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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與空中大學、神通集團共同啟動「台灣全民學習

啟動」計畫，於空大蘆洲校本部專業影棚簽訂合作意向

書，並以網路進行簽約儀式實況轉播。

Google scholar 找不到全⽂時...

【展覽與活動】

⾦⾺獎影展(11/04-12/01)
「克林姆特與1900維也納」展覽(11/20-12/12)
凝想︓郭振坤彩墨展(11/5-11/28)

【館藏推薦】

館藏推薦--《光影的⻑河︓影史百⼤經典華語電影》
視聽新鮮貨--《派特的幸福劇本 (The Silver Linings Playbook)》
悅讀原著，愛上電影︕
羅⾨數位典藏博物館

【新增資料庫】

空中英語教室影⾳典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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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到Z世界城市旅遊
慧科⼤中華新聞網
讀秀中⽂學術搜索
Begell Digital Library
University Press Scholarship Online電⼦書
TAO台灣學術線上電⼦書
Grolier Online--葛羅⾥線上百科全書
「Entrepreneurship創業管理」及「ABI/INFORM COMP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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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育成中⼼
演講︓創業家不知道的事

交⼤、空⼤及神通產學合作 啟啟動21世紀台灣全⺠學習新紀元 
從2002年美國⿇省理⼯學院⾸先啟發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運動，到去年(2012年)⼤規模開放式線上教學(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時，開放教育已然成為⾼等教育發展
中⼀個不可忽視的潮流，⽽其最主要且⽴即的影響就在終⾝學習及在職
教育。

根據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OCWC)的
調查，全球使⽤開放式課程資源的⼈⼠中超過60%在25歲以上，⽽根據
⼀項⾮正式的統計，⽬前全球最夯的磨課師網站Coursera的修課學⽣
中，超過70%已經具有⼤專學位，這許多跡象都顯⽰開放教育將成為終
⾝學習及在職教育的主流。

有鑑於此，國⽴交通⼤學、國⽴空中⼤學，及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將共同推動「台灣全⺠學習啟動 (Taiwan Learning Initiative For Everyone, Taiwan LIFE)」 計畫，配合教育部
磨課師發展政策，合作建構Taiwan LIFE開放教育平台，為台灣打造⼀個⿎勵全⺠終⾝學習的優質環境。在這項計畫中，
交通⼤學將以其⻑期推動開放教育的經驗及優越的資訊能⼒負責設計及建構Taiwan LIFE平台，空中⼤學將以全⺠終⾝教
育的穩健經驗及數位媒體教學專⻑，負責開放教育服務及平台的營運，神通資訊科技公司則將善⽤其強⼤的教育雲功能，
提供學習者免費雲端儲存空間，建⽴個⼈終⾝學習歷程檔案。

Taiwan LIFE開放教育平台將邀請各⼤學最好的⽼師開授最精彩的課程，課程將朝向貼近⺠眾⽣活、符合產業需求、推廣
精彩專業及輔助在校教學等四⼤重點發展。學習者可以免費上網登記學習，並可以透過平台獲得充分的學習⽀持服務，包
括隨時隨地透過個⼈電腦及⾏動裝置閱覽線上教材、進⾏⾃我測驗、收看即時講座，及參與同儕社群課業討論等豐富的學
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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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成立IP聯盟，提供國內廠商更即時性、多元性的

專利保護機制

此外，學習者還可以繳交平價費⽤，申請認證⾝分的考試，成績合格者可獲得空⼤的正式學分，並納⼊終⾝學分銀⾏。在
Taiwan LIFE開放教育平台累積⾜夠的學分，可望在我國⼤專院校學位授予法通過終⾝學習學位授予之後，獲頒終⾝學習
學位，由此，台灣將正式進⼊⼀個健全的學習型社會。

[⾼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HERO)| Top

IP聯盟成⽴暨暨專利拍賣平台
國⽴交通⼤學11⽉15⽇成⽴IP聯盟，此聯盟主要⽬的是協助提供國內製
造商，在⾯臨無預警的專利訴訟及專利佈局卡位戰，能夠將國內42所⼤
學中，豐沛的研究成果所匯集⽽成的IP Pool，提供給國內廠商更即時
性、多元性的專利保護機制。

交通⼤學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主任-⿈經堯教授表⽰︓台灣廠
商在國際上⾯臨到專利訴訟⽇益增多，姑且不論官司勝敗與否，皆代表
著成本的增加，⽽國內廠商的專利法務⼈員，在專利的建置、佈局、以
及維護成本上⾯臨到公司控制預算的趨勢，因此在有限的預算內引進並
且整合學界的專利，是較合乎經濟效益的解決⽅案。於是積極地與國科

會、經濟部、教育部等相關部會官員協調下，本著為台灣本⼟企業的永續發展以及提升在國際上的競爭⼒，成功說服相關
部會的認同，使交⼤為唯⼀不需國科會認可，即可將學界專利進⾏拍賣讓與的學界專利拍賣平台。

台灣的產業型態，以製造商為多數，產品⽣產供應鏈上若沒做好相關的
專利佈局，容易⾯臨到侵犯專利問題，造成公司成本相對增加，國際競
爭⼒因此下降，IP聯盟為台灣廠商提供最直接的專利智權保護，並可降
低其在法務上的預算成本。

因應眾多業界廠商的建議，在原先拍賣平台的機制下，廠商每⼀年只能
於6⽉與12⽉啟動專利拍賣的程序，無法對隨時可能⾯臨到的訴訟，提
供即時性的保護傘。於是在今年，提出了更加活化學界專利的IP聯盟，
⼀年12個⽉均能隨時啟動專利的拍賣及讓與機制。期待能藉由這聯盟，
提供給廠商有著更加即時、便利的專利保護機制，以及進⾏對專利的佈
局。更重要的是除了保護國內廠商這個重要⽬標外，⻑期的⽬標是能夠
提升國內學界專利研發價值。

IP聯盟的想法⼀推出，即獲得交⼤校友─智易科技李鴻裕總經理，⽬前也是交⼤科管所業師的⼤⼒⽀持，成為第⼀個加⼊
的聯盟會員。除了加⼊會員外，也本著交⼤校友的榮譽感以及責任⼼，也積極在業界為此聯盟宣傳。IP聯盟也已在今年10
⽉30⽇先⾏舉辦業界智財法務⼈⼠進⾏交流會，分享相關經驗交流，盼能藉由IP聯盟提供廠商與學界連結，協助企業在專
利智財的訴訟、布局，達成產學實質合作，強化產業專利實⼒︔並且於11⽉15⽇舉辦公開(記者)說明會，宣布對國內業界
的即時保護傘正式成⽴。

[產業加速器暨專利開發策略中⼼| Top

學⽣創作獲好評 《顛倒男⼥》破除性別偏⾒
交通⼤學傳播與科技學系五位⼤⼆學⽣，參加102年度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微電影甄選，以「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為概
念，敘述⼼思細膩個性溫柔的男⽣，與⼤⽽化之的⼥⽣相遇後，更肯定⾃我的作品《顛倒男⼥》，歷經初選、複選、決選

三階段選評，在39件參賽作品中受到評審⻘睞，於10⽉25⽇頒獎典禮
中獲得銅質獎肯定。

交⼤傳科系⼆年級的杜以翔、劉敏慈、沈祖廷、林霈楨以及吳建勳，在⼤學第⼀年的尾聲，體認到⼀輩⼦只有⼀次，想做
⼀些不⼀樣的事，於是組成了拍⽚團隊，積極找尋影⽚競賽，透過實際參賽給⾃⼰實踐夢想的機會與挑戰。初試啼聲的作
品獲得銅質獎肯定，隊員們回想起拍⽚的過程，紛紛表⽰︓「真的很熱⾎︕會是以後很美好的回憶。」也提到⽬前正投⼊

下個作品的籌製，未來只要時間允許會繼續努⼒。

「決定了就要做到」的那股衝勁，讓他們在成軍後短短兩三個⽉的時
間，完成了第⼀個作品《顛倒男⼥》，不同於其他參賽作品，由「性向」或「性別認同」⾓度出發，⽽是以訴求性別平等
最初概念，「破除性別刻板印象」為中⼼，融⼊平時⽣活所觀察之經驗⽽⽣。

製⽚林霈楨說從最初決定要參賽，到最後完成作品，所有⼈都在跟時間賽跑，⽽拍⽚最難的事情就是「喬時間」。確定參
加⽐賽後，決定在看暑假進⾏拍攝，然⽽，時間⼀排下來才驚覺，所有⼈共同有空的時間竟然只有三天，⽽這還不包括演
員的時間考量。如何在短短三天拍86個鏡頭，正是對他們最⼤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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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已經⼗點了︕」
「好，好，最後⼀個take了。」

在時間與品質的拉扯下，拍⽚時製⽚需要盯緊拍⽚進度，以免拖延進度。導演杜以翔回想當時的時間壓⼒︓「超緊張的︕
有時候，畫⾯拍的不好的時候，也只能拜託製⽚通融⼀下。」

除時間緊迫外，五位同學也提到各種臨時狀況，不僅是對他們的考驗，也是學到最多的地⽅。正式拍⽚前兩天，看似萬事
俱備就差開鏡，所有⼈蓄勢待發，竟發⽣演員臨時辭演的窘境。⽽拍攝期間天氣熱，導致設備溫度過⾼當機，攝影師只好
⾶⾞到⽵北的系辦求助，隊員們表⽰︓「雖然沒事先預借，⽼師⼆話不說⾺上借出，超感動的。」

最後⼀場殺⻘戲，則是讓所有⼈好氣⼜好笑，導演Action指令⼀下，不只演員動起來，連周圍的⼯地、除草機、汽機⾞也
跟著動起來，重來了⼗幾次，從⽇正當中拍到太陽下⼭，堪稱最難熬的⼀場戲。 

《顛倒男⼥》線上看︓http://ppt.cc/Afoe

[傳科系| Top

課程期中問卷
課程期中問卷於11⽉18⽇(⼀)發通知⾄各學院，請其轉知所屬教師⾄E3平台使⽤，系統每週將會⾃動發信提醒教師查看
問卷結果，填寫⽇期⾄12⽉6⽇(五)⽌。。

[教務處] | Top

102學年度「⼤⼀新⽣學習策略演講」
教學發展中⼼將於11/25(⼀)18:00-19:30假綜合⼀館B102舉辦「⼤⼀新⽣學習策略演講」，邀請台灣⼤學電機系葉丙
成教授演講「那些年，我所後悔的事......」。欲出席者請先上報名系統報名http://ctld.nctu.edu.tw/ws/1125。

[教務處] | Top

第3屆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招⽣座談會
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將於12/6、12/13辦理第3屆招⽣座談會，欲出席者請先上報名系統報
名http://aadm.nctu.edu.tw/leader/reg/enroll/。

[教務處] | Top

ＩMove Therefore I am
全校⼀起動⼀動︕
有多久沒有痛快的奔馳在運動場︖
有多久沒有再次突破⾝體的極限︖
課業與⼯作繁忙之餘，你是不是已經忘了傾聽⾝體真正的需要。

102學年度全校校運會，打破年齡牢籠、突破⾝分限制︕

就
等
你
開
跑
︕

除了動態的體育賽事，還有靜態的運動講座資訊唷︕

今年體育室舉辦豐富的學⽣組⽐賽，「⽥賽、徑賽」於102年11⽉27⽇下午舉⾏預賽，採網路報名⽅式︔「學⽣團體競
賽」則是採⽤紙本報名的⽅式，且以系所或班級為報名單位︔「球類⽐賽」則包含多種球類運動⽐賽，其中除了⽻球限制
同系所組隊參賽外，其他項⽬皆採⽤⾃由組隊的⽅式，⿎勵同學跨系所參賽，增加⽐賽的挑戰與競爭性︕

體育室也針對教職員⼯舉辦教職員⼯團體競賽，包含「慢速壘球、跳戰體適能、校園環校路跑、趣味競賽」，以四項⽐賽
成績合計判定團體總成績名次，⿎勵教職員⼯⾛出辦公室，⼀起參與運動競賽︕

此外，為了⿎勵學⽣探索、了解運動之美，體育室也舉辦「運動攝影⽐賽」，⿎勵學⽣以各種⽅式捕捉精彩的運動畫⾯，
為運動選⼿留下燦爛的⼀刻，⽽此活動總獎⾦⾼達七千元︕

除了上述動態的體育活動，體育室亦針對運動⼤會舉辦靜態的運動講座，分別在102年11⽉26⽇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
議A廳），舉辦「運動傷害防護及包紮處理」體育講座︔以及在11⽉29⽇基礎教學⼤樓（B1F(科三館B1F)次軒廳），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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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打造⿈⾦免疫⼒」講座，邀請全校教職員與學⽣了解運動相關資訊︕

別遲疑，是時候把⾝體需要的補回來了︕︕

[學務處] | Top

未來，不需要理由
在我們的⼈⽣裡⾯如何過⼀個有意義的⼈⽣，是⼀個簡單⼜困難的議題，因為我們始終沒有⼀個最後的標準甚⾄是⼀個明
確的道路，⽽只是招牌來告訴我們該從何前進。－⾹茗齋

我無法告訴你
什麼是⼈⽣的意義
也無法回答你
⼈⽣的選擇題

不過
對於「未來」
我們知道
「不需要理由」。

想要尋找未來的⽅向，你該來聽聽
交⼤海外祭，Change what you think

活動網址︓交⼤海外祭
活動時間︓102年11⽉11⽇-12⽉5⽇
主辦單位︓國⽴交通⼤學就業與升學輔導組
粉絲官網︓2013交⼤海外祭Facebook
聯絡⼈︓曾能昌
聯絡電話︓電話︓03-5712121 ext.50663
聯絡信箱︓career@cc.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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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hiba海外徵才講座
時間︓11⽉26⽇12:20-14:20
地點︓浩然B1國際會議廳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實際參與讓你了解更多海外就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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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OH企業校園徵才活動-Welcome to the Jungle
狩獵新未來 優質廠商票選: 11⽉18⽇⾄11⽉22⽇ 09:00~17:00，開放全體交⼤同學透過學號/密碼，對各家企業進⾏
網路投票。邀請您投下寶貴的⼀票，選出⼼⽬中13家最優質的企業，就有機會抽中⾃⾏⾞與7-11禮卷200元，我們⼀共會
抽出5位幸運兒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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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職場導師講座報名
就輔組誠摯邀請緯創資通公司HR資深主管，於11⽉27⽇與12⽉4⽇13:00-18:00蒞校駐點，提供同學⽣涯規劃及就業相
關諮詢服務，名額有限，歡迎有需求的同學上網預約、查詢，網址︓
https://openhouse.nctu.edu.tw/2014/index.php?r=recruit%2Fteach%2F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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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交⼤海外祭】系列講座場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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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表 
A︓中午12:10-13:10
B︓晚上18:10-19:40
C︓晚上20:00-21:40

D︓全天

地點 
⽩底︓浩然B1國際會議廳 
⿈底︓⼯三EC 122教室 
藍底︓⼯三EC 016教室 

綠底︓資訊中⼼3F就業與升學輔導組辦公室

Week1

⽇期 場
次

講座/書展 講師

11.18(⼀) BC
如何掌握，並突破⾼分托福iBT考試 張瑞麟 ⽼師

名⼈演講-找出你的⼈⽣⽅程式 艾⼒克斯Alex

11.19(⼆) BC 如何掌握雅思及GRE考試準備⽅法與技巧說
明

⽻⾓俊之 ⽼師

11.20(三) A 英國留學概論 Joy LUO 顧問

11.20(三) BC 英國留學個⼈⾯談諮詢(10個名額) Joy LUO 顧問

11.20(三) BC 各國打⼯度假與遊學打⼯經驗談 莊惠菊 主任

11.21(四) A 留學德國與獎學⾦ 徐⾔ 教授

11.21(四) BC
留學美國!⼀定要知道的六⼤要訣 陳其正 顧問

美國留學個⼈⾯談諮詢(10個名額) Keynes 顧問

11.22(五) A 法國留學⾯⾯觀 陳冠妤 專員

Week2

11.25(⼀) BC ⽇本留學與就業 林家瑋 專員

11.26(⼆) BC 逐夢‧築夢 出國交換說明會Part1 交⼤國際處&交換學⽣

11.27(三) A 公費留學&留學貸款 ⿈靖雅 科⻑

11.27(三) BC 逐夢‧築夢 出國交換說明會Part2 交⼤國際處&交換學⽣

11.28(四)
B 英美TOP20名校簡介與申請戰略(商科)

⿈芳屏 顧問
C 英美TOP20名校簡介與申請戰略)(⼯科)

Week3

12.02(⼀)

B 談台灣同學到⼤陸升學與拓展⽣涯 朱承平 ⽼師

C IOH海外經驗線上影⾳圖書館分享與招募 呂懷哲Acsa

海外祭系列講座詳情(http://ppt.cc/1Qv7)
海外祭宣傳影⽚分享(https://www.facebook.com/OEF.NCTU)
海外祭宣傳海報分享(http://ppt.cc/-5YH)
三⼈同⾏抽威秀場次(http://ppt.cc/8ZCE)
海外祭好禮四重抽(http://ppt.cc/CD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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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輔組強⼒徵求「102學年度畢業禮品設計同學」
⼯作內容︓就本組挑選之禮品進⾏內容或造型設計
⼯讀時間︓彈性
⼯作地點︓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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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議
資格︓限交⼤學⽣，積極負責，能接受設計上的意⾒並進⾏修改，須有電腦繪圖能⼒(如CDR、illustrator)。
意者請先將簡短的⾃我介紹(含姓名、聯絡⽅式、系級)及曾經設計過的作品e-mail⾄pagy@mail.nctu.edu.tw，我們會
主動與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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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 國科會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開始受理申請，計畫業務組於擬妥應辦及注意事項後，已將函⽂附件於公⽂系統
電⼦佈告欄及E-mail通知各系所中⼼轉知教師參辦。
★校內收件⽇期︓102年12⽉27⽇(週五)中午12時前★ 
⼆、 103年度全⾯實施線上申請作業，申請計畫資料皆全⾯上線製作及電⼦檔傳送，免送紙本資料，請申請⼈配合辦理。
申請⼈務請進⼊國科會網⾴(http://web1.nsc.gov.tw/)或本校研發處計畫業務組/國科會資訊網⾴內點選「專題研究計畫
線上申請」，以「研究⼈員」⾝分登⼊後上線執⾏。
三、 系所交送資料如下:
(⼀) 單位主管簽章後之各歸屬處別申請名冊（橫印）各⼀式3份及「國⽴交通⼤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1
份。
(⼆) 若有屆齡退休⼈員申請計畫，請⼀併交送單位主管簽章後之「屆齡退休⼈員參考名冊」及相關⽂件各⼀式1份(延⻑服
務⼈員請附聘書或延聘證明︔已退休⼈員請附獎項證明、同意繼續使⽤空間校內簽呈影本及系所同意書等⽂件)。
(三) 申請書內表C002有填列配合補助款者，請另交送單位主管簽章後之「配合補助款機關參考名冊」⼀式1份。
(四) 表C001、C002(整合型需另附C010)影本各1份，請依申請名冊順序附後，以便抽存備查。
四、 本年度修訂事項及其他說明詳⾒計畫業務組印發之103年度計畫申請通知、國科會函⽂附件及各種注意事項。請申請
⼈及系所單位務必按校內收件時間交送申請資料，以俾查檢退件修改補件，計畫業務組並將依規定期限彙整申請⽂件送達
國科會辦理申請。「特約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等各別申請案，請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分開造冊，請
另依各別通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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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3年度「特約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 特約研究計畫主持⼈須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資格（已退休⼈員除外），且累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3次
者。
⼆、 特約研究計畫為⾄多3年期計畫，於同⼀期間內，以申請1件為限，但計畫主持⼈得同時依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規定申請⼀般專題研究計畫。
三、 計畫主持⼈執⾏特約研究計畫，最多以2次為限。已執⾏1次3年期傑出學者研究計畫期滿者，視同執⾏1次特約研究
計畫。於執⾏2次特約研究計畫期滿，或執⾏1次特約研究計畫及1次3年期傑出學者研究計畫期滿者，由國科會頒給傑出特
約研究員獎牌。
四、 請符合資格之申請⼈依專題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另請所屬單位於102年12⽉27⽇中午12時前彙整（102年12⽉
31⽇下午5時國科會線上作業系統關閉即無法再⾏退件修改或補件），並於國科會系統線上逐案確認主持⼈資格及造具申
請名冊⼀式3份，連同「國⽴交通⼤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1份及送存資料等交計畫業務組彙辦。另請務
必於申請名冊備註欄內註明申請⼈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之年度。
五、 本案請與103年度⼀般專題研究計畫及其他研究計畫申請案分開造冊，將另案函送辦理。有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申請書等及其他相關注意事項，請詳參計畫業務組轉發通知之「國科會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及附件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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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3年度「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接受申請
⼀、 本計畫主持⼈之資格，須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資格，且年齡在45歲以下（1969年1⽉1⽇以後出
⽣）。45歲之前曾有⽣育事實者，每⽣育1胎得延⻑2歲，但應檢附相關證明⽂件。
⼆、 本計畫⼯程處先前已公告計畫構想書徵求⾄102年10⽉15⽇下午5時截⽌，⼯程處將於11⽉30⽇前將審查結果通知
各申請⼈︔構想書獲學⾨審查推薦者，⽅得提出詳細研究計畫書申請。其他各處規定請詳參各學術處網⾴公告。
三、 申請⼈請依專題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計畫類別請勾選「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並請所屬單位於102年12⽉
27⽇中午12時(102年12⽉31⽇下午5時國科會線上作業系統關閉即無法再⾏退件修改或補件)前彙整及上線造具申請名冊
⼀式3份(請系所確實查核主持⼈申請資格，並於國科會線上系統逐案確認申請案件時⼀併確認符合何種資格。)附同「國⽴
交通⼤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正本、申請書表C001、C002、C010影本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四、 本案請與103年度⼀般專題研究計畫及其他研究計畫申請案分開造冊，將另案函送辦理。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附
件說明，或⾄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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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Detail&id=48dcd8cada504f1bb9fdf68079585e47&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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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3年度「智慧電⼦國家型科技計畫(NPIE Program)」受理申請
⼀、 本計畫規劃之研究類別為「未來具顯著產業效益之前瞻整合型學術研究計畫」及「已具雛型之前瞻技術之產業化深耕
與落實專案計畫」2⼤類，研究⼈員或團隊必須選擇其中1類提案。計畫類別︓「國家型科技計畫」，於⼯程處學⾨代碼勾
選「EI(智慧電⼦國家型計畫)」及⼦學⾨代碼「E1902(整合型學術研究計畫)」或「E1904(產業化深耕與落實專案計
畫)」。
⼆、 上開第1個研究類別「未來具顯著產業效益之前瞻整合型學術研究計畫」徵求「整合型學術研究計畫」，第2個研究
類別「已具雛型之前瞻技術之產業化深耕與落實專案計畫」則徵求「個別型計畫」或「整合型計畫」。計畫補助最多核定
2年(執⾏期程︓⾃103年5⽉1⽇⾄105年4⽉30⽇⽌)。
三、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102年12⽉12⽇前彙整造具申請名冊及「國⽴交通⼤
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各⼀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四、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徵求計畫書等相關⽂件，或請⾄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e348d52909954e0d80748a303cb9b664&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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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103-104年度智慧電⼦跨領域應⽤專題系列課程計畫」
⼀、 依本計畫徵件須知之計畫申請原則，請以校為單位彙總提案，1系所以申請1案為限，得跨系所聯合提案，每校⾄多
申請3案。每案以申請2 個專題系列課程為限︔每⼀專題系列課程應著重於1個重點領域。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2年11⽉
11⽇前告知所屬系所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全校申請件數超過3件以上，將進⾏校內協調作業。
⼆、 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2年11⽉28⽇前備妥計畫申請書⼀式12份及電⼦檔1份，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2年
11⽉30⽇前(郵戳為憑)寄送智慧電⼦前瞻教學平臺(ATP)辦公室辦理申請。並請同時於計畫網站
(http://atp.ee.nchu.edu.tw/atp.htm)完成線上申請程序。
三、 計畫申請書格式及線上申請等相關作業，請逕⾄計畫網站(http://atp.ee.nchu.edu.tw/atp.htm)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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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智慧⽣活整合創新跨校教學聯盟計畫徵件須知」
⼀、 依本計畫徵件須知之計畫申請原則，請以中⼼學校為單位提出申請，同⼀單位⾄多申請1案。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2
年11⽉19⽇前告知所屬系所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全校申請件數超過1件以上，將進⾏校內協調作業。
⼆、 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2年12⽉5⽇前備妥計畫申請書⼀式6份及電⼦檔(PDF格式)1份，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於
102年12⽉9⽇前(郵戳為憑)寄送「智慧⽣活整合性⼈才培育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
三、 計畫徵件須知及相關附件(含計畫申請書格式)，請逕⾄計畫網站http://www.smartliving.org.tw/ 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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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第⼋屆「⿓騰微笑競賽」即⽇起⾄12⽉27⽇⽌受理報名，敬請 踴躍參與
⼀、2013年第⼋屆「⿓騰微笑競賽」由宏碁基⾦會、天下雜誌教育基⾦會主辦，希望能藉此競賽，推動學界研發能量，參
與產品、技術、營運模式與品牌⾏銷的研發，提升台灣產業中知識經濟的產值。
⼆、繳交報名⽂件︓報名表、參賽約定書、作品構想書。
三、報名流程︓
(1) 競賽⼀律採線上報名，詳情請⾒官⽅網站︓http://longterm.me.ntu.edu.tw/︔請點選線上報名，進⼊報名網⾴。
(2) 填寫參賽基本資料，並獲取報名序號，如8lt001
(3) 將報名表詳細填寫後列印，並亦列印參賽約定書，請領隊教師在參賽約定書上簽名，兩份⽂件以書⾯⽅式郵寄繳件(請
於102年12⽉10⽇前寄出，以郵戳為憑)。
寄件地址︓台北市106羅斯福路四段⼀號 
國⽴台灣⼤學機械⼯程學系542室 陳虹遐⼩姐收。
聯絡電話︓(02)3366-4945
(4) 作品構想書填寫⽅式，請參考網⾴上⽰範說明。規格限定︓單⾯A4作品，5⾴以內、字體不可⼩於10點。
(5) 請先完成線上報名→參賽團隊聯絡⼈將收到系統發出的帳號密碼及報名序號→請登⼊『參賽者登⼊』之系統→即可上
傳及更新構想書。

[研發處] |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8dcd8cada504f1bb9fdf68079585e47&ctunit=31&CtNode=42&mp=1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e348d52909954e0d80748a303cb9b664&ctunit=31&CtNode=42&mp=1
http://atp.ee.nchu.edu.tw/atp.htm
http://atp.ee.nchu.edu.tw/atp.htm
http://www.smartliving.org.tw/
http://longterm.me.ntu.edu.tw/


恭賀 本校資訊⼯程學系曾煜棋教授榮獲「第⼆⼗屆東元獎」
東元科技⽂教基⾦會為⿎勵國內科學家與⼯程研究⼈員從事科學技術研究，進⽽落實於產業發展︔或⼈⽂社會學者有識⼈
⼠能調和科技、發揮創意、造福社會發展，設⽴「東元獎」。本校資訊⼯程學系曾煜棋教授致⼒於無線通訊及網路研究，
成果豐碩，發表具關鍵性的論⽂，引領相關領域的研究，並積極投⼊產學合作，充分發揮產學合作效益。獲頒東元科技⽂
教基⾦會「第⼆⼗屆東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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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本校電⼦系周世傑教授、資⼯系陳志成教授榮獲中國電機⼯程學會102年度「傑
出電機⼯程教授獎」︔資⼯系彭⽂孝副教授、光電系⿈⼄⽩副教授榮獲中國電機⼯程
學會102年度「優秀⻘年電機⼯程師獎」
中國電機⼯程學會為表揚優秀⼯程教授，以激勵電機⼯程之發展，特設置「傑出電機⼯程教授獎」、「優秀⻘年電機⼯程
師獎」。恭賀 周世傑教授、陳志成教授、彭⽂孝副教授、⿈⼄⽩副教授以優異的研究成果獲得中國電機⼯程學會之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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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夯話題
產學最夯話題來報你知︕
歡迎請來產學夯報網誌︓http://aicblog.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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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註解

21⽇

富邦⾦控 產壽險諮詢  

劉家蔬菜 當季蔬菜  

永盈商⾏ (樸鈺) 客家養⽣蛋糕  

17號草堂 ⼿⼯⼤餅  

舞⽶樂 杏仁脆⽚、酒釀黑棗  

開元⾷品 華航蛋糕、甜點  

⾦瑞發 寢具、棉被  

⾦瑞發 寢具、棉被  

安欣⾷品 美國進⼝籃莓、蔓越莓、夏威夷菓  

浩恩 襪⼦ (造型)、保暖⾐  

吉洋 柚⼦⽪、⿔苓糕、黑橄欖  

⽵⾹ ⽜樟芝、四物養⽣湯、元器休閒⾷品 (全素)  

鄭家素粽 粽⼦、油飯、糯⽶腸 (素)  

28
⽇
 

宏昇鞋⾏ 各式男、⼥鞋  

富邦⾦控 產壽險諮詢  

17號草堂 ⼿⼯⼤餅  

宜⼒ 乳酸菌、優格  

養⽣農場 福益軒餅乾、紅黑棗  

炘樂股份有限公司脫⽔薯條、蔬菜、⽔果、蜂蜜、咖啡 (幫助排便)  

三⼤房 湯包、鍋貼、抓餅  

視障學會 農產品  

視障學會 農產品  

家兒禮品 ⾳樂包  

沛締絲 各種臻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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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創業家不知道的事
活動主題︓ 演講︓創業家不知道的事
活動時間︓ 2013-11-21(四)1330-1700
活動地點︓ ⽵科管理局活動中⼼B館(新⽵市科學園區新安路2-2號)

講者︓雲創公司的合夥⼈兼財務⻑ 郭信甫先⽣

對創業懷抱著熱情，畢業即⾛上創業之路，在創業第⼀年燒掉150萬後，體驗到⾃⼰對創業還有很多不知道的事，冀望從
投資⼈的⾓度重新思考再出發，⽽投⼊創投業成為創投經理⼈，評估超過300件的投資案，習得創業要領，2年後再度創
業。並且在9個⽉從新台幣300萬的新創公司，成功募集500萬美⾦(台幣1.5億元)，達到1.88億資本額的企業。同時仍以
天使投資⼈的⾓度持續評估投資案，⾄今已投資了七家公司。

以切⾝體驗，從不同⾓度分享，創業家不知道的事。並以創業家的⾓度，談創業必敗的因素︔從創投經理⼈談，創投⼀定
不投的企業︔分享天使投資⼈，沒興趣投資的公司。期望能降低創業家經營的⾵險，增加存活的機會。並引進創業家的
MBA課程，幫助創業家學習應有的專業知識。創業家、創投、天使投資⼈三位⼀體的分享，機會難得，切莫錯過。

【活動資訊】
時間︓11/21(四)1330-1700
地點︓⽵科管理局活動中⼼B館，原饗⾷餐廳 (新⽵市科學園區新安路2-2號)
講者︓雲創公司的合夥⼈兼財務⻑ 郭信甫先⽣
報名網址︓http://goo.gl/U6eng8
主辦單位︓天使創業投資(股)公司,交⼤創業育成中⼼...等

【演講⼤綱】
‧ 從資本額台幣300 萬的新創公司，9 個⽉內募到美⾦500萬，達到1.88 億資
本額的募資歷程分享
‧ 哪些是創業必敗的因素、創投⼀定不投的公司、天使投資⼈不想看的案⼦
‧ 如何從創業家的MBA，教你習得創業家不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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