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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華科技⿈顯雄董事⻑千萬助學 交⼤新鮮⼈儲⾦築夢 
交⼤校友勝華科技⿈顯雄董事⻑為⿎勵優秀⾼中畢業⽣就讀交⼤，新⽣以第⼀志願錄取交⼤六系(電⼦物理學系、電機資訊
學⼠班、電⼦⼯程學系、電機⼯程學系、光電⼯程學系及資訊管理與財務⾦融學系)可獲得逾新台幣百萬元獎學⾦，今年共

67名學⽣受惠，頒贈典禮上獲獎學⽣感謝學⻑⽀持，並以親筆信函向學
⻑致感謝與崇敬之意。

吳妍華校⻑感謝⿈董事⻑與交⼤共同培養社會、產業優秀⼈才，「讓交⼤收⼀流學⽣」的想法產⽣後，⿈董事⻑隨即與交
⼤師⻑研擬吸引優秀學⽣的機制，慷慨提供獎學⾦⿎勵學⽣以第⼀志願
選填交⼤。吳妍華校⻑也勉勵獲獎學⽣努⼒向學，以不負⿈董事⻑的期

待，並且傳承學⻑飲⽔思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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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雄董事⻑表⽰，台清交學⽣都能上古代進⼠榜單，把榜⾸族群吸引
⾄交⼤是他提供獎學⾦的⽬標，因為「有好學⽣才有好發展」。他也表
⽰，就學與就業不同，並以四點勉勵學⽣逐步邁向成功︔⾸先，在資源
豐富的學習環境學得良好專業知識，其⼆培養良好溝通協調能⼒，三是
進⼊職場後對⾃⼰、對公司展現百分之百的忠誠，最後，永保對⼯作的
熱忱。此外，他也談到⽬前正協助交⼤台北校區建⽴智慧教室，將採⽤
與耶魯⼤學相同規格的最新智慧節能配備，以最新科技培育世界⼀流⼈

才。

「是要頂著名校光環，還是選擇好好栽培妳四年的學校︖」就像被警鐘敲醒般，顏穗安決定進⼊交⼤電物系就讀，她認為
交⼤臨近園區、與產業連結強，不僅學習資源豐富，專業課程也有進階班，讓有不同需求的學⽣能深⼊學習，程度分班跟
課後輔導制度完善。除了系上課程，她也跨院系選修，「我喜歡多元發展把⾃⼰填滿，如果覺得⾃⼰只能這樣，那⼀輩⼦
只能這樣，不如⼀開始就把⾃⼰填滿，測試⾃⼰的極限，發現⾃⼰的不⾜再放⼿。」計畫未來出國進修並創業的她也將獎
學⾦做為出國基⾦，減輕家裡負擔，「有筆錢可以完成夢想真的很棒，交⼤天使投資俱樂部也提供創業基⾦，除了交⼤沒
有學校可以滿⾜我的需要，很珍惜這⼀切︕」

電資學⼠班⿈亦為畢業於實驗中學科學班，指考分數近台⼤電機，選填志願時⼗分猶豫，在了解勝華科技獎學⾦及交⼤提
供出國交換的機會後，決定放下名校光環，選擇對⾃⼰未來最好的⼀條路。他認為交⼤的設備、實驗室環境好，與業界交
流密切，創新創業中⼼也提供詳盡的創業資訊。「選擇電機資訊學⼠班是想廣泛的學習，找到⾃⼰真正的興趣後，再往專
精的⽅向邁進。」未來他希望朝電動義肢領域發展，配合電機資訊學⼠班⼤⼀專題課，可以在電控領域學習研究，提早接
觸研究室的模式與形式。

電⼦系簡政豪⾼中時已確定朝電機領域前進，考量交⼤電⼦系出路廣、在學期間出國交換機會多，對⼈際關係與未來發展
幫助⼤，便決定以交⼤電⼦做為第⼀志願。從⾼中進階到⼤學學習環境，簡政豪坦⾔課程使⽤英⽂原⽂很吃⼒，但同學間
彼此照應、學⻑姐也熱⼼提供許多資源，⼤家⼀起討論、學習很快樂︕他也認為交⼤教師教學認真，把握時間與機會可以
學習到很多，「上課點名是其次，主要是學習，對我們來說⼤學課程都是新的東⻄，舊觀念透過教授講解也具新思維︕」

電機系李建德的哥哥就讀交⼤資⼯系，媽媽畢業於清⼤化學系，在兩校間掙扎的他最後選擇較具市場取向、與產業密切合
作的交⼤，除了環境好、學習資源豐富，圖書館影⾳檔案多元，交⼤也延續良好學⻑弟制，甫⼊學已體會到交⼤⼈相互幫
助提攜的感動，讓他更加確定⾃⼰的選擇。李建德也說，三兄弟學費開銷⼤，領取獎學⾦不僅減輕家中負擔，也為⾃⼰存
下出國基⾦，「儲存備財源是為投資⾃⼰︕」僅管還未確定未來⽅向，李建德把握每次學習機會，「系上English Club提
供了很棒的全英語環境，我可以肯定的說︓交⼤改變了我的⼈⽣︕打開我的眼界︕也希望在未來，如果有能⼒，要效法學
⻑，⼀定會去關⼼、幫助有需要的⼈。」

光電系陳幽秀表⽰，交⼤電機學院⼀向是⼆類組⾸選，加上出國機會多、學習資源豐富，儘管許多同學選填台⼤，她還是
選擇了交⼤光電。⼊學後發現校內資源多元、師資優異，同儕之間學習氣氛好，提升了學習意願與⾃信︔她特別推崇給予
電機學院新鮮⼈的課程「電機產業巡禮」，概括介紹半導體、通訊、光電、資訊領域，讓還在摸索⽅向的⼤⼀⽣了解產業
動向、逐步發掘志向與⽬標。陳幽秀也說，交⼤⼈情味濃厚，師⽣、同學間感情好，勝華科技董事⻑願以⾼額獎勵學弟
妹，⼜聽聞漢微科技捐贈交⼤千萬儀器，讓她感受到校友團結的⼒量，更被交⼤飲⽔思源精神感動。

「輕鬆讀書、不給⾃⼰壓⼒」是資財系陳俐⽂學習奉⾏的原則，受到做財貨分析爸爸的影響，她也投⼊資訊管理與財務⾦
融領域，期待未來能與爸爸相互切磋學習。陳俐⽂笑說，⾼中數學成績普通，學測完全沒考慮⾛商科，沒想到指考卻考了
滿分，讓她決定轉換跑道。她認為交⼤校⾵好，與他校相較更偏實務性質，對未來就業幫助⼤，國外股市也都結合資訊領
域，交⼤資財提供了全⽅位學習的環境。⾃認平凡的陳俐⽂說，交⼤同學都很有想法，很具競爭⼒，讓她更能砥礪⾃⼰要
好好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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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書瘟》 拯救館藏 微電影⾸映會
圖書館近⽇推出了⼀部名為《書瘟》的微電影，10/15在圖書館⼆樓⼤廳舉⾏⾸映會。希望能夠藉由微電影傳達圖書館並

⾮只是溫習功課的空間，更珍貴的是那龐⼤數量的館藏。

題材新穎 懸疑刺激

此部影⽚的導演吳欣翰⽬前就讀交通⼤學材料與⼯程所，直接曾為系上拍攝⼀部以偵探故事為題材的宣傳影⽚，因題材新
穎受到外界矚⽬，這次⼜應邀擔任交通⼤學圖書館宣傳影⽚的導演，和系上的同學以及學弟妹共同組成⼀⽀⼯作團隊，為

期兩個⽉的⼯作天完成此部創作。

微電影《書瘟》是在講述兩個熱愛圖書館館藏的書迷因⼤家不珍惜圖書
館珍貴的館藏，僅僅將圖書館視為讀書的空間，因此反其道⽽⾏，利⽤

消滅書中館藏來增加讀書空間為由，恣意破壞圖書館珍藏書籍，激起同學那顆死命保護館藏的⼼，重新燃起同學們對館藏
的重視。影⽚中利⽤節奏快速、步調緊張的配樂、黯淡的燈光以及緊湊的情節製造全⽚懸疑感，引發觀眾的好奇⼼，想⼀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探究竟其中的原因。

館藏服務新包裝 引君⼊館

圖書館環境清幽且位置寬敞，是許多交⼤學⽣溫習功課的第⼀⾸選，但是這些常來圖書館光顧的常客，未必知道圖書館除
了實體館藏外，其實還擁有電⼦書、電⼦期刊、資料庫等電⼦資源以及透過⾏動裝置︓LINE、SKYPE、EMAIL的線上參
考諮詢服務。導演將同學對這些的忽視轉換成影⽚中同學對館藏的視⽽不⾒，利⽤化學知識調配病毒散播在館藏中，循序
漸進的毀壞圖書館裡的館藏。

整個故事線抓住了⼈性的⼀⼤特點︓失去了才懂得珍惜，館藏毀壞後同學們才開始重視，同時也是呼籲觀賞影⽚的觀眾應
好好了解圖書館提供的資源，並⾮只是使⽤其硬體設備。

此部微電影最⼤特點之⼀即是⼯作團隊並⾮本科系出⾝，是⼀群愛好拍⽚的材料系學⽣所組成，將其科系的專業知識與電
影故事內容結合，透過影像美學的呈現以及懸疑故事的包裝，炒出⼀道不⼀樣的菜⾊。

《書瘟》線上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BgQVfenfSY&feature=c4-overview-
vl&list=PLodygi3JJdj2kPi_D-jRkYiXOmeb-jVm8

[圖書館| Top

傳科系學⽣職場初體驗 直喊︓「媒實間」
學⽣實習已成為越來越多⼤學⽣在學期間增強⾃⾝經驗和競爭⼒的管
道。今年七⽉，交⼤傳科系⼤四學⽣趁著畢業前最後⼀個暑假，踏⼊媒
體職場，將所學和實務結合，這群從職場回來的九零後、忙碌到沒時間
的職場菜⿃，在10⽉15⽇交⼤浩然國際會議廳B1舉辦〈媒實間─交⼤
傳播與科技學系103級媒體實習成果展〉，讓更多⼈了解職場上精采有
趣的故事。

第⼀次離開學校到職場學習，⼤四的王柔婷選擇中視新聞部擔任⼀個⽉
的實習⽣，⼯作內容是跟著⽂字和攝影記者到處跑新聞。有⼀回她跟著
攝影⼤哥⼀起去機場採訪倖⽥來未來台的新聞，在沒有⽂字記者的情況

下，王柔婷必須擔起訪問的⼯作，所幸有傳科系的看家本領，讓她順利完成了這則新聞。

除了運⽤所學在職場上實作之外，這群⼤學⽣也遇到了許多無法預期的職場突發狀況，考驗他們的反應⼒和解決問題的能
⼒。進⼊中天電視《康熙來了》團隊實習的鄭豪，有⼀回因為敲好通告的素⼈來賓臨時取消通告，他被推上節⽬錄影，
「我在10分鐘之內跑到外⾯的影印店家彩印⾃⼰的名字，別上名牌後上節⽬，在節⽬中也隨時要保持注意⼒，專⼼地融⼊
其中。」鄭豪快速的反應為他贏得了「康熙⼩救兵」的封號︕

離開學校，傳科系學⽣學到最多的其實是嚴謹與⼒求完美的態度。在島⺠⼯作室實習的吳悅萍表⽰，「平常交作業的⼼態
就是交出去就算了，可是在實習期間，主管會不斷盯著你修改修改再修改，到他要的樣⼦。」實習期間，吳悅萍接受那些
不斷修改的要求，讓她⼤⼤改變了對事情無所謂的態度，開始對設計作品「⽄⽄計較」，因為這樣才會讓作品更加完美。

實習除了增加未來職場的經驗外，也是嘗試各種興趣領域的好⽅法。暑假於兩家公司實習的郭丹穎表⽰，平⾯出版業是與
電視產業⼀直都是想嘗試的⽅向，由於本⾝喜愛動漫，「開拓動漫畫情報誌」便成了實習單位的第⼀選擇︔⽽另⼀個⽉則
到「中華電視公司」實習，這⼀⼤⼀⼩的兩間公司，讓她直接⽼師在課堂上所分享的「⼤公司學做⼈，⼩公司學做事」道
理。

暑假⼆個⽉的職場⽣活，讓他們對於⾃⼰的未來有更多想法，也對⾃⼰的能⼒和喜好有更多的了解，透過實習，也讓傳科
系的學⽣們更清楚⾃⼰未來求職的⽅向。想了解更多關於這群傳科系103級「媒實間」職場菜⿃發⽣的趣事，歡迎上活動
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CTNoTime

[傳科系| Top

《願景⼯程》失敗藏祝福⻘年求變 台灣更好
【記者李⻘霖／新⽵市報導】

聯合報系願景⼯程「為⻘年尋路論壇」新⽵場，昨天邀請不同世代成功
創業⼈分享經驗，他們相信逆境是⽣命過程，⽽每次失敗與挑戰都含藏
著祝福，為祝福做⾜準備、堅持不放棄，必能度過。

世代相對論經驗帶路

論壇由聯合報系「願景⼯作室」與遠東集團「徐元智紀念基⾦會」共同
主辦，⻘年創業代表有歐酷網路共同創辦⼈暨執⾏⻑劉于遜、格林⽂化
事業公司英國分公司董事總經理楊致偉，成功企業⼈⼠代表為京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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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李⾦恭、太平洋崇光百貨董事⻑⿈晴雯，加上分別擔任交⼤第⼗四、⼗五屆學⽣聯合會⻑的陳慕天與徐煊博，進⾏
⼀場「世代相對論」。

「歐酷網路的成功，其實是⼀次次失敗累積起來的。」劉于遜道出⻘年創業充滿挫折，但他認為，誠實⾯對⾃⼰的⼼，並
竭盡所能地追逐，就能參透「成敗只是過程」。

別活在⼀百分⼈⽣中

劉于遜說，台灣年輕⼈⻑久處在⼀種困境，包括「活在別⼈眼中的⼀百
分⼈⽣」、抱持「是成是敗，⾮黑即⽩」的決定論，以及「失去⾃我設
定⽬標和達成的能⼒」︔他幸運⽣⻑在給他較多⾃由的家庭，得以堅持
理想。

剛結束⼀年⼤陸交換⽣的陳慕天說，台灣與⼤陸⻘年常被拿來⽐較，媒
體斷⾔「台灣輸了」，但他觀察⼤陸⻘年價值觀是「⾃我利益最⼤
化」，從個⼈到政府，皆為⾃我利益導向︔台灣⻘年「相信⾃⼰擁有改

變的⼒量」，是最⼤優勢。

他舉「公⺠⼀九⼋五⾏動聯盟」，號召廿萬⼈上街頭，公⺠⼒量就是台灣⺠主社會的可貴之處。

像變形蟲突破飆創意

他建議年輕⼈要像變形蟲勇於突破規則，也呼籲⼤⼈們「不要限定年輕⼈該做什麼」。

李⾦恭與⿈晴雯都遇過⽣命與事業的逆境，李⾦恭說，要學會放⼿，讓好⼈才進團隊︔⿈晴雯建議學⽣懂得轉念，雖遇過
三次⾞禍，但她不認為倒霉，覺得是奇蹟，「逆境中每次挑戰，都含藏著祝福」。

「聽完論壇，對未來⽅向更清楚。」來⾃印尼的交⼤電⼯系學⽣郭威弦表⽰獲益良多，同系也同鄉的胡桎豪也說，聽完跨
世代創業者的經驗，他了解「要成功，千萬不能輕易放棄理想」。

⻘年論壇／熱⾎最動⼈
【記者李⻘霖／新⽵市報導】

「願景⼯程─為⻘年尋路論壇」新⽵場昨在交⼤舉⾏，四名與談⻘年的表現，讓主持⼈、交⼤校⻑吳妍華和經濟⽇報社⻑
⿈素娟同感驚豔，「讓台灣更好的動機，令⼈感動。」

吳妍華說，這幾年台灣社會很「悶」，年輕⼈畢業找不到⼯作，媒體上出現⼀堆「媽寶」、「啃⽼族」，但昨天的論壇讓
她聽⾒年輕⼈不⼀樣的聲⾳，也看⾒⻘年為了理想、堅持尋路的熱忱。

對於兩位交⼤學⽣會⻑提出「⼩⾃我、⼤認同」、「認同要從付出開始」等觀念，讓她覺得這是個「最壞的時代，其實也
是最好的時代」。

她相信，若年輕⼈都能秉持「⼩分⼦可以影響⼤社會」的態度，把⾃⼰的⼯作做好，整個社會就能更健康。

經濟⽇報社⻑⿈素娟致詞說，「為⻘年尋路論壇」巡迴北中南舉辦七場，但交⼤讓她感受是個很不⼀樣的⼤學。

「台灣⼈應該謝謝交⼤︕」她說，交⼤為台灣科技產業培養出許多創業家，對台灣經濟發展有重⼤貢獻。最近交⼤正為籌
建中的「賢⿑館」募款，還差兩億多元，⽽交⼤有很多校友常回饋⺟校，相信以交⼤校友的實⼒⼀定能成功。

⿈素娟並認為，交⼤還有⼀點不⼀樣，交⼤⼈不⽌熱中⼩我實現，也關⼼社會、國家︔陳慕天、徐煊博主張「⼩⾃我，⼤
認同」讓台灣更好，令⼈感動。

她說，交⼤是個不⼀樣的⼤學，聯合報系也要成為⼀個不⼀樣的媒體。兩年前，聯合報成⽴願景⼯作室，推動願景⼯程，
其中有兩個關鍵字「公共性」及「正向改變」，聯合報尋找公共議題深⼊報導，並找出解決⽅案，策動轉變，實現承諾，
希望台灣變得更好︔「為⻘年尋路」論壇也是願景⼯程的⼀部分。 

完整新聞請⾒:
http://www.pac.nctu.edu.tw/Activity/activity_summary.php?id=184

[聯合報| Top

科技與⾳樂藝術的極致
睽違交⼤演藝廳多年的旅德鋼琴⼤師陳必先，利⽤擔任「2013臺北國際
現代⾳樂節」駐節藝術家之便，10⽉8⽇交⼤演奏廳演出德國作曲⼤師

史托克豪森結合了電⼦⾳樂、為雙鋼琴演奏者所譜曲的《曼怛羅》。

史托克豪森於1970年創作⻑達70分鐘的巨作《曼怛羅》(Mantra，其
意為「咒語」)，結合東⽅哲理與意念，於流暢的鋼琴樂⾳中不時穿插電
⼦⾳響，將現代科技融⼊⾳樂演奏藝術中。此次演出也特邀與史托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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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期合作的荷蘭皇家⾳樂院電⼦⾳響⼯程教授Jan Panis來台助陣，
呈現原作之原汁原味。

⽣於台北，九歲以⾸位天才兒童⾝份赴德深造的陳必先，曾被歐洲媒體
譽為「中國的奇蹟」，廿歲起陸續獲得德國慕尼黑聯合廣播公司
(ARD)、荀伯格、美國巴哈等三項國際鋼勤⼤賽⾸獎。Jan Panis早年修
習電⼦學與聲響學，曾獲愛迪⽣唱⽚⼤賞，曾與柏林愛樂、阿姆斯特丹
⼤會堂管絃樂團及眾多歐洲作曲⼤師合作等，並發明Ring modulatosr
等諸多電⾳器材，為⾳樂科技領域⼤師級⼈物。此次演出特別⾃台北租
⽤頂級百萬⾳響設備，在舞台兩台數百萬史坦威名琴上⽅懸掛多組超低

⾳喇叭，呈現科技與⾳樂藝術之極致。

經典作品與⼤師 相會在交⼤

除《曼怛羅》外，8⽇晚在交⼤舉⾏之⾳樂會也將臺北國際現代⾳樂節⼋場⾳樂會中的菁華曲⽬在新⽵先睹為快，包括陳
必先胞妹⼩提琴家陳必昭演出其夫婿葡萄⽛作曲家努內斯的作品︓《記錄⼀》︔⼥⾼⾳Stacey Fraser演唱來堪稱⼆⼗世
紀最知名義⼤利作曲家⾙⾥歐、為展現當代新式聲樂演唱技巧，所特撰的炫技⾵格強烈曲⽬︓《第三⾸序號》⼥聲清唱
曲。以及由⾸位畢業於德國Ensemble Modern現代樂演奏學程的華⼈⼤提琴家劉彥廷演出曾親⾃受教於作曲家本⼈德國
噪⾳每學之⽗拉亨曼所特別撰寫的獨奏曲《壓》。

陳必先近⽇接受媒體訪問說到︓「欣賞⾳樂的⼼態有兩種，⼀種是學習、探索，⼀種是純欣賞。歐洲有許多哲學家、科學
家，是為了進⾏⼀趟⼼靈的冒險，⽽來聆聽現代⾳樂。這樣的⼼靈交流，是⼈類⽂明最美好的時刻。」

[交通⼤學⾳樂所| Top

102學年第1學期年限將屆學⽣注意事項
(⼀) 年限將屆滿之學⽣，須於本學期完成應修課程學分並符合畢業資格（碩博⼠班⽣應於103年1⽉28⽇前通過系所各項
考核規定，提出論⽂並通過學位考試完成論⽂審定）。
(⼆) 無法於本學期完成應修課程學分，且以前累計休學未達四學期者，得申請休學。(1)休學申請須在學校⾏事曆所定之
學期考試開始前(本學期為103年1⽉10⽇前)辦理完畢。
(2)碩博⼠班⽣已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理完畢(本學期為103年1⽉28⽇前)。
(三) 若無法於本學期符合畢業資格且未於規定期限前完成休學申請，本校將依學則第14條規定做退學處理。

[教務處] | Top

102學年度第1學期學⽣辦理休學、退學、畢業離校
102第1學期在學學⽣開學後欲辦理休學、退學、畢業離校者，退費標準如下(依本校⾏事曆及學⽣辦妥離校⼿續⽇期計
算，以下均同)︓
(⼀) 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1/3離校者，退費2/3。
(⼆) 未逾學期2/3離校者，退費1/3。
(三) 逾學期2/3離校者，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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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推廣教育中⼼辦理「102年⾏政院環訓所甲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訓
練」11/16 開班，招⽣中︕︕
102年度甲級廢棄物處理訓練班將於11/16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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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網站
http://ccet.nctu.edu.tw/programs_view.php?id=32。 或⾄⾏政院環訓所線上報名網
站https://record.niet.gov.tw/

[教務處] | Top

邀請世界進⼊⾃⼰的⽣命－2013本校國際志⼯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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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o」是取⾃Indonesia（印尼）、Digital（數位化）、Orangutan（紅⽑猩猩）第⼀個字⺟為縮寫，是⼀種信念，⼀
份⾃信。

來⾃交⼤不同背景的ㄧ群陌⽣⼈，憑藉微⼩的⼒量與相同的信念，逐步改變世界上偏遠的地區。

每年盛夏，這群陌⽣⼈雖然彼此來⾃不同的背景，有著不同的專業知識，不過他們對⽣命卻有著相同的態度。藉著與
Jamyang School的合作機會，他們認識了科技⽂明無法帶給⼈類的⽂化涵養與智慧︔⽽因為與印尼政府有著保育⾬林與
紅⽑猩猩的共同⽬標，他們體會了⾬林對當地⼈的意義。在陌⽣的⼯作環境，圍繞著陌⽣的⼈群，他們突破國際合作的各
式問題，挖掘出了⾃⼰更多的可能性︕

透過不斷的與⾃⼰對話，在過程中持續的摸索與思考，以關懷與分享⽣命的態度，邀請世界進⼊⾃⼰的⽣命，開啟體驗⼈
⽣的另⼀扇窗。

學務處邀請您，⼀起「在相同的經驗中尋找不同的感受」︕

演講主題︓2013本校國際志⼯團分享
講者成員︓I-DO、Jullay志⼯團員
演講時間︓10⽉23⽇ 15:30－17:20
演講地點︓電資中⼼ 國際會議廳
參與對象︓全校教職員⽣
演講報名︓交通⼤學國際志⼯報名網址
聯絡⼈︓蔡如婷 聯絡電話︓電話:(03)571-2121 #50953
官網︓Jullay官網、I-DO國際志⼯官網、I-DO部落格 Facebook︓交⼤印度國際志⼯團Jullay、交⼤印尼國際志⼯團I-
DO、交⼤學務讚報

[學務處] | Top

國⽴交通⼤學2013橋棋梅⽵選秀賽
「我會⼀步⼀步地⾛，但絕不會停步︕神之⼀⼿，由我來實現︕」（光，棋靈王）

We want U.

我們在尋找隱藏在校園的橋藝、象棋、圍棋⾼⼿，讓你／妳也可以成為下⼀位梅⽵英雄。

 

⼀、 主辦單位︓課外活動組。
⼆、 協辦單位︓學⽣聯合會。
三、 ⽐賽⽇期︓102年10⽉27⽇。
四、 報到時間︓當天上午8︓20~8︓50（9點準時舉⾏開幕）。
五、 報到地點︓活動中⼼四樓交誼廳。
六、 報名期限︓即⽇起⾄102年10⽉23⽇前上網報名。
七、 報名資格︓國⽴交通⼤學在學學⽣。
⼋、 賽程規則︓課外組網⾴附件下載(http://ppt.cc/Q4Wr)
九、 報名系統︓http://ppt.cc/paAJ
⼗、 FaceBook︓交⼤圍棋社、交⼤象棋社
⼗⼀、 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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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程參賽者即可獲得梅⽵紀念品⼀份。
2. 各項⽐賽獎勵︓
(1) 橋藝（團體賽）
冠軍隊 1800元全家禮券+獎狀
亞軍隊 1200元全家禮券+獎狀
季軍隊 600元全家禮券+獎狀

(2) 象棋（個⼈賽）︓ 
冠軍 1000元全家禮券+獎狀
亞軍 800元全家禮券+獎狀
季軍 600元全家禮券+獎狀
殿軍 500元全家禮券+獎狀
第五名 400元全家禮券+獎狀
第六名 300元全家禮券+獎狀

(3) 圍棋（個⼈賽）︓
段位組冠軍 1000元全家禮券+獎狀
段位組亞軍 800元全家禮券+獎狀
段位組季軍 600元全家禮券+獎狀
級位組冠軍 500元全家禮券+獎狀
級位組亞軍 400元全家禮券+獎狀
級位組季軍 300元全家禮券+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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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學校⻑講座︓「⼤腦與學習」
「⼈⽣是⾺拉松，不是百⽶衝刺，沒有輸在起跑點這句話。」（洪蘭）

先天的基因無法決定你的⼀⽣︕

洪蘭教授以⼤腦認知神經科學的觀點，告訴你如何讓⾃⼰決定⾃⼰的⼀⽣︕

你知道⼤腦與學習之間的關係嗎︖
⽽我們⼜是如何記憶與學習的呢︖

就從今天起︕改變你的學習⽅式，讓讀書與學習事半功倍︕

講座︓⼤腦與學習
講者︓洪蘭教授
時間︓102年10⽉30⽇
地點︓交通⼤學中正堂
對象︓交通⼤學全體教職員⽣
報名網址︓http://lg-seminar.nctu.edu.tw:8080

洪蘭教授簡介︓

福建省同安縣⼈，1969年台灣⼤學畢業後，即赴美留學，取得加州⼤學實驗⼼理學博⼠學位。曾在耶魯⼤學哈斯⾦實驗室
及加州⼤學爾灣醫學院神經科接受博⼠後訓練，之後進⼊聖地⽛哥沙克⽣物研究所任研究員，並於加州⼤學河濱校區擔任
研究教授。
1992年回台任教於中正⼤學⼼理所︔陽明⼤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現任中央⼤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中央⼤學講
座教授、台灣聯合⼤學系統（清華、交⼤、陽明、中⼤）講座教授。
洪教授研究、講學之餘，致⼒科普書籍的譯作，已翻譯五⼗多本⽣物科技及⼼理學⽅⾯的好書。近年來有感於教育是國家
的根本，⽽閱讀是教育的根本，更致⼒於閱讀習慣的推廣，⾜跡遍及台灣各縣市城鄉及離島近千所的中⼩學，做推廣閱讀
的演講。

獲獎榮譽︓
遠⾒雜誌 第九屆華⼈企業領袖⾼峰會（2011）終⾝成就獎
第5屆吳⼤猷科學普及著作獎「翻譯類⾦籤獎」（《天⽣愛學樣》）
⾦⽯堂書店（2006）年度出版⾵雲⼈物
東元科技⽂教基⾦會（2005）特別貢獻獎
2000年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翻譯類⼗⼤好書（《教養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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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翻譯類⼗⼤好書（《揭開⽼化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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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研發替代役--役諾千⾦
1.研發替代役就博會(地點︓浩然國際會議廳)，歡迎研究所同學踴躍參加。

2.公司加開場次︓
10⽉23⽇(三)17:30起 丕⽂科技筆試(地點︓⼯四館ED202教室)
10⽉24⽇(四)12:20-14:00台積電菁英招募活動(地點:浩然國際會議廳)
3.⾯談會 地點:浩然國際會議廳
⾯談⽇ 時間 地點
宏碁⾯談⽇ 10⽉25⽇(五)09:00~16:00 浩然國際會議廳
宏碁⾯談⽇ 11⽉14⽇(四)09:00~16:00 浩然國際會議廳
更多活動資訊請上活動官網查詢http://openhouse.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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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哈職網】最新職缺消息
★實習⼯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台灣港務公司 102年度「獎學實習就業計畫」 ⾼雄市 2013年10⽉25⽇

⾼雄市⽴美術館 103年春季期中實習開放申請(無薪資) ⾼雄市 2013年10⽉31⽇

★兼職⼯讀★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財團法⼈⾃強⼯業科學基⾦會 兼職研究助理 新⽵縣市 2013年10⽉30⽇

安瑟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書處理 新⽵縣市 2013年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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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時薪120) 新⽵縣市 2013年10⽉31⽇

新鈦科技(股)公司 ⼯讀⽣ 新⽵縣市 2013年11⽉30⽇

⼯業技術研究院 ⼯研院機械所 新⽵縣市 2013年12⽉31⽇

教育部⻘年發展署 RICH⼯讀計畫 臺北市 2013年12⽉31⽇

環宇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節⽬製作助理 新⽵縣市 2013年12⽉31⽇

美商薩克斯國際有限公司 品管⼈員 新⽵縣市 2013年12⽉1⽇

悠良⽂教 國中數理輔導⽼師 苗栗縣 2013年12⽉31⽇

★研發替代役★

系所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廣明光電 研發替代役─產業機器⼈系統設計⼯程師 桃園縣 2014年06⽉30⽇

廣明光電 研發替代役─NAND Flash⼯程師 桃園縣 2014年06⽉30⽇

★海外⼯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

點 截⽌⽇期

綠點⾼新科技(股)公司
RD-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nager/LEAD(天

津)
天津市 2014年3⽉1⽇

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程師(派駐⼤陸) 廣東省 2013年12⽉1⽇

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AE-產品應⽤⼯程師(派駐⼤陸) 廣東省 2014年12⽉1⽇

Fourth Valley
Concierge

⽇商旭化成電⼦零件設計開發、⽣產技術開發 東北亞
2013年11⽉18

⽇

Fourth Valley
Concierge

⽇商旭化成產品企劃銷售 東北亞
2013年11⽉18

⽇

新加坡科技设计⼤学 博⼠後研究⼈員/研究計劃專任⼈員 東南亞 2013年10⽉1⽇

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AE-產品應⽤⼯程師(韓國區) 東北亞 2014年12⽉1⽇

技映企業有限公司 機械設計⼯程師 東南亞 2013年9⽉30⽇

技映企業有限公司 電氣設計⼯程師 東南亞 2013年9⽉30⽇

Mpower Consultancy Marriott Hotel Management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年12⽉31

⽇

Mpower Consultancy Komars Group Marketing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年12⽉31

⽇

Mpower Consultancy Raffles Hotel Management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年12⽉31

⽇

Mpower Consultancy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Management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年12⽉31
⽇

★徵才機構★

Fourth Valley Concierge⽇本TOP CAREER
創⾒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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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Tencor_美商科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亦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居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美智權股份有限公司 鴻海精密⼯業(股)公司

台灣三星電⼦股份有限公司 億霈科技

台灣⼤哥⼤股份有限公司 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恩智浦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聖暉⼯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新橡膠⼯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公霸有限公司

⽟⼭銀⾏ 四零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建國⼯程

思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致茂電⼦ 經貿聯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晶相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福⼜達⽣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綠點⾼新科技(股)公司

視翔⾼科有限公司 網星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歐科⽣醫股份有限公司

榮剛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寶來曼⽒期貨股份有限公司

有成精密 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查詢更多求職資訊，歡迎連結《交⼤哈職網》http://ejob.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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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然處徵求103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
⼀、 申請⼈請配合時限E-mail新提之整合型計畫構想書，每⼀整合型團隊必須有3件以上(含總/⼦計畫)組成。通過後請於
「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截⽌⽇前依相關規定提送正式計畫書。
⼆、 ⽬前執⾏中延續性計畫之後續年度細部計畫書，則不需提送整合型計畫構想書，請各總計畫與⼦計畫主持⼈於年底循
「103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規定⽅式逕⾏提出申請。若於102年度計畫書審查時，被建議需重提構想之研究團隊，亦請於
102年10⽉28⽇14時前將整合型構想書E-mail⾄國科會⾃然處。
三、 計畫徵求說明(含研究主題及說明)及構想書格式等詳細相關資訊可⾃⾏⾄國科會網⾴查詢下載(網
址︓http://www.nsc.gov.tw/nat/ct.asp?xItem=22920&ctNode=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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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然處徵求「都市防洪」與「流域泥砂資源管理」等2個課題之研究計畫
⼀、 上開2個課題之研究計畫主題詳參徵求公告，計畫書請上線製作及傳送，並請所屬單位於102年1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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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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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國科會網⾴(網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fb5bbe611df64275837e9bd1dbbb1da4&ctunit=31&CtNode=42&mp=1)查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教育部「103年度國內⼤專校院申請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受理申請
⼀、 本計畫⾃102年12⽉1⽇起受理申請，請有意申請計畫教師於103年1⽉13⽇前備妥函稿及下列⽂件各⼀式5份，會
辦相關單位後於限期103年1⽉15⽇前寄送⾄教育部辦理申請，應備⽂件如下︓
(⼀) 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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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合作交流計畫書。
(三) 對⽅學校或單位簡介。
(四) 經費收⽀概算表。
(五) 其他有助審核之⽂件或資料。
⼆、 「教育部補助⼤專校院推動臺灣研究國際合作計畫實施要點」及申請計畫表件格式，請⾄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網
⾴（http://www.edu.tw/Default.aspx?WID=409cab38-69fe-4a61-ad3a-5d32a88deb5d）「⾏政規則」項下之
「國際及兩岸教育」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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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學辦理「102年度國科會科學志⼯⽕⾞頭計畫」
⼀、 國科會補助南臺科技⼤學辦理「102年度國科會科學志⼯⽕⾞頭計畫」，該校敬邀本校教職員⽣組隊申請，並⾄102
年10⽉22⽇⽌受理申請。
⼆、 本計畫採線上申請⽅式，請申請⼈於科學志⼯網路平台「計畫線上申請」區，申請計畫帳號，取得團隊編號後，將
「102年度國科會科學志⼯⽕⾞頭計畫」申請書、志⼯名單與受服務對象合作同意書等資料合併上傳⾄科學志⼯網路平台
辦理申請。
三、 其他申請相關注意事項請詳參簡章，或請⾃⾏上網(http://nscsv.stust.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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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24
⽇
 

嘉豐⽔產 嚴選⽩蝦 (不加抗⽣素)  

養⽣農場 福益軒餅乾、紅黑棗  

17號草堂 ⼿⼯⼤餅  

樸鈺 客家養⽣蛋糕  

沛締絲 各種臻果  

皇家楓葉 加拿⼤北極冰蜜  

⾦瑞發 寢具、棉被  

⾦瑞發 寢具、棉被  

廣億國際有限公司 原咖啡 (印尼)  

鄭家素粽 粽⼦、油飯、糯⽶腸 (素)  

   

   

31
⽇

富邦⾦控 產壽險諮詢  

安欣⾷品 美國進⼝籃莓、蔓越莓、夏威夷菓  

劉家蔬菜 當季蔬菜  

17號草堂 ⼿⼯⼤餅  

浩恩 防⽔包包  

宜⼒ 乳酸菌、優格  

采鑫 有機⾷品  

炘樂股份有限公司 脫⽔薯條、蔬菜、⽔果、蜂蜜、咖啡 (幫助排便)  

⼭東響⾺⽔餃 各種⼝味⽔餃  

  

[員⽣社] | Top

【TRON4⾏家講堂】
活動主題︓ TRON4⾏家講堂︓Heart CreAction．活⾃⼰ ⼼創夢(⼯作坊)
活動時間︓ 2013-11-02
活動地點︓ 交⼤浩然圖書館B1F國際會議廳(A) 
活動摘要︓ 時間︓11/02(六)0900-1630   
地點︓交⼤光復校區 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A
報名網址︓http://ppt.cc/hzZ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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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蕭嬋 Grace Hsiao／交通⼤學管科系助理教授

英國劍橋⼤學博⼠，研究領域包括︓領導與創業創新、⼤中華市場策略與領導、服務創新與服務品牌、美學設計創業創
新、數位學習創新。「教學也可以是很有趣的，就像是⼀齣神奇的劇場」，對於蕭嬋⽼師來說教學不是按表操課，⽽是⼀
個充滿驚奇、歡樂與趣味的過程。蕭⽼師在課堂上重視過程的「趣味歡樂性」和知識的「深思實踐性」，她希望學⽣能夠
活⽤知識，⽽⾮死背知識，更重要的⽬標在於，學⽣經過課程的薰陶後，能夠成為「更好的⼈」，所謂「更好」，端看學
⽣的潛能發展⽽異，或許是變得更能思考、更會溝通，或是更明確地知道⾃⼰的⽅向。

⼯作坊內容⼤綱︓

創業過程篳路藍縷，⼀路上會遇到許多挫折或打擊，但唯有保持堅定的意念及正向的能量，⽅能⽀撐⾃⼰⾛下去。此⼯作
坊將協助同學探索⾃⼰的天賦與優勢，活出⾃⼰的熱情使命，做⾃⼰真正熱愛的事。學會運⽤⼼靈的無限⼒量， 保持創業
過程中正向清明思考與累積⼈⽣智慧。

 

活動主題︓ TRON4⾏家講堂︓科技創業新趨勢(演講)
活動時間︓ 2013-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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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摘要︓ 時間︓10/23(三)14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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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本校舊南⼤⾨步⾏約15分鐘)
報名網址︓http://ppt.cc/w-9I

何明彥 Kevin Ho---華陽創投集團總經理、台灣創意⼯場合夥⼈暨投資⻑

在台灣科技創新的搖籃－⼯研院，資歷超過20年，歷經光電所、電通所、北美公司及創新公司。專⻑在於半導體、網路、
光電、通信等領域。在美期間與矽⾕密切接觸，近距離觀察當地新創公司，體驗矽⾕創業環境，6年間看過超過4,000件的
投資案，所投資的案件已有4家被併購，1家IPO。去年開始擔任由⼯研院、中經合、李開復聯⼿成⽴的「創新⼯場」之合
夥⼈及投資⻑，導⼊早期企業育成及投資的新模式，⾄今育成有10家廠商。今年4⽉再接任國內官⺠合資⽼字號創投公司
的總經理，代管政府投資國發基⾦。

多年來專注於國內中早期企業投資環境，並暢談從矽⾕的創業環境與趨勢變化、中國創業⾵潮的特點，以及台灣⾼科技創
業的困難與未來熱⾨的創業機會。從實務⾯切⼊解析⾼新科技創業所遇到的問題，並由創投的⾓度，分享⾯對科技產業，
創投的投資評估經驗。

演講內容︓
‧ 矽⾕、中國、台灣的創業環境差異性與特點
‧ 台灣⾼科技創業未來的機會在哪裡?
‧ ⾼新科技創業常遇到哪些問題?
‧ 分享創投在⾯對科技產業，創投的投資評估經驗

[創業育成中⼼] | Top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
時間︓2013/10/28（⼀） 15︓30~17︓2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群⼰權界《論⾃由》︓彌爾⾃由主義的啟⽰
主講⼈︓王冠⽣(國⽴臺北⼤學通識教育中⼼助理教授)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組]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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