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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起順時鐘下：吳文偉副教授、吳卓諭副教授、莊士卿

副教授、陳冠宇副教授

【新⽣活動】

新⽣獻禮︕冰淇淋+⼩7禮券⼤放送
夢想王之尋寶圖(9/11-9/30)

【圖書館服務】

研究⼩間線上預約服務
3D列印服務

【展覽與活動】

【講座】Fablab的⾃造者精神 (9/22)
【講座】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完︕(10/8)
夢想ing

【館藏推薦】

視聽新鮮貨-⾃由之⼼(DVD)
新進圖書-別輕易相信︕你必須知道的科學偽新聞(BOOK)
發展館巡禮 （⼀）︓⽵銘紀念室

【有獎徵答送好禮】

iPad、⼿機、拍⽴得、⽿機...獎不完

各訊息內⽂請連結︓http://140.113.39.74/nctunews/

其他單位
產學運籌中⼼
9/27(六)第五屆國際創業育成論壇「⼈對，就對了嗎︖」
「摘星⻘年、築夢臺中」創業補助計畫說明暨座談會

吳⽂偉、吳卓諭、莊⼠卿、陳冠宇副教授獲吳⼤猷先⽣紀念獎殊榮
科技部公布103年度吳⼤猷先⽣紀念獎，獎助國家學術菁英⻑期投⼊學
術研究。交⼤材料系吳⽂偉副教授(材料⼯程)、電機系吳卓諭副教授(電
信⼯程)、應化系莊⼠卿副教授(有機化學)及應數系陳冠宇副教授(機率
論)在發展科學與技術研究帶來貢獻，榮獲吳⼤猷先⽣紀念獎肯定，獲頒
獎牌⼀⾯及20萬元獎勵⾦。

吳⽂偉副教授研究專⻑為電⼦顯微鏡、半導體材料、奈⽶光電材料、微
電⼦材料與製程。97年與研究團隊發現晶體內部之奈⽶雙晶結構與晶界
接合處可有效遲滯銅原⼦的電致遷移現象，對於積體電路製程技術的開
發極具啟發作⽤，成果獲刊於《Science》︔隔年獲中央研究院頒發年
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今年以「電阻式記憶體中傳導奈⽶燈絲之演變研
究」獲得第⼗⼆屆有庠科技奈⽶科技類論⽂獎，為台灣⾸次成功⽤材料

分析⼿法直接觀察RRAM switching結構動態變化的論⽂，對元件操作與物理模型提供良好的材料分析⽅法與驗證機制。

吳卓諭副教授專精通訊、網路及多媒體領域，⾃交⼤電控系畢業後攻讀碩、博⼠，為交通⼤學培育的傑出⼈才。今年以
「範數與距離在受限保距特性規範下的兩個稀疏向量於壓縮後的最⼤及最⼩夾⾓︓基於平⾯幾何的⽅法」榮獲第⼗⼆屆有
庠科技論⽂獎，為通訊科技類本年度唯⼀獲獎論⽂，更是台灣學術界在壓縮式感測領域第⼀篇刊登於通訊與消息理論學⾨
頂尖的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Theory的研究論⽂，其理論及應⽤價值受到國際矚⽬。教學與研究同樣傑出
的吳卓諭副教授也在2012年獲得交通⼤學優良教學獎榮譽。

應化系莊⼠卿副教授學術專⻑為有機分析、材料化學與有機⾦屬催化，專研有機太陽能電池、碳簇(C60)化學、有機⾦屬
催化反應及C-H鍵活化探討。曾獲頒2013年優良教學獎與2012年理學院年輕學者研究獎，在學術研究與教學領域皆有卓
越表現。化學是許多領域研究的基礎知識，莊⼠卿副教授在化學研究投⼊⼼⼒︔研究碳六⼗化學，以簡易的⽅法合成碳六
⼗衍⽣物，應⽤在有機太陽能電池，提供未來能源問題的解決之道，也研發新異的合成⽅法，應⽤於合成有⽤的天然物及
醫藥領域之中。

應數系陳冠宇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機率理論與隨機過程，曾任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之中⼼科學家，獲得國家理論科學研究
中⼼年輕理論學者獎、交⼤理學院年輕學者傑出研究獎、99學年度傑出教學獎及中華⺠國數學會⻘年數學家獎。喜歡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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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壓指紋機打卡

⾺⽒過程(Markov processes)的收斂⾏為與相變⾏為，其模型在許多領域有重要的應⽤，包含統計物理學、計算機科學以
及⽣物學。為消彌學⽣對抽象數學的恐懼，陳冠宇副教授以⽣活化的數學問題提升學⽣學習動機，開啟學⽣對數學的興趣
之⾨。

四位年輕學者在專業領域深耕，優異成績備受肯定，獲吳⼤猷先⽣紀念獎可謂實⾄名歸，擁有豐沛研究能量的他們，未來
也將為學術界與產業界帶來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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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連線募資⾦ 交⼤學⼦為健康和理想⽽跑
「動起你的腳、激發你的腦，Run & Fun⼀起運動吃早餐︕」交通⼤學
電物系學⽣在熱⼼系友⽀持下，組成RUNWAY團隊發起運動送早餐活
動︓交⼤⼈只要在⼀⼩時內繞跑環校道路並按壓指紋機打卡，就可獲得
免費早餐⼀份。團隊9⽇在新⽣開學典禮上宣導健康⽣活，希望新⽣從
⼊學起就培養運動好習慣，⼒⾏健康⽣活作息。

去年，熱⼼校友有感於許多⼤學⽣沒有固定運動和吃早餐的習慣，加上
熬夜晚睡讓⾝體健康與課業學習⼤打折扣，決定提供經費為學⽣帶來改
變，並藉此提升交⼤學⼦未來競爭⼒。電物系徐琅教授與系上碩、博⼠
⽣深受感動，當下激勵102學年「計算機概論」課程⼤⼀學⽣何若菁、

蘇美樺學以致⽤，結合電腦、網路與指紋機，發起「運動送早餐」活動，⿎勵晚起、少運動的學⽣步出寢室、享受早晨的
美好︕該團隊通過電物系校友的「電物校友獎學⾦」資助，獲得⼀百萬元基⾦運⽤。

團隊隊⻑、電物博五⿈瀚平表⽰，全校教職員⼯⽣都可參與活動。每周
⼆、四中午在基礎科學教學⼤樓152教室有登錄指紋服務，登錄⼀次後
即享有全年資格。只要在⼀⼩時內環校跑步⼀周並按壓位於研⼀舍、研
⼆舍、⼋舍⾨⼝的三台指紋機，就可在運動後兩天上午六點⾄⼗⼀點，
⾄交⼤⼆餐7-11領取⼀份早餐。團隊⽬前正和校內其他店家洽商合作，
希望未來有更多的選擇。

課程期末成果報告顯⽰，活動執⾏⼀學期，已累計超過五千⼈次參與路
跑。電物⼤⼆于振亞表⽰，⽬前已參與逾三⼗次，和室友⼀起跑步、吃
早餐很開⼼，不僅更有動⼒也養成運動好習慣，未來會邀請學弟妹⼀同

加⼊︔早起路跑的學⽣也表⽰，很久沒有天未亮就起床運動，感謝團隊舉辦活動，讓她發現學校醒過來之前的樣⼦。

⼤⼀學妹初試啼聲，精彩成果吸引學⻑姊加⼊團隊激發更多創意。今年暑假，電物⼤四潘以蘇與鄧世紹運⽤校友加碼活動
基⾦，接⼿策劃RUNWAY未來進階活動，希望學⽣在運動吃早餐、養成規律⽣活之餘，還可「聯⼿築夢」︔每次跑步都可
累積點數，讓懷有理想但苦無資本的學⽣勇於發想計畫、號召眾⼈共同集點。通過的計畫RUNWAY團隊依點兌換相對資
⾦，聯⼿實踐夢想，讓RUNWAY活動的跑步「More than just a Run」。校友認為培養夢想和辦活動的能⼒是很好的教
育，「如果學⽣⾃⼰不知道⾃⼰要做什麼，我們如何去要求︖透過創意競爭環境的設計，希望讓學⽣了解世界上不是只有
他們，這個社會充滿著不同想法、不同創意，奇兵才能致勝︕」。

「電物校友獎學⾦」來⾃64級電物系校友。校友表⽰，不同於⼀般獎學⾦僅供家境清寒或品學兼優的學⽣申請，只要學⽣
有任何對交⼤師⽣以及交⼤社會環境有正⾯影響的計劃都可提出，通過申請的計畫將獲得資助，「希望捐出去的錢被有意
義的運⽤︕如果計畫很棒，錢不夠是校友的問題︔如果錢花不完，是學⽣和學校教育的問題︕」

徐琅教授給予這些從「做中學習」的學⽣極⼤肯定，「他們完全⾃主，從構想、計畫、⽂宣、⾏銷到執⾏，都有很多創新
想法︕只要給機會和⿎勵，交⼤學⽣很棒︕」他也表⽰，RUNWAY活動結合校友回饋⺟校的愛⼼與學⽣的熱情創意，不但
推動健康運動，也培養學⽣築夢與辦活動的未來競爭⼒，是具有多元意義的活動。RUNWAY團隊期望在科技與運動的結合
下，吸引更多學⽣加⼊，不限時段、按了就跑，讓美好的⼀天從運動帶來的快樂嗎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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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1學期選課注意事項
1.【開學後加退選】︓9/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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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學⽣選課以網路為主，若遇特殊課程（⼈數限制、系所限制），無法於網路直接加退選時，可填寫書⾯「網路選課加退
選處理表」。

3.碩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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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書報討論、論⽂研究、個別研究、專題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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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同學們務必於選課截⽌(9/26)前，上網確認⾃⼰的功課表，選課情形以網路為主（⾃⼰欲修習課程請與網路上功課表
⼀致）。

5.開學第三週（9/29-10/3）︓學⽣逾期加退選（逾期加退選申請表）及⽼師選課輔導（選課輔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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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1學期校際選修（交⼤同學選修外校課程）
同學欲⾄他校校際選修的流程為︓
1.本校之「校際選修申請表」
（1）選課系統https://cos.adm.nctu.edu.tw/ ，左功能選單︓「校際選修」（加選課程並列印申請表）。
（2）依「校際選修申請表」流程辦理，需於開學後⼆週內繳單回交⼤課務組(以兩校最早截⽌⽇期為準)。

2.請依開課學校規定選課。
如︓清華⼤學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10874.php
（請同學⾄清⼤課務組系統登錄選課）

註︓校際選課作業流程圖（交⼤⽣修外校課程）http://chc.nctu.edu.tw/about0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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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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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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英⽂寫作等等)、輔系（所）、雙主修及先修課程等。
2.符合以上條件請於今年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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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os.adm.nctu.edu.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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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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第1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
1.因本校已實施教師全⾯以網路傳送成績，且為讓教師即時掌握修課學⽣之⼈數與名單，因此課程之「點名單」亦將由任
課教師⾄網路選課系統下載。
2.103學年度第1學期課務相關⽇期，請參考︓

⽇期 辦理事項 說明

103年 
9⽉9-11⽇

 

新⽣選課

 

9⽉12⽇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臨時點名單」  

9⽉15⽇ 上課開始  

9⽉15~26⽇ ☆學⽣加退選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輔導學⽣選課

 

9⽉26⽇ 學⽣⾄選課系統-確認選課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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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10⽉3⽇☆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輔導學⽣選課 
☆學⽣逾期加退選

 

10⽉6⽇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正式點名單」  

11⽉10~14⽇ 期中考試 採隨堂考試、照常上課

12⽉31⽇ 學⽣申請課程停修截⽌  

104年 
1⽉12-16⽇

 

學期考試

 

1⽉31⽇ 教師網路傳送學⽣成績截⽌ 業務單位︓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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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1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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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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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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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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減少課程停開或異動
1.103學年度第1學期學⽣已辦理課程選課，近⽇有部分學⽣反應與建議，為避免影響其規劃與安排之選課計畫，請各開課
單位儘量減少課程停開或異動，並請於未來做好完善的開課規劃。

2.如有特殊狀況必須停開或異動課程者，亦請開課單位即時公告學⽣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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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中⼼103上學期『真⼼話，⼤冒險』全系列活動來囉︕
在，你所在的位置，你所⾛上的這條道路，你所看往的⽅向
是你真⼼想要前往的地⽅嗎︖
如果有⼈要跟你交換⼈⽣，你願意嗎︖
有段話這樣說著︓
「想盡辦法把今天過好到，任何⼈拿任何條件要跟你交換你的⼈⽣，你都不願意。」－引⾃《李欣頻的創意天⿓⼋部》
要擁有這樣的⼈⽣是否是遙不可及的事︖
如何讓我們對⾃⼰的⼈⽣感到滿⾜喜悅⽽⾮總是欣羨他⼈
也許它並不如想像的困難，只要你願意開始傾聽⾃⼰的⼼︕
依著⾃⼰的真⼼⾛出來的道路，是專屬於你獨⼀無⼆的⼈⽣︕
跟我們⼀起對⾃⼰的⼼說真⼼話
找到屬於⾃⼰想前往的⼈⽣道路
展開⼀場專屬於你的⼤冒險旅程
然後，活出屬於你最棒的⼈⽣︕
出發吧︕
活動詳情http://infonews.nctu.edu.tw/editor/post_content.php?id=2014090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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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級畢聯盃活動開放報名(報名⾄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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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們看過來唷~
還記得四年前的新⽣盃嗎︖讓我們再熱⾎⼀次吧!!
去年新增的「⼤球躲避球」趣味競賽，參加過的都說讚， 
不分系，只要找親朋好友組隊就可參加喔!
各項球賽報名⾄9⽉26⽇(五)⽌，歡迎畢業⽣組隊報名參加。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畢聯會粉絲專業查詢，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詢問。
畢聯會粉絲專業︓https://www.facebook.com/NCTUgraduate
畢聯盃總召電物04 葛于⾂Email:anan88116@gmail.com
畢聯盃副召⼟⽊04 余信毅Email:giveup21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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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研發替代役活動-企業講座開跑囉
9⽉25⽇(四)台積⽇，邀請台積電公司⾼階主管蒞校(地點:電資⼤樓17:30~20:30)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活動官網(https://openhouse.nctu.edu.tw/2015/)查詢，歡迎碩、博⼠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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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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最新職缺資訊如下表，更多就業訊息請上交⼤哈職網查詢。
★⼯讀兼職機會★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期

璽理⽂理補習班 輔導⽼師 2014年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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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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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12
⽉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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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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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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輔組(代po)
⼯研院服科中⼼徵「Data Engineer for Social Analytics Platform」

2014
年9⽉
30⽇

★實習⼯作★

企業機構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期

波蘭DACPOL公司 實習⼯作 2014年12⽉31⽇

⽇盛⾦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 2014年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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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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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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22-24早起校園捐⾎活動
捐⾎活動於9:00開始，⿎勵早起助⼈，將抽出⻄堤雙⼈⾏禮券1份、華納威秀雙⼈⾏禮券2份及⼩七禮券100元10份，贈
送幸運得主，請⼤家分享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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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課程講座預告
導師時間課程於10/1舉辦校⻑講座，邀請澳⾨⼤學程海東副校⻑，主講「博雅學習與軟實⼒」︔10/29舉辦專題演講，邀
請林基興博⼠，主講「資訊傳染Information Contagion」，⼤師級的專業演講，⻘年學⼦絕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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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材料系吳⽂偉副教授、電機系吳卓諭副教授、應化系莊⼠卿副教授及應數系
陳冠宇副教授榮獲科技部103年度「吳⼤猷先⽣紀念獎」
⼀、 依科技部「吳⼤猷先⽣紀念獎遴選作業要點」規定，獲獎⼈遴選⽅式係由科技部主動遴選符合資格條件者，本校材料
系吳⽂偉副教授、電機系吳卓諭副教授、應化系莊⼠卿副教授及應數系陳冠宇副教授本年度榮獲此獎項，已印送函⽂附件
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各獲獎⼈。
⼆、 請各獲獎⼈於103年10⽉15⽇前⾄計畫業務組簽章、填寫聯絡電話及地址，並提供個⼈存款帳戶存摺封⾯影本1份，
俾憑造冊辦理獎⾦請領作業。頒獎事宜將另函通知。
三、 為編印獲獎⼈專輯，請各獲獎⼈參照函⽂規定提供相關資料電⼦檔，於103年11⽉30⽇前E-mail⾄科技部承辦⼈周
國蘭⼩姐(klchou@most.gov.tw)，同時副知本校計畫業務組業務承辦⼈(pength77@nctu.edu.tw)。
四、 獲獎⼈如擬依規定提出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於計畫類別勾選「吳⼤猷先
⽣紀念獎研究計畫」，並請所屬單位於104年3⽉3⽇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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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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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104年開發型(第1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 整合型計畫須將各⼦計畫分別上傳後，再由總計畫匯⼊整合為 1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服務機構提出申請。
⼆、 本項申請全⾯採取線上作業，申請⼈請進⼊科技部網⾴以「研究⼈員」⾝分登⼊上線作業，並請於103年10⽉15⽇
前由系辦⼈員將下列⽂件送交計畫業務組彙辦︓
(⼀) 簽名後之「國⽴交通⼤學產學合作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聲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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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計畫申請書內表 C001、C002、C031A、C031、C031-1、C032、C036A、C035A及合作企業相關證件影本(公司
登記證、損益表、資產負債表、營業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繳稅證明)並加蓋公司⼤⼩章等資料各1份。 
(四) 若有申請合作企業配合款以派員參與計畫執⾏、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等⽅式作為出資⽐，請另附以下評價⽂件暨校內
核可之簽呈影本各1份︓ 
1. 派員作為出資⽐︓合作企業參與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派員基本資料表 C037A-2、勞保、健保、學經歷及C032A等資
料。
2. 提供設備作為出資⽐︓承諾書 C037A-4、提供設備清冊C037A-5、估價單。
三、 其他應辦事項、作業要點等請詳參函⽂附件及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計畫申請書等相關規定，亦
可⾃⾏⾄科技部網站查詢下載（網址︓ http://www.most.gov.tw/lp.aspx?
CtNode=1134&CtUnit=658&BaseDSD=5&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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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104年度「災害防救應⽤科技⽅案」研究計畫
⼀、 本計畫請以單⼀整合型或個別型計畫提出。計畫書請上線製作及傳送，並請所屬單位於103年10⽉15⽇下午5時前彙
整及上線造具申請名冊併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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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依規
定期限前送達辦理申請。
⼆、 詳細資訊請參閱計畫徵求公告，或可⾃⾏⾄科技部網⾴(網址︓ 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1ad98505816346299c93498e5cdf6c6b&ctunit=31&CtNode=42&mp=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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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室] | Top

9/27(六)第五屆國際創業育成論壇「⼈對，就對了嗎︖」
活動主題︓ 9/27(六)第五屆國際創業育成論壇「⼈對，就對了嗎︖」
活動時間︓ 2014/9/27(六)12:30-18:30
活動地點︓ 交⼤中正堂
活動摘要︓ 活動主題︓ 9/27(六)第五屆國際創業育成論壇「⼈對，就對了嗎︖」
活動時間︓ 2014/9/27(六)12:30-18:30
活動地點︓ 交⼤中正堂
活動摘要︓ 今年我們邀請海內外各領域資深創投與精實創業家們，來跟⼤家聊聊創業過程中所有關於⼈的議題︕ 想知道
創投是如何評估什麼叫做優秀領導者，想知道創業團隊是如何尋找夥伴，想知道⽼闆們是如何招募⼈才的嗎︖ 歡迎前來參
與今年您絕對不能錯過的創業圈盛會。

[ 特邀演講 Keynote Speakers ] 
龔⾏憲 矽⾕天使群投資⼈
潘健成 群聯電⼦董事⻑

[ 主題演講 Entrepreneurs & VCs ] 
資訊服務︓謝耀輝 Accuvally Inc. 共同創辦⼈暨營運⻑ 
⽣技醫療︓廖俊仁 台灣⽣醫材料公司總經理 
⽂創設計︓陳勁宇 Fandora 愛藝術 共同創辦⼈ 
Moderator︓林群倫 上智⽣技創投協理 
學術界︓鍾惠⺠ 交⼤ EMBA 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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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資訊 ] 
時間 : 2014/9/27( 六 )12:30-18:30(含會後交流晚宴 ) 
地點 : 國⽴交通⼤學中正堂 
主辦單位 : Entrepreneur+ 與 國⽴交通⼤學產學運籌中⼼ 
協辦單位 : 國⽴清華⼤學創新育成中⼼ 與 活動通 Accupass 
活動報名網站 : http://www.entreplus.org/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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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六)第五屆國際創業育成論壇「⼈對，就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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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緣起]

為激發⻘年的創業能量，幫助其實踐創業夢想，今年度臺中市政府推動「摘星⻘年、築夢臺中」⻘年創業補助計畫，藉由
建構基地、創業獎勵⾦及營運輔導等措施，期能吸引各地有志創業⻘年⼀起築夢，讓臺中市成為年輕、充滿活⼒與創意的
希望城市。

[補助對象]
全國年滿20歲以上40歲以下之⻘年

[三⼤創業基地]
臺中市 ⻄區-審計新村
霧峰區-光復新村
潭⼦區-摘星⼭莊

[創業獎勵⾦]
每⽉補助33K，共12個⽉。最⻑補助24個⽉

[說明暨座談會] 
新⽵場 10/15 (三) 15:00~17:00@交通⼤學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當天除計畫說明外，尚邀請到恩克斯網路科技(獎⾦獵⼈)創辦⼈-張芷芸 分享創業⼼路歷程︕

[報名網址] 
http://www.accupass.com/go/catchstar_taichung

[產學運籌中⼼] | Top

English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NCTU Alumni: Vol.468 is online now!
http://alumni-voice.nctu.edu.tw/epaper/month/vol468/index.html

 

‧Employment information - September, 2014

Titl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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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