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新聞
校園新聞
台灣⾸度獲頒⽇語辯論教育功勞獎 交⼤⽇語辯論團闖名號
交⼤科法所擊敗國際強敵 獲ADR Moot最佳書狀獎
育成有成--交通⼤學獲亞洲最佳育成中⼼獎

交⼤友聲
交⼤友聲467期來囉︓何泰舜、鍾祥鳳、林錫銘學⻑專訪︕

⾏政單位
教務訊息
【交⼤出版社新書】⼀⾨藝術或⼀⾏飯︖----《戲癮︓台灣⼩劇場剖⾯》
103學年度第1學期碩博⼠班新⽣(含僑⽣及陸⽣)註冊⼊學須知
103學年度轉校學⽣註冊注意事項
103學年度轉系⽣注意事項

學務訊息
103學年度學⼠班「新⽣開學典禮」、「新⽣家⻑座談會」及「新⽣⼊學輔導」
⻄⾮伊波拉疫情 公告
【交⼤哈職網】專屬交⼤⼈的求職平台

研發訊息
恭賀本校機械系王新閔、電物系林⼜容、電⼦系梁同哲、光電系呂哲宇及資⼯系吳詩涵同學榮獲科技部「102年度⼤專學
⽣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科技部⽣命科學研究發展司徵求兩岸「⽣物多樣性」延續合作研究計畫
科技部103年度「前瞻通訊網路技術開發與應⽤」專案計畫受理申請
科技部徵求「104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構想書
⽂化部103年度「跨域合創計畫」開始徵件
環保署辦理「104年度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計畫」公開徵求案
104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訊息
博⼠後研究⼈員學術著作獎

秘書室訊息
請推薦103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

圖書館訊息
【圖書館公告】

研究攻略營coming soon

【圖書館服務】

「研究⼩間」線上預約系統上線(9/9)
新增「公共⽿機紫外線除菌機」

【館藏推薦】

應該相信誰(BOOK)
爸媽不在家(DVD)

【⼈物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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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Robin Williams
交⼤⾹⽕的點燃者－趙曾珏(ㄐㄩㄝˊ)博⼠紀念網站問世

【展覽與活動】

奧斯卡最佳動畫電影

【圖書館陪你做研究】

台北到新⽵，⽅法不只有⼀種︕SRM選擇多

【試⽤資料庫】

學術不端中⽂⽂獻檢測系統

內容連結︓http://140.11339.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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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度獲頒⽇語辯論教育功勞獎 交⼤⽇語辯論團闖名號
交通⼤學榮獲⽇本全國教室辯論聯盟頒發「辯論教育功勞獎 (
Panasonic獎)」，肯定交⼤⽇語辯論團隊Team Takenoko近年積極與
⽇本、韓國進⾏國際性辯論交流並多次獲得國內競賽冠軍，亮眼成績有
⽬共睹。10⽇於⽇本東洋⼤學舉⾏頒獎典禮，由交⼤語⾔中⼼講師上條
純惠代理出席受獎。

全國教室辯論聯盟是⽇本推⾏辯論教育活動的⾮營利組織，每年由全國
教室辯論聯盟、讀賣新聞與Panasonic三⽅共同遴選出該年度對辯論普
及活動與教育有顯著成效的團體進⾏表揚。今年⾸度頒發給國外團體，
顯⽰交⼤在⽇語辯論領域的成績與表現備受⽇⽅肯定。

交⼤沒有⽇⽂系所，Team Takenoko由⼀群熱愛⽇本動漫和⽂化的學⽣組成、上條純惠⽼師進⾏招集與指導。每年參與
台灣全國性⽇語辯論⼤賽，連續6年出賽獲得4次優勝佳績，擊敗許多⽇語系科班⽣。辯論賽是⽇⽂⽐賽中難度最⾼的，需
投⼊⼤量時間與⼼⼒，除了建⽴⾃⼰的理論架構，更要駁斥對⽅的論點，講求證據與邏輯理性的溝通，不僅能提⾼思考能
⼒、表達能⼒與聆聽能⼒，更能建⽴學⽣團隊精神、學習尊重不同的信念。

團隊於2009年⾸度參與由吳鳳技術學院、教育部⽇本交流協會舉辦的第五屆全國⼤專校院⽇語辯論⽐賽，就勇奪團體組冠
軍，成員更擊敗眾多⽇語好⼿奪得最佳辯⼠獎。在吳妍華校⻑的肯定與資助下，團隊連續參與三屆⽇本九州⼤學主辦的國
際⽇本語辯論講座，參加者來⾃臺灣交⼤、韓國釜⼭、釜慶⼤學，與⽇本九州⼤學的學⽣及社會⼈⼠進⾏分組教學、討論
及交流，並安排辯論賽讓參加者發揮講座期間所學。

除了參與競賽與國際講座，交⼤也主辦許多⽇語⽐賽。⾃2009年起每年舉辦校內⽇語朗讀⽐賽，⾄今已舉辦五屆，每屆約
30~40位學⽣參加，朗讀1到2分鐘的短⽂，提升校內學習⽇語的⾵氣與學習動機。每年也主辦交⼤⽇本語道場(⽇語辯論
營)，為期2~4天的授課、營隊活動，聘請⽇本專家講解⽇語辯論，今年更邀請到⽇本、韓國和越南的師⽣⼀同進⾏交流和
實際演練。Team Takenoko將於11⽉2⽇於交通⼤學舉辦第六屆新⽵盃⽇⽂競賽，敬請有興趣之⼈⼠踴躍報名參加。

「讓語⾔融⼊⽣活，⽣活融⼊語⾔。」上條純惠⽼師⽣動活潑的教學⽅式，引發學⽣對⽇⽂的⾼度興趣，讓學⽣從⽇常⽣
活中⾃然的使⽤⽇⽂︔也投⼊許多時間與⼼⼒和學⽣⼀同準備辯論賽，從拆解辯題、蒐集資料到反覆演練，帶領⾮⽇語專
⻑的交⼤學⽣闖出⼀番名號。

[秘書室| Top

交⼤科法所擊敗國際強敵 獲ADR Moot最佳書狀獎
國⽴交通⼤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學⽣呂馥伊、林誼勳、簡菀萲與張聖群7/28⾄8/2參加第五屆國際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辯論

⽐賽（The International ADR Mooting Competition 2014），為台
灣唯⼀代表，擊敗來⾃英國、⾹港、中國等25個隊伍拿下團隊最佳書狀
獎項（Best Memoranda）殊榮，隊⻑呂馥伊更獲選為最佳調解⼈之⼀

（Best Mediator in General Rounds）。

⽐賽由⾹港城市⼤學法學院、聯合國國際貿易委員會(UNCITRAL)、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CIETAC)及哥倫⽐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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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林誼勳、呂馥伊、簡菀萲

吳妍華校長與育成中心團隊成員合影

法學院(Columbia Law School)共同主辦，融合商務仲裁、調解程序，
期望透過⽐賽培養學⽣解決商務糾紛的能⼒。

參賽隊伍須根據主辦單位提供的模擬情境，針對兩家公司的商務紛爭模
擬仲裁程序，由辯⼠們擔任律師，為⾃家公司說明法律上的主張。調解
程序中，也由辯⼠分別扮演調解⼈及客戶，為⾃家公司談判協商出最佳
⽅案，消弭紛爭。評審多為國際商務之仲裁⼈及調解⼈，競爭隊伍來⾃
英國、⾹港、中國、韓國、澳洲、印度、波蘭、⾺來⻄亞、新加坡、斯
洛伐克、巴格達、巴基斯坦等國家，其中不乏各國傑出法學院校，如新
加坡國⽴⼤學、澳洲梅鐸⼤學、英國倫敦⼤學學院、上海政法⼤學、⾹
港城市⼤學、韓國⾼麗⼤學等，相當有挑戰性。

隊⻑呂馥伊表⽰，當主辦單位宣布得獎學校時，⼼情激動難以⾔喻，台灣⾸次派隊參加ADR Moot⽐賽，便奪得最佳書狀
獎，無疑是對我們研究及書寫能⼒的最佳肯定。她也說，國際辯論賽全程使⽤英語進⾏，亞洲隊伍並⾮以英⽂為⺟語，往
往難以突破⼝說的限制，這次⽐賽能夠成功扮演調解⼈，斡旋於兩造間，為雙⽅共同利益擬出調解⽅案，並爭取好成績，
真的很開⼼︕

後勤部隊隊員張聖羣說，今年的題⽬跟菸草包裝法案有關，參賽者要嘗試分析該管制規定造成的契約損失的責任歸屬，也
涉及地主國的法規制定權及投資公司商標權侵害的智財議題，⾯向多元，因此在撰寫書狀時，除了書本上的知識，更要留
意國際時事，是⾮常難得的挑戰。

赴港參加⽐賽的兩位隊員林誼勳、簡菀萲也表⽰，透過⽐賽結識了許多仲裁⼈、調解⼈以及來⾃各國的優秀學⽣，⼤開眼
界，藉由⾃⼰參賽和觀摩他⼈，收穫甚豐。他們也⿎勵學弟妹多參加國際⽐賽，提升⾃⼰的視野。

[科法所/秘書室| Top

育成有成--交通⼤學獲亞洲最佳育成中⼼獎
國⽴交通⼤學5⽇獲得亞洲地區最⼤育成團體-亞洲育成協會(AABI)所頒
發的「亞洲最佳育成中⼼獎」(AABI Incubator of the Year
Award)，彰顯交⼤育成中⼼成⽴⼗七年以來育成新創公司的努⼒與貢
獻。

此獎項為AABI⾃2005年開始，每年透過管理團隊、服務範圍、育成廠
商現況、培育成果、財務狀況及成功案例等六⼤項⽬為指標，評選出年
度最佳育成中⼼。交⼤育成今年度⾃⼤會⾓逐中脫穎⽽出，獲得2014年
最佳績優育成中⼼之殊榮，為亞太地區之育成典範之⼀。

交⼤育成⾃1997年成⽴，初期以博愛校區為腹地，積極培育創新型的科
技新創公司。2005年在矽導計畫政策性⽀持下，於科學⼯業園區內成⽴

新興SoC育成中⼼，以SoC相關產業為培育對象開啟於科學⼯業園區之育成培育模式，進駐企業包括國內外新創企業，並
於2010年榮獲美國育成協會 NBIA Soft Landings 軟著陸國際認證，是台灣第⼀家獲證的育成中⼼，2012年與科學⼯業
園區管理局共同營運矽導⽵科商務中⼼，擴⼤國際育成的招商與營運。近年來交⼤育成屢獲國內外肯定，2008~2010年
連續三年榮獲經濟部績優育成中⼼獎，2012年榮獲經濟部績優國際育成第⼀名，2013~2014年連續兩年榮獲歐洲UBI全
球Top25⼤學育成中⼼肯定。

交⼤中⼼成⽴⾄今累計培育131家育成企業，其中校園新創事業共13家，進駐科學⼯業園區共19家。本年度培育企業亦有
34家，以資通訊、IC設計、⽣技醫療相關技術及產品開發為主，其中ICT的企業占82%，BioICT佔6%，近五年培育企業
創造就業⼈⼝達2,014⼈，促成投資新台幣14.2億元，吸引與帶動⾼科技⼈才⾄新創事業發展。

交⼤育成中⼼歷年來培育許多亮點企業，其中不乏家喻戶曉之社交網路服務公司「無名⼩站」、經營FunP及cacaFly的台
灣社群⾏銷領導廠商「聖洋科技」、以數位免散瞳⼿持式眼底攝影機獲得國內外創投之⻘睞，即將進軍⼤陸市場的「晉弘
科技」、⾃創品牌Gomore藍芽⼼跳帶的「博晶醫電」、提供健康管理雲端平台服務在健康促進產業已佔有⼀席之地之
「⾼登智慧科技」、從事室內定位整合服務之「迪英佳科技」、甫上創櫃板在⼈機介⾯及⼯業電腦市場展露頭⾓之「易⼼
科技」及開發電源管理晶⽚的「耀發電⼦」。

交⼤育成中⼼未來將致⼒於持續深耕交⼤創業育成中⼼，加強學⽣與校友創業，成為創新型新創事業與新產業的搖籃、連
結Soft Landings國際育成與國際創業加速器資源、整合各界關鍵資源，打造育成企業成為優質、⾼獲利、⾼成⻑的新創
企業。

[創業育成中⼼| Top

【交⼤出版社新書】⼀⾨藝術或⼀⾏飯︖----《戲癮︓台灣⼩劇場剖⾯》
台灣有⼩劇場嗎︖他們是誰︖在哪裡︖做甚麼︖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做劇場可以維⽣嗎︖如果賺不到錢，為什麼還要繼續做︖
戲劇反映著⼀個時代的精神⾵貌，⽽⼩劇場通常⼜是站在最前⽅的旗⼿。如果你不明所以地愛著或恨著這個時代，這本書
就是⼀個了解的開始。

本書以台灣⼩劇場為主軸，總共採訪了七個劇團及九位劇場⼯作者。作者群透過與劇場⼯作者親⾝接觸、訪談，深⼊他們
的⼯作環境，以⽂字記錄下劇團的發展歷程，以及劇場⼯作者的真實⾯貌。 
書中⼀字⼀句，不僅道出這些劇場⼯作者堅持理想、勇於追夢的感動故事，更反映出台灣⼩劇場的整體處境及艱難︔這些
不斷創造精彩給觀眾的⼈，這次將反過來成為舞台的主⾓，⽤他們最真實動⼈的故事，帶領讀者進⼊台灣⼩劇場的奇幻世
界。

⽬錄
第⼀部 戲
⼩劇場界的社會觀察家─差事劇團
現代偶戲的掌舵⼿─無獨有偶⼯作室劇團
聚光燈下的獨⾓告⽩－同黨劇團
九個⼈的迷你國度─三缺⼀劇團
⾮語⾔的劇場魅⼒̶沙丁龐客劇團
劇場裡的社會運動者̶曉劇場
⾛出⼩劇場界的⾮主流－萬華劇團
第⼆部 癮
為⼩劇場界寫歷史─劇評⼈于善祿
劇場的空間藝術師－舞台設計李建隆
錦上添花的魔法師─服裝設計林璟如
凝結劇場的美麗時刻－攝影師劉⼈豪
⼩劇場的光影魔術師─燈光設計劉柏欣
劇場中的聽覺掌控者－⾳樂設計蔣韜
創造戲劇的靈魂－編劇簡莉穎
集結好戲的推⼿－策展⼈藍⾙芝
表演使⼈完整̶̶劇場培訓⼩劇場學校

國⽴交通⼤學出版社http://press.nctu.edu.tw/press-tea/books/2-2.aspx?sn=206&vsn=0
博客來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40440

[教務處] | Top

103學年度第1學期碩博⼠班新⽣(含僑⽣及陸⽣)註冊⼊學須知
碩博⼠班新⽣註冊⼊學須知已公佈於註冊組最新消息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index.aspx

[教務處] | Top

103學年度轉校學⽣註冊注意事項
轉校學⽣註冊⼊學須知已公佈於註冊組最新消息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index.aspx

[教務處] | Top

103學年度轉系⽣注意事項
1. 學號、班別︓
若該系有AB兩班，單數學號在A班，偶數學號在B班，轉電機系，單數學號在A班或C班，偶數學號在B班或D班，學號仍是
舊學號。

2. 學⽣證換發:若欲換發，於開學前後均可辦理。
(1)請⾄交⼤⼊⼝網站（http://portal.nctu.edu.tw）登⼊(若未有D2信箱，請先依第(3)點申請） 
(2)點選「校園IC卡掛失／補發申請系統」並依指⽰辦理。 
(3)D2學⽣郵件系統http://www.it.nctu.edu.tw/ccweb/modules/catalog_1/custom_NavigationLink/view.php?
l_id=74
(4)補發卡相關問題請洽本校資訊中⼼服務台(03-5131266陳⼩姐)。

3. 選課
原學系之必修課程及轉⼊系之必修課程於選課期間，⾃⾏加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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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課務組

4. 原系修習之課程，要承認為轉⼊學系之必修、必選課程，可依轉⼊學系之規定．申請課程免修，課程免修申請單可於註
冊組網⾴->各類申請表-抵免學分申請->課程免修申請單下載。

5. 學則第⼋條規定:「經核准轉系所（組）學位學程學⽣於錄取公告後⼀週內可申請放棄轉系所。」，若要放棄轉系，請
於8⽉21⽇前提出放棄申請。

[教務處] | Top

103學年度學⼠班「新⽣開學典禮」、「新⽣家⻑座談會」及「新⽣⼊學輔導」
103學年度學⼠班「新⽣開學典禮」、「新⽣家⻑座談會」及「新⽣⼊學輔導」籌備⼯作已規劃完成，相關時程表請參閱
附件。 

國⽴交通⼤學103學年度學⼠班「新⽣開學典禮」時程表 
集合時間︓103年9⽉9⽇（星期⼆）09︓30  集合地點︓中正堂前廣場 

項
次

時程 時間 內       容 主持⼈ 地點

1 09︓30-10︓00 30 集合、引導就位 各系教官 中正堂

2 10︓00-10︓10 10 校⻑致詞 校⻑ 中正堂

3 10︓10-11︓10 60 外賓演講 校⻑ 中正堂

4 11︓10-11︓20 10 頒發優良服務學習獎 校⻑ 中正堂

5 11︓20-11︓30 10 頒發新⽣⼊學成績優異獎 校⻑ 中正堂

附
註

出席⼈員︓ 
校⻑、副校⻑、主秘、教務⻑、學務⻑、副學務⻑、總務⻑、國際⻑、研發⻑、各院院⻑及系主任、受
獎⼈員、新⽣

 

國⽴交通⼤學103學年度學⼠班「新⽣家⻑座談會」時程表 
時間︓103年9⽉9⽇（星期⼆）13︓40

項
次

時程 時間 內       容 主持⼈ 地點

1
13︓40-13︓50

10
主席致詞 校⻑ 資訊館2樓 

國際會議廳

2
13︓50-15︓20

90
新⽣家⻑座談 校⻑ 資訊館2樓 

國際會議廳

3
15︓20-15︓30

10
主席結論 校⻑ 資訊館2樓 

國際會議廳

附
註

⼀、出席⼈員︓ 
校⻑、副校⻑、主秘、教務⻑、學務⻑、副學務⻑、總務⻑、國際⻑、研發⻑、各院院⻑、圖書館館
⻑、資訊中⼼主任、通識教育中⼼主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住服組組⻑、課外組組⻑、衛保
組組⻑、⽣輔組組⻑、事務組組⻑、駐警隊隊⻑、註冊組組⻑、課務組組⻑、綜合組組⻑、學聯會代
表 
⼆、響應政府環保政策，請家⻑⾃備環保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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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交通⼤學103學年度學⼠班「新⽣⼊學輔導」時程表⼀ 
集合時間︓103年9⽉9⽇（星期⼆）13︓00  集合地點︓中正堂前廣場

項次 時程 時間 內       容 講授⼈（單位） 地 點

1 13︓00-13︓20 20 集合、引導就位 各系教官 中正堂

2 13︓20-13︓30 10 社團表演 課外組 中正堂

3 13︓30-13︓40 10 校歌練唱 友聲合唱團 中正堂

4 13︓40-13︓50 10 節能宣導 總務處(營繕組) 中正堂

5 13︓50-14︓05 15 ⼤學的必修學分─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 性平會 中正堂

6 14︓05-14︓20 15 服務與學習 服務學習中⼼ 中正堂

7 14︓20-14︓30 10 紫錐花運動暨春暉教育宣導 ⽣輔組 中正堂

 14︓30-14︓50 20 休息  中正堂

8 14︓50-15︓00 10 與世界同步 學聯會會⻑ 中正堂

9 15︓00-15︓20 20 做個傑出的交⼤⼈ 校友會執⾏⻑ 中正堂

10 15︓20-15︓40 20 基礎科學教育在交⼤
基礎科學教育改進 
⼩組召集⼈

中正堂

11 15︓40-15︓50 10 兵役緩徵（召）作業說明 軍訓室 中正堂

12 15︓50-16︓00 10 現階段兵役制度介紹 軍訓室 中正堂

 16︓00-16︓20 20 休息（CPR教學影⽚播放） 衛保組 中正堂

13 16︓20-17︓20 60 騎(乘)機⾞安全教育 崇學⽂教基⾦會 中正堂

國⽴交通⼤學103學年度學⼠班「新⽣⼊學輔導」時程表⼆ 
演練時間︓103年9⽉10⽇（星期三）07︓00  演練地點︓10、12舍及⽵軒

項次 時程 時間 內       容 講授⼈（單位） 地點

1 07︓00-07︓20 20 學⽣宿舍防災疏散演練 住服組 10、12舍及⽵軒

2 07︓40-08︓00 20 集合、引導就位 各系教官 中正堂

3 08︓00-08︓10 10 交⼤印象─校園短⽚播放 軍訓室 中正堂

4
08︓10-08︓20
08︓20-08︓30
08︓30-08︓40

30 學務處關⼼您的⼤⼩事
住服組組⻑ 
衛保組組⻑ 
⽣輔組組⻑

中正堂

5 08︓40-09︓00 20 ⼼靈補給站 諮商中⼼主任 中正堂

 09︓00-09︓20 20 休息  中正堂

6 09︓20-09︓35 15 台灣聯合⼤學系統與我們 台聯⼤副校⻑ 中正堂

7 09︓35-09︓50 15 校園環境簡介 總務⻑ 中正堂

8 09︓50-10︓00 10 社團簡介 課外組組⻑ 中正堂

 10︓00-10︓20 20 休息  中正堂

9 10︓20-10︓40 20 智權保護與推廣 研發⻑ 中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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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40-11︓00 20 有圖書館真好︕   圖書館館⻑ 中正堂

11 11︓00-11︓20 20 如何善⽤交⼤IT資源豐富學習與⽣活 資訊中⼼主任 中正堂

12 11︓20-11︓40 20 好動份⼦最健康 體育室主任 中正堂

13 11︓40-12︓00 20 從通識，全⼈格，到卓越領導⼈才 通識中⼼主任 中正堂

 12︓00-13︓20 80 午餐(休息)   

14 13︓20-13︓30 10 社團表演 課外組 中正堂

15 13︓30-13︓45 15 藝⽂饗宴-交⼤藝⽂⽣活 藝⽂中⼼主任 中正堂

16 13︓45-14︓00 15 愛瘋外語在交⼤ 語⾔中⼼主任 中正堂

 14︓00-14︓20 20 休息  中正堂

17 14︓20-15︓00 40 新⽵采⾵ 溫⽂⿓⽂史⼯作者 中正堂

18 15︓00-15︓20 20 快樂安全的校園⽣活 軍訓室主任 中正堂

19 15︓20-16︓00 40 防詐騙、防失竊宣導 新⽵市警察局 中正堂

 16︓00-16︓20 20 休息  中正堂

20 16︓20-17︓30 70 消防安全講習與演練 新⽵市消防局 中正堂及周邊空地

21 19︓00-21︓00 120 電影欣賞 課外組 中正堂

附註 ˙中正堂內不得飲⾷

[學務處] | Top

⻄⾮伊波拉疫情 公告
由於⻄⾮伊波拉疫情未受控制，提醒全校師⽣擬赴海外服務師⽣，暫緩前往幾內亞、獅⼦⼭及賴⽐瑞亞，如有必要前往奈
及利亞時，應加強個⼈防護，避免⾄醫院探病或接觸病⼈。
⾃本年8⽉1⽇起，疾管署將幾內亞、賴⽐瑞亞及獅⼦⼭3國之旅遊疫情建議等級提升⾄第三級︓警告（Warning)，⺠眾如
⾮必要應避免前往當地。另⾃8⽉6⽇起，奈及利亞之旅遊疫情建議等級提升⾄第⼆級︓警⽰(Alert)，⺠眾如有必要前往當
地，應加強個⼈防護，避免⾄醫院探病或接觸病⼈。

諮詢專線 衛保組5731906

[學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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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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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同學及校友登⼊後還可線上投遞履歷喔，歡迎多加利
⽤。
★⼯讀兼職機會★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期

⼯業技術研究院 量測中⼼軟體⼯程師 2014年10⽉11⽇

安瑟管理顧問公司 ⽂書處理 2014年12⽉31⽇

佳佳⽂理補習班 英⽂⽼師 2014年9⽉20⽇

⾙爾特科技 ⼯讀⽣ 2014年9⽉1⽇

台灣優⾐庫公司 現場販售⼈員 2014年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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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
⽌⽇期

漢⺠微測科技 ⾃動控制⼯程師

2014年
11⽉1
⽇

技映企業有限公
司 電氣設計⼯程師、機械設計⼯程師

2015年
9⽉30
⽇

國⽴清華⼤學外
語系楊梵孛⽼師

研究室 專任研究助理

2014年
9⽉30
⽇

凌巨科技

歐美業務課⻑(頭份廠) 
機構課⻑(頭份廠) 

業務管理師(頭份廠) 
產品評價研發⼯程師(⼋德廠) 

⾯板設計⼯程師(⼋德廠) 
產品開發⼯程師(頭份廠) 

機構⼯程師(頭份廠) 
(英⽂/⽇⽂/韓⽂)客服⼯程師(頭份廠) 

PM產品⼯程師(頭份廠)

2014年
12⽉31
⽇

⽊星光電
企業資源管理⼈員 
儲備國外業務⼈員 

Sales(overseas markets)

2014年
8⽉31
⽇ 
2014年
9⽉1⽇ 
2014年
9⽉1⽇

花旗(台灣) 商業
銀⾏

Web Applications Developer–The Yield Book (Taipei)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Developer – Citi Fixed Income Indices

(Taipei)

2014年
12⽉31
⽇

⾦兆益科技
實驗室包裝助理 

電控⼯程師[複製] 、實驗室⼯程師、儀控⼯程師、化學品助理⼯程師、設備
組裝⼯程師、製圖⼯程師、產品維修⼯程師、產品發展部專員、產品發展部

助理、業務專員

2014年
8⽉31

⽇ 
2014年
12⽉31

⽇

勁鑽科技

總經理特別助理 
研發⼯程師、專案業務銷售⼈員、業務助理

2014年
9⽉30

⽇ 
2014年
8⽉31

⽇

台灣琭旦(股)公
司 國內業務(儲備)

2014年
8⽉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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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輔組(代po)

「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徵才 
HTC徵Optical and Image 優秀⼈員 
東元電機徵國外業務 
臺北市⽴聯合醫院招募儲備員⼀級及員⼆級儲備約⽤管理師 
正達國際光電「2014年新幹班培訓計畫」

2014年
8⽉23
⽇ 
2014年
9⽉10
⽇ 
2014年
9⽉10
⽇ 
2014年
8⽉22
⽇

2014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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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Beauterama Trading Limited App Development Intern 2014年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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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ugust, 2014

Title Date

(Full-Time)TECO Electric & Machinery Co., Ltd. Recruitment 2014.8.5

(Full-Time)HTC Optical and Image Engineer Recruitment 20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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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本校機械系王新閔、電物系林⼜容、電⼦系梁同哲、光電系呂哲宇及資⼯系吳詩
涵同學榮獲科技部「102年度⼤專學⽣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 科技部「102年度⼤專學⽣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已經核定，本校獲獎⼈共5位如下︓

系所 獲獎學⽣ 指導教授

機械⼯程學系 王新閔 鍾添淦

電⼦物理學系 林⼜容 趙天⽣

電⼦⼯程學系及電⼦⼯程研究所 梁同哲 ⿈俊達

光電⼯程學系 呂哲宇 許根⽟

資訊⼯程學系 吳詩涵 林⽂杰

⼆、 獲獎者每⼈可獲核2萬元獎⾦及獎狀1紙，指導教授獲頒獎牌1座，有關獎狀及獎牌發給事宜，將俟科技部通知後辦
理。

[研發處] | Top

科技部⽣命科學研究發展司徵求兩岸「⽣物多樣性」延續合作研究計畫
⼀、 兩岸主持⼈共同提出之議題，應備雙⽅簽署之協議書(請兩岸計畫主持⼈親⾃簽名及申請單位⽤印)，協議書內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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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包括︓研究課題中英⽂名稱，雙⽅執⾏單位與計畫主持⼈，研究任務分⼯與作法、研究期限、研究成果之智慧財產權的
分配及其他備註事項等。請執⾏系所檢附協議書⼀式1份，依規定簽辦循校內⾏政程序(請會簽相關單位)簽報核准並⽤印簽
名後，於申請時將協議書相關⽂件置於C012研究計畫內容中，與計畫內容合併上傳。
⼆、 計畫書請依專題計畫申請⽅式上線製作及傳送，並請所屬單位於103年8⽉26⽇下午5時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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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開協議書正本各⼀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俾依規定期限前
送達辦理申請。
三、 詳細資訊請參⾒計畫徵求公告，或可⾃⾏⾄科技部附件下載區(網址︓
https://ap0906.most.gov.tw/od20down)查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科技部103年度「前瞻通訊網路技術開發與應⽤」專案計畫受理申請
⼀、 本計畫徵求研究重點分為五⼤研究領域如下︓
(⼀) 前瞻無線通訊技術。
(⼆) 寬頻網路。
(三) 創新寬頻應⽤。
(四) 微電⼦及晶⽚技術。
(五) 3GPP標準會議參與。
⼆、 本計畫以多年期(2~3年)之「單⼀整合型計畫」為限，由總計畫主持⼈將所有⼦計畫彙整成1份計畫書，且⾄少需3件
⼦計畫參與，每案申請總經費以每年1,000萬元為上限。
三、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計畫類別︓「⼀般型研究計畫」，研究型別︓「整合型計畫」，於⼯程
司學⾨代碼勾選「E9838-前瞻通訊網路技術開發與應⽤」，本計畫另應填寫之附件資料亦請⼀併線上傳送〔附件2A︓
「承諾書」(請申請⼈親筆簽名後上傳)︔附件2B︓「申請『前瞻通訊網路技術開發與應⽤』專案重點項⽬檢核表」︔附件
2C︓「⾃訂計畫KP I項⽬表」〕。
四、 請申請⼈所屬單位於103年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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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申請要點等⽂件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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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f4ee75776754197a5de5588e930289a&ctunit=31&CtNode=42&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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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104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構想書
⼀、 請有意申請之總計畫主持⼈配合時限(103年11⽉6⽇下午5時)⾄科技部網⾴，進⼊「學術研發服務網」，在申辦項
⽬「專題計畫類」項下，點選「跨領域研究計畫構想書」製作，並上線傳送計畫構想書⾄該部。
⼆、 構想書審查通過後，請總主持⼈將總計畫及⼦計畫之計畫書彙整成1冊，依專題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並請於104
年3⽉24⽇前由所屬單位上線造具申請名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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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依限期備函送達科技部辦理申請。
三、 其他事項請詳參函⽂及徵求公告說明，或⾄科技部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
址︓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05e9bb66050f46f1994e0073d302d43e&ctunit=31&CtNode=42&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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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部103年度「跨域合創計畫」開始徵件
⼀、 本計畫⿎勵跨域合作案，提案單位須為國內法⼈、公私⽴⼤專校院、⺠間團體，並覓得總機構(部)位在外國或中國⼤
陸、⾹港、澳⾨地區之團隊、機構合作始可提案，外國團隊也可主動尋找國內團體等構思合作計畫，但須透過要點所訂之
補助對象提案。
⼆、 請有意申請計畫教師所屬單位於103年8⽉28⽇前備妥請印單、申請計畫書及相關申請表件⼀式10份，及光碟資料1
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3年9⽉1⽇前以掛號郵寄(郵戳為憑)或送達⽂化部收辦。
三、 本案相關資訊及表件，請參閱附檔或⾄⽂化部官網(www.moc.gov.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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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辦理「104年度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計畫」公開徵求案
⼀、 本計畫申請書請以「學校」為申請單位，並加蓋學校印信，同⼀申請單位申請計畫數不以1件為限，惟每1計畫主持
⼈僅得申請1項補助計畫。
⼆、 請有意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3年9⽉11⽇前備妥函稿、申請書、計畫書10份、光碟⽚1份、申請⽂件檢查/審查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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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相關申請⽂件等，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3年9⽉15⽇下午5時前寄(送)達該署收辦。
三、 相關⽂件及表格請⾄環保署資源回收網站活動連結處(http://recycle.epa.gov.tw)查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104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訊息
依據內政部核定公告「104年度員額申請暨審查作業實施計畫」辦理，請有意申請104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之教師，填寫
「104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需求申請表」，於規定時間內將紙本及電⼦檔送交⾄研發企劃組承辦⼈彙整辦理。詳細申請應
注意事項與相關表格，請⾄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140.113.36.31/rp_news&dbid=XX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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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後研究⼈員學術著作獎
科技部⾃103年8⽉11⽇(星期⼀)起⾄10⽉6⽇(星期⼀)下午5時前受理103年度「博⼠後研究⼈員學術著作獎」申請案，
申請案採線上申辦⽅式，申請⼈務必⾄科技部網站（http︓//www.most.gov.tw/）「學術研究」項下「補助獎勵辦法及
表格」中「獎勵科技⼈才」之「博⼠後研究學術著作獎」項下下載並詳閱各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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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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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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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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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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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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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運籌中⼼] | Top

English Information
‧The Voice of NCTU Alumni: Vol.467 is online now!
http://alumni-voice.nctu.edu.tw/epaper/month/vol467/index.html

 

‧Employment information - August, 2014

Title Date

(Full-Time)TECO Electric & Machinery Co., Ltd. Recruitment 2014.8.5

(Full-Time)HTC Optical and Image Engineer Recruitment 20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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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TU]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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