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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徐國峰、陳俞睿、林昱安參加「Green Tech

2013東元科技創意競賽」，發展出突破性綠能電動車，

獲得冠軍。

「彷彿像林書豪⼀樣，從冷板凳出發到獲得肯定的歷程，Amazing
Grace !」交通⼤學電機系徐國峰、陳俞睿、林昱安參加「Green Tech
2013東元科技創意競賽」，這⽀以⼤學⽣為主的團隊，發展出突破性綠
能電動⾞，擊敗來⾃台灣各⼤專院校的碩、博⼠⽣獲得冠軍，並獲得四
⼗萬元的獎⾦，指導教授徐保羅也給予學⽣極⾼評價，「他們是以⼩搏
⼤，異軍突起︕」交⼤參與競賽的另兩組團隊也獲得「⼈⽂獎」及「創
意獎」，創下競賽創辦以來⾸次由單⼀⼤學獲得三項獎項的紀錄，成績
傲⼈︕

隊⻑⼤四的徐國峰表⽰，獲獎作品「發展滑差⾃動調整以提升感應電動
⾞之負載扭⼒」的基礎，是整合去年學⻑郭志瀚獲得節能獎的作品，讓
電動⾞在加速與省電中找到最佳效率點，達到兼顧加速與節能的效果，
但去年的作品僅限平地表現。今年，進⼀步考慮實際駕駛狀況的變化，

團隊改變電動⾞的控制設計，克服上坡時重⼒造成的負載，以加速度與加速度斜率調節滑差因素，能產⽣更⼤的扭⼒與速
度，讓電動⾞適⽤於各種駕駛路況︔並透過⾃動轉換模式，讓⾺⼒充分發揮，原電動⾞必需安裝較⼤⾺⼒的⾺達，現靠著
新的控制技術，卻只需750⽡特的感應⾺達即可運作。

經過實測，電動⾞在爬6度斜坡，在不影響效率下，終端速率由9km/hr
變成11.1km/hr，提升28%，整合在過去平地的測試，加速度提升了
67%，電⼒更是省下31%，「簡單來說，就是達成了控制設計的⽬的︓
更快、更有⼒、更省電︕」徐保羅教授說，電動⾞採⽤感應⾺達控制並
不是⼀個新穎的題⽬，也不容易獲得評審的⻘睞，在研究上需要相當的
能⼒、耐⼒與細⼼，才能掌握細節的控制，⾯對來⾃全國的碩、博⼠
⽣，「原先真的不看好︕就好像林書豪起先坐冷板凳，⼊圍決賽就像能
上場⼀樣驚喜，最後得到冠軍，完全不在意料中，是上帝的恩典︕」

擊敗近百隊獲得冠軍，他們認為對電動⾞有興趣就不難，學習基礎穩，
就能輕鬆⾯對⽐賽。負責駕駛的陳俞睿表⽰，很可惜現場無法試駕，「很想展現交⼤的實⼒給⼤家看︕」團隊唯⼀的碩⼠
⽣林昱安則說，透過各國綠能作品獲得許多新知，展⽰的成品與數據都能實際運⽤，對地球的幫助很⼤︕他們也期許未來
能充分發揮所學，讓⼩⾺達產⽣⼤貢獻︕

獲得⼈⽂獎的作品「Radio as a Service」來⾃電機加上資訊領域的團隊，由電機系伍紹勳教授、資⼯系趙禧綠教授帶領
柯俊先、李尚晟、⿈鈺涵、李昀庭、⿈世鑫，以跨領域的思維⾓度，系統性地規劃具寬頻、綠能的無線網路架構，解決未
來通訊⾯臨的⾼頻寬與耗能問題。

他們提出創新的網路架構「雲端感知無線接取網路」，再⽣使⽤閒置頻譜，以微型無線接取點取代基地台、以雲端運算系
統取代傳統運算，打破舊有無線網路的機制，更彈性且有效率的使⽤通訊資源︔經測試能提供5倍以上頻譜使⽤效率以及
100倍能源利⽤率，是低價、低耗能卻具⾼品質的無線接取服務。

電控所胡⽵⽣教授與元智⼤學陳鏗元助理教授指導電控所林昭男、李業⽂、洪綜韓發展「多頻濾波脈寬調變驅動⾺達節能
技術」，團隊⾃製開關驅動功率及電路與微控器電路板，並開發演算法「多頻濾波脈寬調變」提升⾺達系統效率，達到節
能⽬的，獲得創意獎肯定。

有鑑於先進國家電⼒使⽤量佔總能源消耗40%且逐年升⾼，改善⾺達系統效率可有效率降低能源使⽤量、減少⼆氧化碳排
放，團隊開發「多頻濾波脈寬調變」⾺達驅控策略，改善原主流調變的缺點，可提升3.21%的⾺達系統效率，⽬前正申請
台灣及美國專利中。

東元科技「Green Tech」競賽⿎勵⻘年學⼦從事綠能與節能技術的研究、發展乾淨能源並提升終端能源使⽤效率，進⼀
步促進產業節能發展資源的投⼊。交⼤學⼦發揮所學投⼊研發，推動產業進步同時兼顧永續環保，展現改變、保護地球的
絕佳硬實⼒︕

[秘書室| Top

研發雲端照護系統 交⼤奪特優
【聯合報╱記者陳智華／台北報導】

交⼤電機系4年級學⽣李冠緯等⼈，在⽼師溫宏斌的指導下，將⽤於遊戲的體感偵測器結合雲端服務，再配合智慧型⼿
機，研發成可以偵測⻑者或兒童安全的居家照護系統，昨天獲得教育部舉辦的「2013軟體創作達⼈暑期成⻑營」特優獎。

「軟體創作達⼈暑期成⻑營」由產業界提供專案題⽬，給國內公私⽴⼤
專校院學⽣組成的團隊，進⾏開發，通過第⼀階段篩選出線的29隊，可
獲得教育部給的開發獎⾦外，業界專家也提供輔導諮詢，昨天從29隊中

選出3隊特優及8隊優勝，李冠緯團隊是特優團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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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宏斌副教授(右)帶領學生團隊獲「2013軟體創作達人

暑期成長營」特優獎

李冠緯說，家中壯年⼈⼝在外⼯作時，留在家裡的⻑者或兒童，可以透
過體感監控裝置，再加上研發的「⾃動偵側跌倒動作」的雲端服務，配
合下載⼿機的App程式，⻑者或兒童萬⼀跌倒，就以⼿機簡訊通知。

交⼤電機系副教授溫宏斌指出，這項研究除了可運⽤在居家照護的安
全，也適合⽤於醫院中，偵測病⼈是否跌倒，⽬前已與醫院洽談合作。

溫宏斌表⽰，如果在病房中安裝攝影機，除了涉及隱私問題，也因畫⾯
很多，第⼀時間不容易發現。⽬前研發的系統拍下只是⼈體的⾻架，可
保護隱私。

溫宏斌說，這項研發未來如果要實際運⽤在醫院中，會改良通知系統，
例如有⼈跌倒時畫⾯會跳出來，讓監看者得到通知。

[聯合報| Top

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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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教學助理遴選
教學發展中⼼於9⽉6⽇召開審查會議，共計遴選出20名傑出教學助理獎及31名優良教學助理獎，並將於10⽉4⽇「TA教
學⼯作坊」中進⾏頒獎。

[教務處] | Top

TA教學⼯作坊
教學發展中⼼於10⽉4⽇10:00~11:30假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舉⾏，活動除頒發101學年度傑出及優良教學助理獎
外，亦邀請兩位績優助教進⾏經驗分享，詳情請⾒教學發展中⼼網站http://ctld.nctu.edu.tw/。

[教務處] | Top

102學年度第1學期選課注意事項
1.【新⽣初選（包含︓舊⽣選課）】︓9/9 上午09︓00-9/12 晚上24︓00
（1）加選(⼀般課程) →⾺上可以「確認選課狀況」（已選）。
（2）若登記(有⼈數限制課程) →待此階段結束後亂數分發（已登記）→學⽣於9/13(五)再上網「確認選課狀況」（已
選）。
註︓若同學功課表中沒有出現之前已登記的課程，表⽰沒分發上。請再加選或登記其他⾨課程或填寫書⾯「網路加退選處
理表」。

2.【開學後加退選】︓9/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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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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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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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請同學們務必於選課截⽌(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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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開學第三週（9/30-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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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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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4⽇(五)下午5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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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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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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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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2學年度第1學期課務相關⽇期，請參考︓

⽇期 辦理事項 說明

102年 
9⽉9-12⽇

 

新⽣選課

 

9⽉13⽇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臨時點名單」  

9⽉16⽇ 上課開始  

9⽉16~27⽇ ☆學⽣加退選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輔導學⽣選課

 

9⽉27⽇ 學⽣⾄選課系統-確認選課狀況  

9⽉30-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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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正式點名單」  

11⽉1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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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1⽉1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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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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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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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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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請減少課程停開或異動
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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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導師時間課程
10⽉2⽇導師時間課程「求職防騙話劇」︓1111⼈⼒銀⾏演出求職防騙話劇，歡迎全校教職員⽣觀賞。

10⽉9⽇導師時間課程「願景⼯程－為⻘年尋路論壇」︓邀請企業家及⻘年代表，分享⻘年世代⾯對未來的競爭⼒，歡迎
全校教職員⽣聽講。

[學務處] | Top

2013研發替代役--役諾千⾦
今年的研替制度和往年相⽐有何差異︖各家企業徵才情形⼜是如何︖
2013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即將開跑，除公司說明會外，今年⾸次辦理專屬企業⽇及研替就博會，歡迎研究所同學踴躍參
加，掌握先機。
1. 專屬企業⽇(9⽉份)

企業⽇ 時間 地點

聯發科⽇9/23(⼀) 12:20-13:10 浩然B1國際會議廳

台積⽇ 9/25(三)17:00~19:30 電資⼤樓國際會議廳

2. 9/30(⼀)18:30-21:20內政部役政署-研發替代役校園制度宣導說明會
3. 公司說明會場次 地點︓中正堂/浩然國際會議廳/交映樓/電資中⼼

時間 09/30 10/01 10/02 10/03 10/04

12:20~13:10 環鴻科技 華碩電腦 宏碁 慧榮科技 專屬企業⽇

18:30~19:20

內政部役政署--制度說明會

建興電⼦ 創意電⼦ 晨星半導體 x

19:30~20:20 台達電⼦ 衡宇科技 原相科技 x

20:30~21:20 新⽇光能源 明泰科技 隆達電⼦ x

時間 10/07 10/08 10/09 10/10 10/11

12:20~13:10 GARMIN 松翰科技 普安科技

雙 
⼗ 
國 
慶

專屬企業⽇

18:30~19:20 盟創科技 智原科技 晶電 x

19:30~20:20 凌陽科技 智易科技 丕⽂科技 x

20:30~21:20 履歷/⾯試講座 ⼤⽴光電 世界先進 x

時間 10/14 10/15 10/16 10/17 10/18

12:20~13:10 ⽇⽉光集團 研華科技 義隆電⼦ 廣達電腦 專屬企業⽇

18:30~19:20 鈊象電⼦ 頎邦科技 訊連 瑞昱半導體 x

19:30~20:20 友達光電 欣興電⼦ MOXA 緯創資通 x

20:30~21:20 鴻海 HTC 奇景光電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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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動資訊請上活動官網查詢https://openhouse.nctu.edu.tw/。

[學務處] | Top

海外徵才-上海艾杰飞飞招募講座
9/24(⼆)12:20-14:20(包含90分鐘筆試)
地點︓電資⼤樓國際會議廳
請攜帶中英⽂履歷，當場投遞，前30名到場同學將可免費得到午餐⼀份喔。

[學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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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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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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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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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ower Consultancy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Management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12/31

億霈科技 【AA】學⽣實習-實習專案助理 Administration Assistant 臺北市 2014/12/31

億霈科技 【MA】學⽣實習-(⽇⽂)實習⾏銷助理Marketing Assistant 臺北市 2014/12/31

億霈科技 【RA】學⽣實習-研發助理⼯程師 Research Assistant 臺北市 2014/12/31

億霈科技 【MA】學⽣實習-實習⾏銷助理 Marketing Assistant 臺北市 2014/12/31

資利通設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軟體開發者 | Software Engineer 新⽵縣市 2014/4/1

★兼職⼯讀★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環宇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節⽬製作助理 新⽵縣市 2013/12/31

新代科技 ⾏政⼯讀⽣ 新⽵縣市 2013/10/1

羅技電⼦股份有限公司 兼差⼯讀⽣ (可配合學⽣上課時間) 新⽵縣市 2013/12/31

國家衛⽣研究院 國科會計畫兼職助理 苗栗縣 2014/12/31

福⼜達⽣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賣場展銷⼈員 新⽵縣市 2013/12/31

⼯業技術研究院 ⼯研院機械所 新⽵縣市 2013/12/31

悠良⽂教 國中數理輔導⽼師 苗栗縣 2014/12/31

財團法⼈⾃強⼯業科學基⾦會 兼職研究助理 新⽵縣市 2013/10/30

新鈦科技(股)公司 ⼯讀⽣ 新⽵縣市 2013/11/30

就輔組(代po) 「新⽵縣智慧⽣活體驗館」徵⼯讀⽣ 新⽵縣市 2013/9/30

晶相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讀⽣(兼職) 新⽵縣市 2013/10/1

教育部⻘年發展署 RICH⼯讀計畫 臺北市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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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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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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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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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3/1

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程師(派駐⼤陸) 廣東省 20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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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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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1/18

Fourth Valley Concierge ⽇商旭化成產品企劃銷售 東北亞 2013/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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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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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映企業有限公司 機械設計⼯程師 東南亞 2013/9/30

技映企業有限公司 電氣設計⼯程師 東南亞 2013/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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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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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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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ower Consultancy Mandarin Oriental Hotel Management Trainee - F&B 東南亞 2014/12/31

★家教★

案件名稱 科⽬細類 學⽣⾝分 家教地點 截⽌⽇期

國⼀~國三(理化) 理化 國中 湖⼝鄉 2013/9/30

國⼀~國三(數學) 數學 國中 湖⼝鄉 2013/9/30

★最新徵才機構★

類型
徵才機構名稱

⼟⽊建築 志東營造有限公司

休旅餐飲 雄獅旅⾏社股份有限公司

⾦融不動產 ⽟⼭銀⾏

軟體設 ⿍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廣電影視 環宇廣播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電影視 巴雀藝術有限公司新⽵營運處

半導體業 KLA-Tencor_美商科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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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Family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300&ANO=25547&CMID=1049&JMID=1072


其他 財團法⼈⾦屬⼯業研究發展中⼼

其他 財團法⼈語⾔訓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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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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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請進⼊國科會網⾴以「研究⼈員」⾝分登⼊上線作業，並請於102年1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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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利益迴避聲明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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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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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另附評價⽂件、勞保、健
保、學經歷、專⻑及C032A等資料(或承諾書)暨校內核可之簽呈影本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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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國科會網站查詢下載（網址︓http://web1.nsc.gov.tw/lp.aspx?
CtNode=1134&CtUnit=658&BaseDSD=5&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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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3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公開徵求研究計畫書
⼀、 本次計畫徵求共計20項研究重點，因每⼀研究重點，同⼀機構以1標為限，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2年9⽉18⽇前先告
知計畫業務組，倘同⼀研究重點有意投標件數超過(含)2件時，將洽各申請教師所屬單位共同協調推舉計畫主持⼈提出申
請。
⼆、 請計畫主持⼈所屬單位於102年9⽉27⽇前備妥請印單、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1份、招標投標及契約⽂件⼀式2份、計
畫書⼀式10份(含電⼦檔)、計畫基本資料表1份(含電⼦檔)及投標⽂件查檢表等資料(以下簡稱全份投標⽂件)，會辦相關單
位後再將全份投標⽂件送計畫業務組。
三、 屆時若投標案件數為1件，請主持⼈所屬單位辦理後續投標事宜，若為2件以上，將由計畫業務組彙辦，請辦理投標
單位於102年9⽉30⽇前備妥函稿、計畫申請名冊併同全份投標⽂件，會辦相關單位後於限期（102年10⽉2⽇下午5時）
前裝⼊外封(箱)送達該署辦理投標事宜。
四、 計畫需求說明書請⾃⾏上網查詢下載(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學術研究/科技研究計畫申請作業)。

[研發處] | Top

環保署辦理「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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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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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關申請⽂件等，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2年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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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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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與經濟部⽔利署103年度國家重要濕地保育⾏動計畫補助作業規定
⼀、 請有意申請計畫教師逕向補助標的物(共61處)所在直轄市、縣(市)政府洽詢應備⽂件、受理截⽌⽇期及作業⽅式，以
利該單位於102年11⽉1⽇前彙送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辦理申請。
⼆、 本申請補助作業規定可供下載網址如下︓
(⼀) 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網站http://www.tcd.gov.tw。
(⼆) 國家重要濕地保育計畫網站http://wetland-tw.tcd.gov.tw/WetLandWeb/index.php。

[研發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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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舉薦102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
本校將推選102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依作業辦法，需先請各⽅碩彥舉薦候選⼈，再⾏後續之選薦程序。
倘蒙 惠賜舉薦，敬請於102年10⽉15⽇前，將舉薦書及相關資料，寄送秘書室或E-mail: sec@cc.nctu.edu.tw。
相關資料請上網下載︓
1. 舉薦書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308000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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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0/files/20130800036/rule.pdf
3. 名譽博⼠及傑出校友名錄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30800036/list.pdf
※ 聯絡⼈︓秘書室邱美玲⼩姐 (分機︓31505)

[總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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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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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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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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眼鏡⾏ 眼鏡清潔調整

劉家蔬菜 當季蔬菜

敏傑 吸⽔⽑⼱、記憶枕、精油

17號草堂 ⼿⼯⼤餅

樸鈺 客家養⽣蛋糕

浩恩 防⽔包包

⾦瑞發 寢具、棉被

⾦瑞發 寢具、棉被

襪襪⼯坊 襪⼦ (造型)

宜⼒ 乳酸菌、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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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控 產壽險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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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N4⾏家講堂】4場精彩活動10⽉起輪番登場︕歡迎報名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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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主題︓ 【TRON4⾏家講堂】4場精彩活動10⽉起輪番登場︕歡迎報名
活動時間︓ 2013-10-01
活動地點︓ 交⼤浩然圖書館
活動摘要︓ 第三回TRON4⼜來了︕

3場精彩創業演講／1場潛能開發創業⼯作坊．．．10⽉起輪番上陣
號召有創業念頭的你，或是想要了解創業是什麼的你，⼀起來玩
報名全⾯啟動中，名額有限額滿為⽌，卡位要快啦︕

【TRON4⾏家講堂】報名網址及詳細介紹︓http://aic.nctu.edu.tw
NCTU創新創業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NCTUvipec

[創業育成中⼼] | Top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
時間︓2013/10/7（⼀） 15︓30~17︓2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失落與哀悼的異鄉旅⾏︓柳宗元《永州⼋記》與奧芬巴哈《霍夫曼的故事》
主講⼈︓鄭聖勳(重慶⼤學⼈⽂社會科學⾼等研究院訪問學者、蜃樓出版社總編輯)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組]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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