明
及交流，也顯⽰此⼀課程認證制度逐漸能為各校院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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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快樂︕
不論是學術專業還是⼈⽣經驗分享，每堂課都是學⽣⼀⽣受⽤不盡的寶
藏，感謝交通⼤學722位專任、兼任教師的教導與付出，您的殷殷教
誨，是學⼦⼈⽣漫漫⻑路的指引。

吳妍華校⻑感謝每位教師對教育⼯作的投⼊與⾟勞，不僅在研究及教學
表現傑出，帶領學⽣參與國內外競賽成績同樣亮眼，讓交⼤成功⾛上世
界的舞台。⾯對教育⼯作的種種壓⼒與挑戰，期許眾⼈充滿信⼼、專注
向前，以交⼤⼈的精神，代代傳承。

教師是推動交⼤成⻑茁壯的主⼒，為肯定⽤⼼教學的教師們，26⽇特別
舉辦教師節頒獎典禮暨敬師茶會，頒發傑出教學獎七位、優良教學獎三
⼗三位、績效特優導師獎七位、績優導師獎三⼗三位，恭喜各獲獎⽼
師︕

獎項 單位 姓名 備註

應數系  陳秋媛⽼師榮獲三次傑出教學獎,為榮譽教師

基礎科學教學⼩組  許義容⽼師榮獲三次傑出教學獎,為榮譽教師

語⾔中⼼  吳思葦⽼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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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教學獎 電物系  陳振芳⽼師  

電⼯系  ⿈俊達⽼師  

科法所  林志潔⽼師  

電機系  溫宏斌⽼師  

優良教學獎

管科系  蔡璧徽⽼師  

資財系  ⿈星華⽼師  

經管所  姜真秀⽼師  

⼯管系  唐麗英⽼師  

電機系  鍾世忠⽼師  

光電系  劉柏村⽼師  

電⼯系  侯拓宏⽼師  

電機系  周志成⽼師  

電⼯系  趙家佐⽼師  

電⼯系  王毓駒⽼師  

⼟⽊系  張智安⽼師  

材料系  曾院介⽼師  

⼟⽊系  王維志⽼師  

材料系  徐雍鎣⽼師  

機械系  楊秉祥⽼師  

資⼯系  李毅郎⽼師  

資⼯系  張⽴平⽼師  

資⼯系  ⿈世強⽼師  

電物系  陳永富⽼師  

應化系  陳俊太⽼師  

物理所  張正宏⽼師  

應藝所  賴雯淑⽼師  

教育所  林珊如⽼師  

外⽂系  劉美君⽼師  

⽣科系  林勇欣⽼師  

⽣科系  梁美智⽼師  

傳科系  林慧斐⽼師  

⼈社系  李翹宏⽼師  

光電系統所  林建中⽼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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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廖威彰⽼師  

基礎科學教學⼩組  陳⽂亮⽼師  

通識中⼼  梁瓊惠⽼師  

服務學習中⼼  張⽂豪⽼師  

績效特優導師

⼈社系 李翹宏⽼師  

經管所 姜真秀⽼師  

教育所 孫之元⽼師  

體育室 游鳳芸⽼師  

傳科系 ⿈淑鈴⽼師  

機械系 鄭⽂雅⽼師  

運管系 蕭傑諭⽼師  

績優導師

資⼯系 王昱舜⽼師  

電物系 仲崇厚⽼師  

科法所 江浣翠⽼師  

電⼯系 周世傑⽼師  

⼟⽊系 林⼦剛⽼師  

材料系 林欣杰⽼師  

光電系統所 林建中⽼師  

電⼯系 林炯源⽼師  

⽣科系 ⾼雅婷⽼師  

電物系 許世英⽼師  

資財系 郭家豪⽼師  

電機系 陳伯寧⽼師  

資⼯系 陳志成⽼師  

管科系 陳佩樺⽼師  

應數系 陳冠宇⽼師  

資財系 陳柏安⽼師  

影光所 陳國平⽼師  

光電系 陳瓊華⽼師  

資⼯系 曾建超⽼師  

資⼯系 游逸平⽼師  

資⼯系 ⿈世強⽼師  

⼟⽊系 楊⼦儀⽼師  

電物系 楊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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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系 楊家驤⽼師  

照能所 楊勝雄⽼師  

電機系 溫宏斌⽼師  

電機系 廖育德⽼師  

資⼯系 趙禧綠⽼師  

機械系 劉耀先⽼師  

電機系 蔡中庸⽼師  

資⼯系 蔡淳仁⽼師  

外⽂系 盧郁安⽼師  

電⼯系 簡昭欣⽼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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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活⼒再現創意 "役研九⿍"研發替代役徵才系列活動9⽉25號正式起跑
交通⼤學2014研發替代役「役研九⿍」徵才活動，以重承諾及守信⽤的
精神，展開⾺不停蹄的徵才活動宣傳︕9⽉25⽇將由台積電營運組織王
建光副總帶領各部⾨⾼階主管蒞校，為四校台積⽇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
揭開序幕。

內政部役政署及交通⼤學將在9⽉30⽇晚間6:30於交⼤光復校區中正堂
舉辦研發替代役役男制度說明會專題講座，邀請內政部役政署專案辦公
室主委、科⻑等官員蒞臨交⼤，為同學講述多元的服役⽅式及⽣涯規劃
之選擇。以期能招攬位在科學園區周邊優秀的交⼤碩、博同學。同時交
⼤與台積電、聯發科、宏達電、⼯研院、宏碁、華碩、鴻海、廣達電
腦、資策會、中科院、⼤⽴光、瑞昱半導體、群創及慧榮科技等54家科

技⼤廠，共同舉辦⼀系列的公司說明會、專屬企業⽇及就博會徵才⾯談活動。

近年來在交⼤學務處就輔組與Open House⼩組的全⼒推動下，內政部役政署核定錄取名額，交⼤碩博同學媒合的總⼈
數，屢創新⾼並列排名之⾸。也充分顯⽰出企業界對交⼤學⽣所具備的科技專業能⼒、認真踏實的⼯作態度表達⾼度的肯
定與⽀持。今年許多⼤廠積極表達與交⼤研發替代役「役研九⿍」系列活動的⾼度合作意願，最後獲邀的廠商個個來頭不
⼩︔台積電、宏達電(HTC)、聯發科、鴻海、華碩、宏碁與晨星半導體、全球CMOS領導廠商原相科技︔光電⾯板群創及
友達︔軟體資安領域鈊象電⼦等等皆列名其中。其中專屬企業⽇及就業博覽會更提供特別的時間與場次，讓碩、博應屆畢
業⽣可以直接和主管進⾏⾯談的機會。

交⼤就業與升學輔導組表⽰，「役研九⿍」系列講座活動更勝以往，讓交⼤學⽣近距離與廠商互動，⼀⽅⾯接收研發替代
役的資訊外，更能掌握業界的⾛向與產業脈動，也藉此確定⾃⼰⼼⽬中的理想企業，並順利獲得進⼊的管道。

台灣各⼤專院校為了幫助學⽣投⼊職場，都設有就業輔導組織，然不同於其他⼤學由⾏政單位主導⼀切活動規劃，交通⼤
學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組從活動規劃、廠商聯絡、宣傳品印製到講座活動執⾏都是由學⽣主導︔⼀⽅⾯提供機會
讓參與舉辦的學⽣有機會在畢業前與廠商⾯對⾯交流，另⼀⽅⾯更透過舉辦學⽣們創意的發揮與宣傳企劃，與應屆役男產
⽣共鳴，藉此清晰地傳達新的兵役制度與⽬前的產業脈動，也讓企業⼈資⾒識到OH同學的軟實⼒年年傳承、歷久不衰的
「役研九⿍」精神。

詳情請上OH官網 https://openhouse.nctu.edu.tw/2015/
OH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NCTU.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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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研發輕空透氣型綠屋頂 打造節電降溫綠⽣活
全球暖化問題⽇益嚴重，⽣態和氣候都受到不良影響，都市⽔泥化造成
的熱島效應更加重此問題，耗⽤更多能源在空調上，交通⼤學環境⼯程
研究所永續環境系統分析室與⽵軒園景觀設計公司合作開發「輕空透氣
型綠屋頂」，以環保⽅式降低室內溫度，還能保護屋頂、延⻑屋頂壽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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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屋頂在夏天可以隔熱降低室內溫度2-4度及屋頂表⾯溫度20-30度，
減少空調能耗並保護屋頂。國內外研究也顯⽰綠屋頂具有節能減碳、減
緩溫室與熱島效應並截流⾬⽔、改善空氣品質、增加建築美觀及降低噪
⾳多項效益。

環⼯所⾼正忠教授表⽰，輕空透氣型綠屋頂分為⽔盆式及寶特瓶式︔寶
特瓶式使⽤回收的寶特瓶建置，廢棄寶特瓶變成對環境有益的材料，⼤
量節省建置經費。⼆種新型綠屋頂⽬前在交⼤設置實驗場，⼩寶特瓶式
也在南隘國⼩實際建置，⽔盆式同時在⺠富國⼩推廣建置，隔熱降溫效
果極佳，也讓⼩學⽣實做、體驗綠能環保新知，寓教於樂。

台灣的都市溫度愈來愈⾼，明顯受到熱島及溫室效應影響。美國學者研究指出，都市全⾯設置綠屋頂預期可扺銷熱島效
應，使城市降溫⾄少約0.5⾄1度︔傳統的屋頂綠化，施作過程需經過多層防⽔⼯程與覆⼟才能栽種植物，過程繁瑣且重量
較重，建築結構需有⾜夠承載⼒。除此之外，建置所需時間與成本偏⾼，推廣範圍受限，維護上也較困難。同時，台灣的
濕熱環境以及傳統綠屋頂透氣性不佳，反⽽造成夜間不易散熱，導致室內悶熱，也容易造成屋頂表⾯受潮。

交⼤研發的輕空透氣型綠屋頂最⼤的好處在於具備綠屋頂功能，也避免傳統綠屋頂覆⼟時可能造成的建物結構受潮與漏⽔
問題，延⻑原始建物結構防⽔層的使⽤限度。另外，柱狀的結構設計，除了加強⽀撐的效果，也在綠化層與建築表⾯之間
產⽣透氣層，綠化層隔絕陽光直接曝曬之餘，以氣流通過的⽅式加強建築表⾯散熱，夜間室內也不會悶熱，且重量⽐傳統
型輕許多，區塊組裝式較彈性，容易維護，組裝、施⼯與維護皆⽐傳統型便利，達到環保節能降溫的最佳效果。

[秘書室/環⼯所| Top

交⼤國際志⼯印度團服務成果受肯定 榮獲華碩⽂教基⾦會評鑑優選團隊第三名
本校印度國際志⼯Jullay4團於9⽉4⽇榮獲2014華碩⽂教基⾦會「國際
志⼯評鑑優選」。當天評鑑會由華碩⽂教基⾦會以及資策會共同主辦，
共九組來⾃不同⼤專院校之國際志⼯隊伍參與評鑑，本校印度國際志⼯
團脫穎⽽出，獲第三名殊榮。

Jullay團於今年四⽉撰寫服務企劃書獲得與華碩⽂教基⾦會合作的機
會，經歷半年的志⼯課程培訓以及回國後的成果資料統整的歷程後，終
獲肯定。評鑑會當天團員們難掩喜悅⼼情，團⻑資⼯系四年級陳同學
說︓「獲得基⾦會的肯定對我們來說是莫⼤的⿎勵，尤其今年新增兩個
服務地點，許多事情都像是重新開始，我們需要付出更多的時間，但有

了基⾦會的⿎勵，不論是明年、後年，我們更有動⼒繼續前進。」團員鍾同學也表⽰︓「獲得肯定表⽰明年我們能持續與
基⾦會合作，想到這樣能為當地孩⼦再多做點什麼就覺得⾟苦都值得了︕」

Jullay團⾃2011年起，每年由服務學習中⼼負責招募團員及培訓，由服務學習中⼼主任⽩啟光擔任指導⽼師，於每年暑假
期間⾄北印度拉達克服務，並且⾃2011年起持續與華碩⽂教基⾦會合作，運⽤基⾦會所提供的再⽣電腦，落實縮短數位落
差的理念。除此之外也⾄當地進⾏英語、排球、科學實驗教學，並協助當地學校募款。

⼗⽉起印度國際志⼯團將於校內舉辦成果展及分享會，將旅程中的點點滴滴與⼤家分享，並招募明年新團員⾄拉達克服
務。

[服務學習中⼼| Top

評鑑專題演講︓學⽣學習成效與評鑑報告撰寫及評鑑倫理
教務處配合系所⽬前積極撰寫⾃評報告書之期程，舉辦有關學⽣學習成效品質保證機制報告撰寫之議題，以學習⾃我評鑑
之重要知能。並於此演講中提及評鑑倫理等重要概念，協助系所瞭解與維持於進⾏⾃我評鑑與檢視過程中，如何維持公
正、客觀、與專業的形象。

本年度特別邀請國內⾸屈⼀指之評鑑專家蒞臨分享評鑑各項準備事宜， 10 ⽉份邀請台北市⽴⼤學學術副校⻑王保進教
授，其曾任財團法⼈⾼等教育評鑑中⼼評鑑業務處處⻑ (2006-2012) 。王教授秉持評鑑專業與熟稔的實務演練經驗，本
次透過「學⽣學習成效與評鑑報告撰寫及評鑑倫理」題⽬與⼤家分享。

講者︓台北市⽴⼤學學術副校⻑王保進教授 
時間︓ 103 年 10 ⽉ 14 ⽇ 10:00-12:00 
地點︓資訊館 2F 國際會議廳 
報名網址︓ http://ctld.nctu.edu.tw/ws/0930/enroll/

[教務處] | Top

⾼中創新教學研習講座-學思達的教學操作與問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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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創新教學及其應⽤，教學發展中⼼將於103年10⽉17⽇辦理⾼中創新教學研習講座，邀請國⽴宜蘭⾼級中學吳勇宏
⽼師講授《學習達的教學操作與問題設計》。

演講訊息如下︓ 
時間︓ 103年 10⽉ 17⽇ (星期五 )14:00-16:00 
地點︓交通⼤學光復校區資訊技術服務中⼼ CS100教室 
報名︓請於 103年 10⽉ 13⽇ 12時以前於線上報名 ( http://goo.gl/aABiAp ) 
議程: http://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41000011/議程.pdf

[教務處] | Top

【志氣】校園論壇全台巡迴接⼒賽來到交⼤了
20所⼤學的【志氣】校園論壇全台巡迴接⼒賽，帶著志氣之⽕⾛進校園，讓你與紀錄⽚中的志氣⼈物、或企業CEO、⼈資
⻑⾯對⾯，發掘屬於當前世代的志氣︕
103年10⽉15⽇15:30-17:20導師時間課程期間，將舉辦天下雜誌志氣校園論壇，歡迎全校教職員⽣踴躍參加。

[學務處] | Top

2014研發替代役活動-公司說明會開跑囉
9⽉25⽇⾄10⽉24⽇共辦理55場公司說明會，各場次時間如下表，10⽉14⽇(⼆)研替就博會當天將有台積電、聯電等知
名⼤廠駐點徵才，歡迎碩博役男踴躍參加。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活動官網(https://openhouse.nctu.edu.tw/2015/)查詢。

 

[學務處] | Top

【交⼤哈職網】專屬交⼤⼈的求職平台
★⼯讀兼職機會★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期

⽯尚企業 綠世界店假⽇計時⼯讀
2015年2⽉28
⽇

安瑟管理顧問公司 ⽂書處理
2014年1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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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市私⽴喬⽴⽂理短期
補習班 數學⽼師、英⽂⽼師

2014年10⽉
20⽇

光藝公司 展場招待
2014年10⽉9
⽇

尚澤光電 ⼯讀⽣
2014年10⽉
30⽇

⾶虹國際整合⾏銷公關顧
問公司 10/4家庭⽇活動⼯讀⽣

2014年10⽉2
⽇

璽理⽂理補習班 輔導⽼師
2014年11⽉1
⽇

交⼤創新育成中⼼ 活動臨時⼯讀⽣
2014年10⽉
23⽇

凌通科技 ⻑期⼯讀⽣
2014年10⽉

30⽇

電⼦⼯程學系(所) 聯發科技短中期⽣醫訊號處理⼯讀⽣
2014年10⽉

31⽇

名喬⼈才服務公司
【時薪180】全球半導體⼤廠內勤⼯讀⽣、【時薪180】全球半導體設
備⼤廠⼯讀⽣

2014年12⽉1
⽇

有化科技 研發⼯讀⽣
2014年12⽉

31⽇

國家晶⽚系統設計中⼼ 短期晶⽚量測⼯讀⽣
2014年10⽉

31⽇

★全職⼯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
⽌⽇期

遵宇科技
104年研發替代役-軟體研發⼯程師、⼯務專案管理

2015
年9⽉
1⽇

Fourth Valley
Concierge

⽇商COACH A 徵資訊平台開發⼯程師、⽇商Akatsuki 台灣新設公司徵管理幹部
（美術總監）、（⼿機遊戲企劃）、（後端系統⼯程師）、（客戶端程式設計
師）、（技術總監）、⽇本樂天東京總部徵軟體研發、系統研發⼯程師

2014
年11
⽉15
⽇

Fourth Valley
Concierge

PwC Aarata⽇本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海外徵才、⽇本⾃動機械東京總部徵技術研發
⼯程師

2014
年10
⽉31
⽇

⽯尚企業 新⽵巨城店儲備幹部

2014
年10
⽉31
⽇

安本國際證券
投資顧問公司

Officer, Investor Services

2014
年10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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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業銀⾏ ⼯讀助理

2014
年10
⽉20
⽇

薩摩亞商矽⼒
杰半導體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

司

類⽐IC設計資深⼯程師
2015
年9⽉
9⽇

國泰⼈壽 資訊⼈員

2015
年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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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10
⽉31
⽇

尚澤光電 機構繪圖⼈員、韌體⼯程師

2014
年10
⽉30
⽇

美商網基公司
台灣分公司 軟體測試⼯程師 (⽉薪5~6.5萬)、軟體⼯程師(⽉薪6~8萬)

2014
年12
⽉31
⽇

英屬蓋曼群島
商防特網公司
台灣分公司

Jr. AV Analyst、Embedded software engineer

2014
年12
⽉31
⽇

Money101 資訊分析師

2014
年10
⽉15
⽇

⼗⼀事務公司 資深建築設計師,建築設計師

2014
年12
⽉31
⽇

台灣⽣醫材料
公司 財務會計管理師

2014
年12
⽉31
⽇

崇越科技

資深⼯程師 
業務專員/副理

2014
年10
⽉31
⽇ 
2014
年12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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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曄科技
Senior Sales 資深業務專員、Sales 國內業務、韌體應⽤⼯程師 MCU FAE、電
源應⽤⼯程師Power FAE、ARM Processor FAE 韌體應⽤⼯程師、Analog FAE
類⽐應⽤⼯程師、Embadded FAE 軟體應⽤⼯程師

2014
年12
⽉31
⽇

網際家數位科
技 Internet 程式設計師

2014
年9⽉
30⽇

經貿聯網科技 104年度研發替代役_產品研發⼯程師

2014
年12
⽉31
⽇

勁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研發⼯程師、專案業務銷售⼈員、業務助理、總經理特別助理

2014
年10
⽉31
⽇

★實習⼯作★

企業機構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期

⽇盛⾦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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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loyment information - September, 2014

Title Date

(Full Time) COACH A Job Recruitment 2014.9.30

(Full Time) PwC Job Recruitment 2014.9.30

(Full Time) JAM Job Recruitment 2014.9.30

(Full-Time) Tencent 2015 Campus Recruitment 2014.9.15

(Full Time)ITRI SSTC Job Recruitment 2014.9.2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lick on the link below
http://career.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9/admunit_news/list.php?detail_mode

[學務處] | Top

103學年度第1學期導師時間課程新菜單
包含校⻑講座三場、服務學習講座六場、諮商中⼼講座⼀場、性別平等宣導講座等(詳下表)，涵蓋學術⼈⽂、⽣涯規劃、
社會關懷意識及性別平權等具啟發性議題，歡迎參加。

103學年第1學期導師時間課程 活動列表

週
次

⽇期 課程內容 講者 場地
承辦單

位
備註

3 10/1

校⻑講座︓博雅學習與軟實⼒
澳⾨⼤學
程海東副校⻑

中正堂 ⽣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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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講座
許⾃⼰⼀個謙卑偉⼤的社會關懷
使命〜服務學習經驗分享

景⽂科技⼤學課外活動指導組
王忠孝組⻑

電資⼤
樓
國際會
議廳

服務學
習中⼼

限230
位

4 10/8

諮商中⼼講座︓
⼈⽣沒有正確答案，從旅⾏去看
⾒可能的未來

雪兒
知名旅⾏部落客《天下雜誌部落格─三
⼗歲旅⾏的故事》專欄作家

⼯程三
館
EC015
教室

諮商中
⼼

限100
位
敬請先
⾏報名

服務學習講座
旅⾏－履⾏ 寫⽣命的故事

天主教救星教養院教保部
陳信衡主任

電資⼤
樓
國際會
議廳

服務學
習中⼼

限230
位

5 10/15 導師時間課程 天下雜誌志氣校園論壇 中正堂 ⽣輔組  

7 10/29

專題演講︓資訊傳染
Information Contagion

林基興博⼠

浩然
B1
國際會
議廳

⽣輔組  

服務學習講座
2014交通⼤學國際志⼯團分享

國際志⼯團團員

電資⼤
樓
國際會
議廳

服務學
習中⼼

限230
位

9 11/12 期中考週 - - - -

10 11/19 校⻑講座(題⽬待訂)
華碩集團
曾鏘聲副董事⻑

中正堂    

11 11/26

運動會預賽 - - 體育室 -

服務學習講座
Design Thinking In Service-
Learning(暫訂)

本校服務學習中⼼
⽩啟光前主任

電資⼤
樓
國際會
議廳

服務學
習中⼼

限230
位

12 12/3 運動會 - - 體育室 -

13 12/10

學⽣座談會－校⻑有約 - 中正堂 軍訓室 -

服務學習講座
好⼈運動(暫訂)

花蓮縣⻘少年公益組織協會
⿈榮墩理事⻑

電資⼤
樓
國際會
議廳

服務學
習中⼼

限230
位

14 12/17
服務學習講座
⾃我批判的社會服務之路︓從國
際志⼯到社會運動(暫訂)

台灣⻘年氣候聯盟
沈軒宇前秘書⻑

電資⼤
樓
國際會
議廳

服務學
習中⼼

限230
位

15 12/24 校⻑講座(題⽬待訂)
國家衛⽣研究院
伍焜⽟院⻑(2006-2012)

中正堂 ⽣輔組  

16 12/31 性平宣導講座(題⽬待訂)
性平會執⾏秘書
科法所林志潔副教授

待訂 ⽣輔組  

18 1/14 期末考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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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104年度「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申請案受理申請
⼀、 本申請案補助事項為國內學者因擔任重要國際學術組織理事、監事或執⾏委員、國際學術期刊主編或副主編等重要學
術職位，參與相關學術活動所需之相關經費。
⼆、 申請⼈之資格須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第⼀項第⼀款規定。但借調或調任⾄不符合上開作
業要點第⼆點規定之機構者，不得提出申請。
三、 科技部另於103年9⽉17⽇科部科字第1030068353號函通知修正旨揭作業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 第9點審查作業:原規定「採學術審查(包括初審及複審)及本部跨司處會審⼆階段審查⽅式。審查結果於申請截⽌⽇之
翌⽇起⼆個⽉以書⾯通知申請機構為原則」，修正為「採學術審查及本部跨司處會審⼆階段審查⽅式。審查結果於申請案
截⽌收件之次⽇起三個⽉內完成，並以書⾯通知申請機構︔必要時，得予延⻑。」
(⼆) 第11點變更及終⽌︓補助案之變更除「本要點補充說明」另有「規」定者外，修正為除「合約書」另有「約」定者
外，準⽤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7點規定。
(三) 第12點經費⽀⽤及結報︓辦理結報檢附⽂件新增「任期起訖證明⽂件」及刪除「經費結報確認表」，另刪除修改部分
⽂字。
四、 請申請⼈⾄科技部⾸⾴「線上申辦登⼊」，⾝分選擇「研究⼈員 (含學⽣)」後進⼊「學術研發服務網」，在「申辦項
⽬」選單下，點選「國際合作類」下的「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請填具各項申請資訊欄位，同時將中英⽂摘要、規
劃內容、成果及績效查核點預估表、主持⼈已擔任該國際學術組織、國際學術期刊重要學術職位及其任期起迄⽇期之相關
證明⽂件等各項申請⽂件以PDF檔上傳。並請於103年10⽉27⽇前由所屬單位列印已確認畫⾯及「國⽴交通⼤學申請科技
部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聲明書」各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五、 其他事項請詳參函⽂、徵求公告及作業要點說明，相關資訊⽂件可⾄科技部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址︓
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8fc66dc670544be6823651bdac1f9ecf&ctunit=31&CtNode=42&m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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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104年度奈⽶科技創新應⽤主軸計畫」
⼀、 科技部⾃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函送「104年度奈⽶科技創新應⽤主軸計畫」構想書及具體計畫書徵求公告，並⾄
103年11⽉3⽇下午5時⽌徵求單⼀整合型計畫構想書。
⼆、 本計畫徵求的研究範疇包含「奈⽶⽣技醫療」、「奈⽶能源與環境」、「奈⽶電⼦光電」及「奈⽶檢測與製程」等4
個領域，申請⼈請配合時限E-mail新提之單⼀整合型計畫構想書，通過後請依科技部⾃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通知之申
請期限前提送具體計畫書。
三、 同⼀年度已執⾏任何國家型計畫、學術攻頂計畫、卓越領航計畫或產學⼤聯盟之總計畫主持⼈，不得申請本計畫。如
同時申請上述各類計畫獲通過1件以上者，請擇⼀執⾏。
四、 構想申請書及計畫徵求公告等詳細相關資訊可⾃⾏⾄科技部網⾴(網址︓ 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0061e4afac9c4e759b8249b6ec73a0b7&ctunit=31&CtNode=42&mp=1)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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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2015年臺灣與法國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
⼀、 本次徵求之計畫合作類型未設優先領域，科技部與法⽅均列屬之學⾨領域內主題均可提出申請。法⽅ANR將採2階段
線上作業，第1階段為̶註冊及提出構想書，第2階段為̶提送完整計畫書，我⽅則僅採單階段作業。
⼆、 配合法⽅ANR本項徵求2階段的作業需求，法⽅計畫主持⼈將協同我⽅團隊於ANR線上系統進⾏第1階段之申請案註
冊及提送構想書，該階段的截⽌⽇期為103年11⽉18⽇法國當地13:00時整，我⽅主持⼈應予協助並配合。我⽅主持⼈於
法⽅主持⼈向ANR完成第1階段計畫註冊程序後，亦請於103年11⽉30⽇前以電⼦郵件通知本案科技部承辦⼈(E-mail:
cttao@most.gov.tw)，並附上計畫基本資料表(Table_F09)及構想書2檔案。
三、 我⽅主持⼈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在「國際合作」⼯作⾴下點選「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計畫
(Joint Call)」，英⽂計畫名稱應與法⽅所提計畫名稱相同，並應加註英⽂計畫題⽬之簡稱（Acronym），並請於104年3
⽉26⽇前由所屬單位彙整造具申請名冊及「國⽴交通⼤學申請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各⼀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
彙辦。法⽅第2階段之完整計畫書提出則要求需為曾完成第1階段註冊者始可提出，且內容應與原案構想書相符，其申請截
⽌⽇為104年3⽉30⽇13:00時整(巴黎當地時間)。
四、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徵求說明及法⽅ANR之申請規範與作業說明，或請⾄科技部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網址: 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1c5033764c324c07810b97f6ffb56720&ctunit=31&CtNode=42&m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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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技產業創新創業⼈才培育計畫徵件須知」
⼀、 本計畫規劃之推動中⼼如下︓
(⼀) 農業⽣技產業教學實習推動中⼼。
(⼆) 醫藥⽣技產業教學實習推動中⼼。
(三) 跨領域⽣技產業菁英培訓推動中⼼。
⼆、 因徵件須知載有每校以⾄多申請2件(含已獲補助執⾏中之推動中⼼)不同推動中⼼補助計畫為原則。如同校申請2個不
同推動中⼼補助計畫者，應具體說明計畫間之關聯性、互補性、合作規劃及經費整合情形，並由學校負責整合及協調⼯
作。本校⽬前已獲補助執⾏為醫藥⽣技產業教學實習推動中⼼，請有意申請另2項中⼼之教師於103年9⽉23⽇前告知所屬
學院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全校申請件數超過1件以上，將進⾏校內協調作業。
三、 計畫申請⽅式如下︓
(⼀) 延續性計畫︓請執⾏單位-⽣物科技學院(校內計畫編號︓103B522)於103年10⽉28⽇前備妥計畫申請書⼀式8份及
電⼦檔1份，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於限期103年10⽉30⽇前(郵戳為憑)寄⾄⽣技產業創新創業⼈才培育計畫總辦公室
辦理申請。
(⼆) 新申請計畫︓請新申請計畫主持⼈所屬學院於103年10 ⽉7⽇前備妥計畫構想書⼀式8份及電⼦檔1份，以簽案會辦
相關單位後，於限期103年10⽉9⽇前(郵戳為憑)寄⾄⽣技產業創新創業⼈才培育計畫總辦公室辦理申請。若經通知評審
通過，請於限期(103年11⽉20⽇)2⽇前研提計畫申請書。
四、 徵件須知相關附件(含計畫構想書格式)請逕⾄計畫網站 http://web.nchu.edu.tw/~iebt/index.htm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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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推薦103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
本校將推選103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依作業辦法，需先請各⽅碩彥推薦候選⼈，再⾏後續之審查程序。
倘蒙 惠賜推薦，敬請於103年10⽉15⽇前，將推薦書及相關資料，寄送秘書室或E-mail:
tiffanychiu@mail.nctu.edu.tw。
相關資料請上網下載︓
1. 推薦書
http://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40800051/application.doc
2. 名譽博⼠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http://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40800051/rule.pdf
3. 名譽博⼠及傑出校友名錄
http://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40800051/list.pdf
※ 聯絡⼈︓秘書室邱美玲⼩姐 (分機︓3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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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政中⽴宣導
(1)「不分顏⾊，不分黨派，⾏政中⽴在於⼼中的那把公正尺。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2)「公務⼈員⾏政中⽴，國家進步的動⼒。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3)「⾏政中⽴，全⺠得益︔依法⾏政，公平公正︕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4)「⾏政要中⽴，國家更安定。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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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宣導
(1)「公務⼈員五⼤核⼼價值 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2)「公務⼈員『廉正』作為 廉潔⾃持、利益迴避、依法公正執⾏公務。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3)「公務⼈員『忠誠』作為 恪遵憲法及法律，效忠國家及⼈⺠，增進國家利益及⼈⺠福祉。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提醒您。」
(4)「公務⼈員『專業』作為 與時俱進，充實專業職能，提供優質服務。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5)「公務⼈員『效能』作為 團隊合作，提升⼯作效能，積極回應⼈⺠需求。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6)「公務⼈員『關懷』作為 懷抱同理⼼，尊重多元⽂化，落實⼈權保障。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7)「公務⼈員應關懷弱勢族群，促進族群和諧，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8)「公務⼈員應致⼒提供⺠眾優質⽣活環境，縮減貧富差距，營造均富安康的社會。公務⼈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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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星⻘年、築夢臺中」創業補助計畫說明暨暨座談會
活動主題︓ 「摘星⻘年、築夢臺中」創業補助計畫說明暨座談會
活動時間︓ 2014/10/15(三)15:00-17:00
活動地點︓ 交⼤光復校區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活動摘要︓ 108位創業⻘年．３⼤創業基地．每⽉33K創業獎勵⾦．創業營運輔導

「摘星⻘年、築夢臺中」創業補助計畫 針對年滿⼆⼗歲以上、四⼗歲以下，於電⼦商務產業或⽂化創意產業等領域內，具
有創新、創意、創業想法及計畫的⻘年朋友，提供臺中市市內三處創業築夢基地︓潭⼦-摘星⼭莊、⻄區-審計新村、霧峰-
光復新村(臺中市政府修繕、整復房舍)，並將招募108位創業⻘年，每⽉補助33,000元的創業獎勵⾦(含房屋租⾦)，為期
12個⽉，最⻑補助⾄24個⽉，期盼協助創業⻘年扶植創業夢想，無限延續創業精神︕歡迎參加說明會了解詳情

【新⽵場說明暨座談會】
時間︓2014/10/15（星期三）15:00~17:00 
地點︓交⼤光復校區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報名網址︓http://www.accupass.com/go/catchstar_taichung
除計畫說明外，尚邀請到「獎⾦獵⼈」恩克斯網路科技(股)公司/創辦⼈-張芷芸，現場親⾝分享創業過程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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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NCTU Alumni: Vol.468 Bi-weekly II is online now!
http://alumni-voice.nctu.edu.tw/epaper/week/468-2/index.html

 

‧Employment information - September, 2014

Title Date

(Full Time) COACH A Job Recruitment 2014.9.30

(Full Time) PwC Job Recruitment 2014.9.30

(Full Time) JAM Job Recruitment 2014.9.30

(Full-Time) Tencent 2015 Campus Recruitment 2014.9.15

(Full Time)ITRI SSTC Job Recruitment 2014.9.2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lick on the link below
http://career.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9/admunit_news/list.php?detail_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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