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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哈職網】最新職缺消息
學務處⽣輔組舉辦102學年度「各項助學措施」說明會
「德桃清寒獎學⾦」提供給需要幫助的您︕
各項校外獎學⾦訊息，請上獎學⾦網站查詢

研發訊息
「2013通訊⼤賽-智慧型⼿機⼿持裝置使⽤者體驗設計競賽」訊息公告
「⾼雄市市政建設學位論⽂獎補助辦法」獎助訊息公告
國科會「博⼠後研究⼈員學術著作獎」申請作業訊息
國科會「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聯盟）」受理申請
國科會103年度「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申請案受理申請
國科會徵求「2014-2015年度台英(NSC-RS)雙邊科技合作⼈員交流計畫」
國科會104年度「博⼠⽣赴國外研究」(千⾥⾺計畫)⾃明(103)年6⽉1⽇起受理線上申請
教育部辦理補助「現代公⺠核⼼能⼒課程計畫」102學年度第2學期計畫申請
臺南市政府⽂化局「102年⽂創設計產學媒合補助計畫」受理申請

秘書室訊息
請舉薦102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

其他單位
員⽣社
9⽉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交⼤新聞

校園新聞

⾏政單位

教務訊息
學務訊息
研發訊息
秘書室訊息

其他單位

員⽣社

校園刊物

浩然新鮮報
傳科喀報
超薄型⽉刊
政⼤⼤學報

前期回顧

146期

2013-09-05 第147期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109/index.html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
http://castnet.nctu.edu.tw/
http://ctld.nctu.edu.tw/epaper.aspx
http://uonlineblog.blogspot.com/


黃郁雯（右三）參與創業選秀會

吳毅成教授(左起)、魏廷翰(行動六號作者之一)、大會主

席海瑞克教授(Prof. Herik)

國際⻘年創業領袖計畫 交⼤四學⼦獲赴美參訪⾨票
交通⼤學外⽂04級吳⽂祺、電機03級⿈郁雯、機械02級(今年畢業)吳
勝智、03級廖婷儀參與2013國際⻘年創業領袖計畫(YEF)創業競賽，從
書⾯審查、創業計畫簡報、企業個案研究到英⽂⼝試，經過嚴格篩選、
通過層層考驗，擊敗近千名參賽者，取得參訪⾨票，將於九⽉以台灣代
表⾝份前往矽⾕知名企業與創投中⼼參訪，並且到哈佛⼤學、史丹佛⼤
學、⿇省理⼯學院、柏克萊⼤學等校參觀交流。

從書⾯審查、網路組隊、創業構想發表、企業個案研究到英⽂⼝試，⻑
達六個⽉的競賽關關都有難度。⿈郁雯表⽰，有別於⼀般履歷注重校內
成績和社團經歷，競賽履歷審查重視國際性與全國性的活動與志⼯經
驗，期許參賽學⽣的⽣活圈與視野並不侷限在校內︔再藉由⾃傳、中英

⽂情境題測驗以及哈佛開放式課程EDX觀後感，測驗學⽣的態度、經驗和能⼒，最後只有20-25%的參賽者能繼續下⼀階
段。第⼆道關卡︓網路組隊，每⼀隊需要有⼗⼀位組員、且來⾃同校同系所的成員不能超過兩位，每位參賽者要⾃我推
薦、努⼒在期限內組成隊伍，組隊過程中，許多⼈會主動邀約聚會，並且帶著⾃⼰的名⽚向其他百名參賽者推薦⾃⼰、讓
別⼈認識⾃⼰，⽽期限到，未組成隊伍的參賽者只能被淘汰。

組成隊伍後真正的考驗才剛開始，來⾃台灣各地的成員需克服距離問題，把握相聚時間規劃創業構想，避免與他組撞題的
同時不斷修正、加強，從技術可⾏性、供應鏈管理、市場分析到財報規劃都需⾯⾯俱到，歷經四個多⽉的努⼒，完成⼀份
完整的創業計畫書。計畫書⾯經審查合格後才能進⼊下⼀關︓創業選秀會，團隊親⾃向台下企業家與創投顧問發表創業內
容，經過篩選後只有⼀半的隊伍被選擇留下，進⼊最後⼀關的企業個案研究以及實際參與創業課程研習會。⿈郁雯說，在
個案研究階段會重新組隊，這是執⾏⼒與效率的考驗，學習在短時間內與剛認識的隊友合作完成企業參訪、深⼊個案剖析
等，並在兩周後的研習會上台發表，過程相當緊湊。最後，競賽會以英⽂⼝試為⾨檻，通過⼝試並且個⼈分數排名在前的
學⽣，才正式取得參訪創業聖地的⾨票。

僅2%獲選代表

⻑達半年的篩選過程，從近千⼈報名到最後僅有⼗七⼈獲得代表資格，百分之⼆的機會證明⼊選者都是菁英中的菁英。競
賽過程讓參賽者學習如何在眾多⼈當中推銷⾃⼰並且脫穎⽽出︔⽽從無到有的創業計畫，要細⼼規劃、安排並且設想所有
可能性也讓學⼦獲益良多。

⿈郁雯說，團隊有來⾃不同科系領域的組員，能夠從不同的⾓度分析同件事情，許多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組員，其國際觀
與開闊眼界也讓⼈⼗分佩服，讓⾃⼰吸收許多新的想法與觀念，「過程雖然困難重重，競賽時間也很漫⻑，但每個學員都
有很⼤的收穫。」

交通⼤學今年度也開始提倡參與國際⻘年創業領袖計畫，提供參與計畫的學⽣2⾄3學分認證，⿎勵年輕學⼦勇敢追夢，實
踐創業想法，在學⽣⽣活中為理想鋪路、找到通往⽣涯願景的⾦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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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奧林匹亞電腦賽局競賽 交⼤5⾦2銀創新紀錄
⽇本橫濱慶應義塾⼤學(Keio University)於⼋⽉中旬舉辦國際奧林匹亞
電腦賽局競賽暨會議，交通⼤學資訊⼯程系吳毅成教授帶領學⽣團隊獲
得5⾦2銀獎牌，創競賽記錄佳績︔⾦牌獎包含六⼦棋、禁圍棋
(NoGo)、Nonogram、暗棋、⿇將，禁圍棋、象棋獲銀牌獎，吳毅成教
授在會議中發表的論⽂也獲選最佳論⽂獎。

吳毅成教授是六⼦棋發明⼈，2005年公開發表六⼦棋後，開始發展六⼦
棋程式「交⼤六號」，並獲2006及2008年奧林匹亞電腦賽局冠軍。去
年開始在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下，吳毅成教授發展⼿機、平板電腦六⼦
棋程式，將「交⼤六號」⼤幅改寫並濃縮到平板電腦上成為「⾏動六
號」，讓記憶體使⽤率從數百Mbytes濃縮到僅能使⽤1到2Mbytes，計
算速度慢了近10倍。吳毅成教授表⽰，在速度減慢及記憶體不⾜的情況

下，⽐賽前⼀周他仍在考慮是否參賽，沒想到「⾏動六號」仍獲得第⼀名，「這表⽰我們仍然⼤幅領先其他團隊，對未來
在⼿機及平板電腦上推廣六⼦棋更具信⼼︕」

⽽禁圍棋(NoGo)、Nonogram、暗棋、⿇將項⽬，都是⾸次參加國際奧林匹亞電腦賽局競賽即獲冠軍。禁圍棋(NoGo)是
2011年組合對局會議(BIRS)提出來的遊戲，規則與圍棋幾乎相同，除了反過來吃⼦判敗以及無⼦可下判敗。團隊程式
「HappyNoGo」⾸次參賽即橫掃所有參賽程式獲得冠軍，另⼀⽀僅⽤單核⼼的程式也獲得亞軍，顯⽰團隊研發的程式在
世界已具相當領先地位。

在Nonogram⽅⾯，吳毅成教授已發表相關論⽂，所研發程式「LalaFrogKK」是⽬前全世界解Nonogram最快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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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aFrogKK名稱來⾃三位主要程式發展者的綽號，分別是Lala(陳⼲越)、Frog(郭⻘樺)、KK(康皓華)。康皓華同時也是此
次會議最佳論⽂獎之最主要貢獻者。

暗棋是東⽅棋類遊戲，今年也吸引來⾃法國等10隊隊伍參賽，博⼠⽣曾汶傑所寫的程式「DarkNight」以沒有敗場的佳績
勇奪冠軍，顯現程式精確度⾼。⿇將則是今年⾸次舉辦的項⽬，同樣由交⼤團隊取得優勝。

吳毅成教授表⽰，團隊能獲得此佳績，除了對各種技術都有深⼊了解，最重要的是擁有通⽤型遊戲軟體發展平台，可協助
簡化軟體的處理及除錯等⼯作，讓遊戲發展者專注在⼈⼯智慧技術問題上，這是由學⽣劉浩雲、康皓華、廖挺富發展出。
同時，平台可接上雲端或網格系統，⽤於加速處理及分析開局庫，未來將透過此平台發展其他賽局程式。

被喻為「電腦象棋之⽗」的前台⼤許舜欽教授表⽰，吳毅成教授團隊獲得此佳績，代表台灣在電腦對局的研究已達國際⼀
流⽔準並具領先地位，期望未來為台灣發展更多更強的程式與⼈類棋王相抗衡。

[秘書室| Top

教學有新意 培養教育軟實⼒
曾有研究指出，充分的教學準備、科學的教學⽅式、教學邏輯清晰、富
有教學熱情、激勵學⽣以及建⽴和諧融洽的師⽣關系，是組成有效教學
的因素。也因如此，在現今⼤學教育裡，不少⽼師採⾏有別傳統的「⽼
師講、學⽣聽」的教學⽅式，加⼊了更多互動與體驗的元素，讓學⽣更
樂在學習。

在交通⼤學出版社出版的《教學有新意》⼀書裡，除了介紹多位教學卓
有成效的⽼師，分享傑出教學的⽤⼼與作為，更特別的是收錄交⼤近幾
年推動的新興教學⽅法，邀請多位⽼師分享⾃⼰的落實⼼得。其中包括
「開放式課程」、「做中學」、「服務學習」、「英語教學」、「碩博
班教學」及「網路輔助教學」等。

其中像是交⼤機械系吳宗信教授，帶領學⽣執⾏的探空⽕箭計劃，成功升空發射⾄⼋公⾥⾼度，創下全球單純由學術界研
發的探空⽕箭⾶⾏記錄，他在學校開設「⽕箭設計與實作」課程，讓學⽣分組實做，學習將抽象的理論應⽤在創造物品。
⽽光電系的余沛慈、鄒志偉副教授，則與系內教授⻑期帶領「光電未來式」的服務學習課程，讓學⽣參與校園電⼒的改善
專案，以及協助新⽵當地國⼩解決省電、省⽔與校園安全的需要。

知名EMBA名師朱博湧亦在該書分享，在⾯對⼤學部、碩⼠班及EMBA課程，都有其不同的教學⽅式，⽽在EMBA的課程會
結合業界⼈⼠的經驗分享、實務個案分析，藉此拓寬學⽣眼界及了解未來職場的⾯貌。⾄於新興的網路科技，也是現今教
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環，交⼤語⾔學習中⼼主任張靜芬副教授是以網路教學為主要研究領域，她除了運⽤交⼤e-Campus
網路教學平台協助教學管理，也⿎勵學⽣成⽴臉書社團，分組發表⽂章介紹各種主題，帶動相關討論，讓實體課程與網路
教學相輔相成，也有助拉近師⽣距離。

交⼤教務⻑林進燈提到，在每個⼈的求學⽣⽣涯裡，往往都被灌溉了各種「學」的⽅法，不過，卻似乎鮮少有⼈告訴我
們，該如何當個好⽼師。交⼤繼⼆年前出版《教學，不簡單》⼀書後，繼續推出《教學有新意》⼀書，希望從這些獨特⼜
充滿教學熱忱的故事裡，能在教師課堂影響⼒逐漸變⼩的時代，再次將教學熱情傳遞給更多教育者。

教學有新意:
http://press.nctu.edu.tw/press-tea/books/2-2.aspx?sn=186

[交⼤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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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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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新書推薦】《氣味拾光機》、《教學不簡單》
《氣味拾光機》－由傳科系102級學⽣蘇冠⼼、楊佳靜執筆，將⼤四畢業製作轉成動⼈的短篇⼩說，也將內灣阿婆野薑花
粽的起源、深坑臭⾖腐的家傳奮⾾、銅鑼樟腦業在現代社會的⽣存掙扎、新⽵⾹⼭⽟蘭花家族的情感…等，獻給所有曾經
在這份⼟地上⽣活與努⼒的⼈們。9⽉份兩場新書發表會︓9/6晚上8時誠品台⼤店三樓、9/24中午12時交⼤圖書館⼆
樓，邀請您前來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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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不簡單》－集結報導本校99-101學年度傑出教學獎獲獎教師的教學⼼得，同時收錄許多⽤⼼呈現的教學新作為，
包括做中學、開放式課程、服務學習、英語教學、碩博班教學及網路輔助教學等，透過⼈物專訪的⽅式，分享實施成果，
並提供給有⼼師法的新進⽼師們參考。

書籍詳介請⾄國⽴交通⼤學出版社網站︓http://press.nctu.edu.tw
或加⼊粉絲團︓https://www.facebook.com/nctu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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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出版社在華⽂朗讀節】台北華⼭、⾼雄駁⼆同步開展︕
第⼀屆華⽂朗讀節將於9/5⾄9/9在台北華⼭園區、⾼雄駁⼆藝術特區同步展出，交⼤、台⼤、政⼤、北藝⼤、中⼭等五所
國⽴⼤學出版社亦參與此次盛會，精選優質好書，於現場以單本九折、兩本⼋五折、三本七九折的優惠提供給讀者。

朗讀節現場並有多場名⼈朗讀活動，遠流、時報、天下⽂化、⼤塊、聯經等⼤型出版社及多家獨⽴出版，亦共襄盛舉。也
邀請交⼤師⽣撥冗參與。
活動時間︓9/5 14:00~20:30、9/6~9/9 9:3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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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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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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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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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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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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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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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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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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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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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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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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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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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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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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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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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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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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學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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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交通⼤學102學年度⼤學部「新⽣開學典禮」時程表 
集合時間︓102年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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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0︓50 50 校⻑致詞 校⻑ 中正堂

3 10︓50-11︓00 10 頒發優良服務學習獎 校⻑ 中正堂

4 11︓0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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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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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學部「新⽣家⻑座談會」時程表 
時間︓102年9⽉10⽇（星期⼆）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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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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國際⻑、研發⻑、各院院⻑、圖書館館⻑、資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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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會代表 
⼆、響應政府環保政策，請家⻑⾃備環保杯

國⽴交通⼤學102學年度⼤學部「新⽣⼊學輔導」時程表(⼀)
集合時間︓102年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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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0-13︓30 10 社團表演 課外組 中正堂

2 13︓30-13︓40 10 校歌練唱 友聲合唱團 中正堂

3 13︓40-13︓50 10 節能宣導 總務處 中正堂

4 13︓50-14︓05 15 性別! Win Win 性平會 中正堂

5 14︓05-14︓20 15 Let's  COKE︕ 服務學習中⼼ 中正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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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4︓50-15︓00 10 學聯會簡介 學聯會會⻑ 中正堂

8 15︓00-15︓20 20 做個傑出的交⼤⼈ 校友會執⾏⻑ 中正堂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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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5︓40-15︓50 10 兵役緩徵（召）作業說明 軍訓室 中正堂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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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16︓20-17︓20 60 交通安全教育 ⼭葉機⾞
中正堂、 
室外廣場

國⽴交通⼤學102學年度⼤學部「新⽣⼊學輔導」時程表(⼆)
集合時間︓102年9⽉11⽇（星期三）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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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0-08︓00 20 集合、引導就位 各系教官 中正堂

2 08︓00-08︓10 10 交⼤印象─校園短⽚播放 軍訓室 中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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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8︓10-08︓20 10 ⽵⾵輕颺─校園⽣活新⾴ 學務⻑ 中正堂

4
08︓20-08︓30
08︓30-08︓40
08︓40-08︓5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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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0-09︓10 20 ⼼靈補給站 諮商中⼼主任 中正堂

 09︓10-09︓30 20 MTV播放（Fun輕鬆） 軍訓室 中正堂

6 09︓30-09︓45 15 台灣聯合⼤學系統與我們 台聯⼤副校⻑ 中正堂

7 09︓45-10︓00 15 如何開創快樂的學習⽣涯 教務⻑ 中正堂

8 10︓00-10︓15 15 校園環境簡介 總務⻑ 中正堂

9 10︓15-10︓30 15 國際交流與⻘春夢想 國際⻑ 中正堂

10 10︓30-10︓40 10 社團簡介 課外組組⻑ 中正堂

 10︓40-11︓00 20 休息  中正堂

11 11︓00-11︓20 20 智權保護與推廣 研發⻑ 中正堂

12 11︓20-11︓40 20 有圖書館真好︕   圖書館館⻑ 中正堂

13 11︓4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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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3︓20 80 休息   

14 13︓20-13︓30 10 社團表演 課外組 中正堂

15 13︓30-13︓50 20 好動份⼦最健康 體育室主任 中正堂

16 13︓50-14︓05 15 藝⽂饗宴-交⼤藝⽂⽣活 藝⽂中⼼主任 中正堂

17 14︓05-14︓20 15 愛瘋外語在交⼤ 語⾔中⼼主任 中正堂

18 14︓20-14︓40 20 通識的理念與實踐 通識中⼼主任 中正堂

 14︓40-15︓00 20 MTV播放（Fun輕鬆） 軍訓室 中正堂

19 15︓00-15︓20 20 快樂安全的校園⽣活 軍訓室主任 中正堂

20 15︓20-16︓00 40 留意看不⾒的敵⼈-防詐騙宣導 新⽵市警察局 中正堂

 16︓00-16︓20 20 休息  中正堂

21 16︓20-17︓30 70 消防安全講習與演練 新⽵市消防局 中正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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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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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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企業投資⼈才實習計畫[部分說明修正] 臺南市 201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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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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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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作★

系所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電機學院 ⽣醫⼯程研究所實驗室博⼠後研究 新⽵縣市 2013/12/31

電機學院 ⽣醫⼯程研究所實驗室研究助理 新⽵縣市 201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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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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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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數學家教(⼩五) 數學 國⼩ 新⽵市 2013/9/16

★最新徵才機構★

類型
徵才機構名稱

⼈資公關 Fourth Valley Concierge

⼈資公關 雲獅國際有限公司

⼟⽊建築 ⾦億全營造有限公司

⼟⽊建築 四海⼯程顧問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晶相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半導體業 英屬維京群島商輝達維京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半導體業 致茂電⼦

⽣技醫療 福⼜達⽣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歐科⽣醫股份有限公司

企管顧問 藝珂⼈事顧問公司

印刷出版 五楠圖書⽤品股份有限公司

各級學校 國⽴清華⼤學外語系楊梵孛⽼師研究室

批發零售 台灣萊雅

其他製造 翔鑫堡⼯業股份有限公司

⾦融不動產 政⼤地產有限公司

⾦屬製造 速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機構 國家衛⽣研究院

消費電⼦ 捷普集團Jabil Green Point綠點⾼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軟體設計 艾僑國際

補習教育 悠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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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電信 台灣⼤哥⼤股份有限公司

儀器設備 新代科技

儀器設備 全利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政府相關 國⽴傳統藝術中⼼

查詢更多求職資訊，歡迎連結《交⼤哈職網》http://ejob.nctu.edu.tw/

[學務處] | Top

學務處⽣輔組舉辦102學年度「各項助學措施」說明會
學務處⽣輔組為協助經濟弱勢與家⻑⾮⾃願性失業之學⽣，免於失學的困境，擬於9⽉10⽇（週⼆）19︓00，假資訊館2
樓國際會議廳（資訊技術服務中⼼）舉辦「各項助學措施」說明會，請踴躍參加。

[學務處] | Top

「德桃清寒獎學⾦」提供給需要幫助的您︕
本校校友葉南宏學⻑（瑞昱半導體董事⻑），為嘉勉本校家境清寒之優秀學⽣努⼒向學，特設⽴「德桃清寒獎學⾦」，提
供每學年⼗名︔每名獎助新台幣伍萬元，協助家境清寒或突遭變故致家中經濟陷⼊困境者之學⼠班在學學⽣，以⼀年級新
⽣⼊學成績優秀者優先，即⽇起⾄102年10⽉17⽇⽌受理申請，申請詳情請⾒⽣輔組獎學⾦申請系統。
(http://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1726)

[學務處] | Top

各項校外獎學⾦訊息，請上獎學⾦網站查查詢
102學年度第1學期校外各項獎助學⾦，⾃即⽇起受理申請，相關獎學⾦訊息已公告於⽣輔組獎學⾦系統網⾴中，⽬前已有
90餘項獎助學⾦開放申請中，將依據來⽂陸續公告，歡迎各位同學踴躍查詢申
請。(http://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

[學務處] | Top

「2013通訊⼤賽-智慧型⼿機⼿持裝置使⽤者體驗設計競賽」訊息公告
經濟部⼯業局為提昇台灣無線通訊產業之研發能量，特舉辦「2013通訊⼤賽-智慧型⼿機⼿持裝置使⽤者體驗設計競
賽」，本次競賽以使⽤者體驗⾓度出發，分為「智慧終端實作組(Android & Win 8)」及「使⽤者體驗設計組」，並增列
軟硬體整合應⽤獎及企業特別獎，⿎勵更多具創新性及新穎性的作品參賽，敬請於102年9⽉12⽇中午前，逕⾏⾄線上報
名，訊息請參閱網址︓http://www.mobilehero.com/index1.asp。

[研發處] | Top

「⾼雄市市政建設學位論⽂獎補助辦法」獎助訊息公告
⾼雄市政府為⿎勵國內⼤學校院研究所研究⽣撰寫⾼雄市市政建設或政策相關研究之學位論⽂，提供具體、深⼊之專業研
究成果及建議，供⾼雄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擬訂相關政策及執⾏參考，特訂定「⾼雄市市政建設學位論⽂獎補助辦法」，
⾃即⽇起⾄102年9⽉30⽇⽌受理申請，獎助辦法及相關申請表格，請⾄⾼雄市府研考會網站
（http://rdec.kcg.gov.tw/laws/laws01.php）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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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博⼠後研究⼈員學術著作獎」申請作業訊息
⼀、 國科會「博⼠後研究⼈員學術著作獎」申請作業⾃即⽇起⾄102年10⽉8⽇(星期⼆)下午5時前受理線上申請，線上
申請⽂件不全、逾期未完成線上作業或未送達者，恕不予受理。。
⼆、 申請⼈資格︓年齡在三⼗六歲以下(以申請截⽌⽇102年10⽉8⽇計算)且現職為申請機構內任職⼀年以上之博⼠後研
究⼈員。⼥性申請⼈檢附曾有⽣育事實之證明⽂件者，每⽣育⼀胎得延⻑⼆歲。
三、 本申請案採線上申辦⽅式，申請⼈務必⾄國科會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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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下詳閱各項規定（網址︓http://web1.n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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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聯盟）」受理申請
⼀、 本計畫之計畫主持⼈及共同主持⼈資格，需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計畫主持⼈於同⼀年
度內申請2件以上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者，應於計畫構想申請書及計畫申請書內列明本計畫為最優先順序。
⼆、 計畫徵求重點︓由企業籌組聯盟訂定研究議題，洽特定申請機構組成團隊進⾏研究，計畫構想書必須由申請機構提
出。本次構想書計畫內容規劃部分，新增「規劃關鍵專利(智財)布局」項⽬。
三、 計畫研究經費含國科會補助經費及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合作企業必須以現⾦⽀付⾄少占配合款40%(以⾃籌款⽀應)，
其餘配合款得申請經濟部部分補助。企業聯盟每年總配合款不得少於8,000萬元，總配合款應占總研究經費50%以上。主
導之合作企業配合款，每年應達5,000萬元以上，其他參與合作企業配合款，合計每年應達3,000萬元以上。
四、 本計畫屬國科會「產學案」計畫之數量管制範圍，專案核定通過後，將列為主持⼈執⾏之計畫件數，⽽共同主持⼈將
不計執⾏件數。
五、 有關合作企業配合款⽀付研究經費之管理費編列，請依「國⽴交通⼤學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收⽀要點」第2點第2款
規定，以經費總額之20%計算。
六、 請申請⼈於102年10⽉14⽇前將計畫構想書⼀式6份及光碟⽚交所屬單位備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2年10⽉18⽇
（星期五）下午5時前將資料送達國科會，逾期未送達者，國科會不予受理。
七、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試⾏要點」說明，構想書、申請書及要點可⾄國科會網⾴查
詢下載（網址︓http://web1.nsc.gov.tw/lp.aspx?CtNode=1662&CtUnit=730&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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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3年度「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申請案受理申請
⼀、 本案為補助國內學者擔任重要國際學術組織理事、監事或執⾏委員、國際學術期刊主編或副主編等重要學術職位，參
與相關學術活動所需之相關經費。前述所稱「擔任」重要學術職位，係指主持⼈須為現已擔任申請書內容所述重要國際學
術組織、國際學術期刊之重要學術職位，且其任期在國科會當年度公告之申請截⽌⽇之翌⽇起1年內不會到期結束。
⼆、 申請⼈之資格須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第⼀款規定。但借調⾄不符合上開作業要點第⼆點
規定之機構者，不得提出申請。
三、 請申請⼈⾄國科會⾸⾴「線上申辦登⼊」，⾝份選擇「研究⼈員(含學⽣)」後進⼊「學術研發服務網」，在「申辦項
⽬」選單下，點選「國際合作類」下的「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請填具各項申請資訊欄位，同時將中英⽂摘要、規
劃內容、成果及績效查核點預估表、主持⼈已擔任該國際學術組織、國際學術期刊重要學術職位及其任期起迄⽇期之相關
證明⽂件等各項申請⽂件以PDF檔上傳。並請於102年9⽉26⽇前由所屬單位列印已確認畫⾯及「國⽴交通⼤學申請國科
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各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四、 其他事項請詳參函⽂附件說明，本補助案作業要點、補充說明及相關資訊⽂件請⾄國科會國際合作處網⾴查詢下載
（網址︓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22785&ctNode=1212及http://www.nsc.gov.tw/int/ct.asp?
xItem=21387&ctNode=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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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2014-2015年度台英(NSC-RS)雙邊科技合作⼈員交流計畫」
⼀、 本計畫我⽅計畫主持⼈須具有博⼠學位且符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格。
⼆、 請申請⼈進⼊「研究⼈才個⼈網」，在「研究⼈才網線上申辦」項下點選「國際合作類」下的「雙邊研究計畫」，同
時將中⽂、英⽂研究計畫書、雙⽅參與⼈員英⽂履歷及近5年著作⽬錄等各項⽂件以PDF檔上傳⾄系統後送出。並請於102
年10⽉22⽇前由所屬單位列印已確認畫⾯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三、 合作之英⽅計畫主持⼈應同時向RS於渠之線上系統提出申請始成案，其申請截⽌⽇為英國時間2013年10⽉23⽇︔
英⽅公告網址為︓http://royalsociety.org/grants/schemes/international-exchanges/。
四、 另在英⽅計畫主持⼈完成案件遞送後，系統會從線上要求台、英合作機構之系所主管簽署電⼦同意信函並回傳後，英
⽅申請作業才算完成。倘我⽅或英⽅之系所主管未能於英⽅申請截⽌⽇後的5個⼯作天內（102年10⽉30⽇前）從其e-
GAP系統線上遞送機構同意書，亦視為資料不全，申請案將不予受理，請我⽅主持⼈特別注意此步驟之完成。
五、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及徵求說明，The Royal Society 說明、申請書及相關資訊請⾄國科會最新消息查詢（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540aa3ddef3a4efeb2f63c2d28454526&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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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4年度「博⼠⽣赴國外研究」(千⾥⾺計畫)⾃明(103)年6⽉1⽇起受理線
上申請
⼀、 國科會104年度「博⼠⽣赴國外研究」(千⾥⾺計畫)申請案，⾃明(103)年6⽉1⽇起受理申請，已將函⽂、網⾴下載
之作業要點與「外國語⽂能⼒鑑定證明」及本校另訂之「申請注意事項」等相關⽂件以公⽂系統電⼦佈告欄及E-mail通知
各系所中⼼轉知參辦，請⿎勵 貴單位博⼠⽣踴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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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p.aspx?CtNode=1662&CtUnit=730&BaseDSD=7&mp=1
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22785&ctNode=1212
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21387&ctNode=1213
http://royalsociety.org/grants/schemes/international-exchanges/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540aa3ddef3a4efeb2f63c2d28454526&ctunit=31&CtNode=42&mp=1


⼆、 申請104年度補助案之申請⼈，請依「補助博⼠⽣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103年申請者適⽤)規定辦理，103年度以
前核定之受補助⼈仍依照申請當年度公告之作業要點辦理。
三、 申請⽂件繳交「英⽂」能⼒鑑定證明者，需包含聽、說、讀、寫四項測驗成績，不得缺漏，欲提出申請之博⼠⽣請及
早準備，以免影響申請權益。
四、 本申請案申請程序如下︓
(⼀) 本案採線上申請，請合格之博⼠⽣於明(103)年6⽉1⽇起上線作業，上傳及列印外國語⽂能⼒鑑定證明(依申請當年
度之規定繳交)、國外研究機構或國外指導教授接受前往研究之同意函(信函出具⼈須簽名)、資格證明、推薦函(由申請⼈
通知推薦⼈於系統繳送)、⼤學、碩⼠及博⼠學程歷年成績單、國外研究計畫書、已發表之學術性著作等，並列印申請書合
併檔⾸⾴(研修基本資料表)，交系所審查資格條件後推薦辦理申請。
(⼆) 請系所檢⿑各項表件並上線列印申請名冊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於校內收件截⽌⽇(103年7⽉24⽇)前⼀併送計畫業
務組彙整備查及線上傳送申請，並辦理後續作業。
五、 本補助案之作業要點、應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請⾄國科會⾸⾴/關於國科會/處室網站/國際合作處/各類補助辦法/補助
博⼠⽣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103年申請者適⽤) (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22637&ctNode=1213)
查詢下載。線上申請作業請依國科會「申請⼈應注意事項及操作說明」等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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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現代公⺠核⼼能⼒課程計畫」102學年度第2學期計畫申請
⼀、 本案計畫每年受理申請2次，第1梯次申請期限為每年2⽉1⽇⾄3⽉31⽇⽌，受理上學期計畫之申請︔第2梯次申請期
限為每年8⽉15⽇起⾄10⽉15⽇⽌，受理下學期計畫之申請。本次受理102學年度第2學期計畫之申請。
⼆、 補助類型分以下3類︓
(⼀) A類︓課群發展，依課程類型分為2類︓第1類為「通識課群類」︔第2類為「跨領域課群類」。其中第2類「跨領域課
群類」規定同⼀學校申請以3種課群為限，學校並應建⽴初步篩選機制。請有意申請此類課群發展之教師告知所屬系所及
計畫業務組，屆時若全校申請該類課群超過3種以上，將進⾏校內協調作業。
(⼆) B類︓單⼀通識課程發展，由開設通識課程之教師提出申請。
(三) C類︓績優夥伴課群發展，由曾獲教育部「通識教育課程績優計畫」(不含績優團隊)或「現代公⺠核⼼能⼒課程績優
計畫」獎勵之教師，提出「績優指導計畫」，並搭配「夥伴課程計畫」，共同合作提出申請。
三、 有意申請102學年度第2學期計畫教師請於規定期限(102年10⽉15⽇)前完成線上申請，並於102年10⽉9⽇前備妥
請印單及計畫申請書⼀式5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限期102年10⽉15⽇前(郵戳為憑)寄⾄指定收件地點辦理申請。
四、 計畫之申請相關資訊及申請表件，請逕⾄教育部⼈⽂社會科學教育計畫⼊⼝網(http://hss.edu.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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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化局「102年⽂創設計產學媒合補助計畫」受理申請
⼀、 本計畫申請資格︓凡設⽴於臺灣之⼤專⽂創設計院系或附設機構，取得產業界同意，提出雙⽅議定合作同意書，即可
報名提案（結盟之產業界範圍限臺南市之產業業者皆可適⽤）。
⼆、 因計畫簡章內載有同⼀計畫，該局本年度以補助1次為原則︔同申請單位以提出1個提案為限。請有意申請教師告知
所屬系所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全校申請案超過1件以上，將進⾏校內協調作業。
三、 請申請計畫教師所屬單位於102年9⽉26⽇前備妥函稿、申請表（含計畫書）⼀式10份、提案者與產業界雙⽅議定合
作同意書、智慧財產權及相關責任聲明書、個⼈資料運⽤聲明暨同意書等，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2年9⽉30⽇前送達或寄
送(郵戳為憑)該局辦理申請。
四、 本案計畫簡章、申請表請參閱來函附件，或請⾄該局「⽂創PLUS」網站
(http://newculture.tncg.gov.tw/creativetainan/index.php)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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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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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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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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沛締絲 各種堅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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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洋 柚⼦⽪、⿔苓糕、黑橄欖  

益優國際 (股) 優格機器、粉 (紐⻄蘭進⼝)  

17號草堂 ⼿⼯⼤餅  

虹瑾 飾品、包包  

彩軒⾷品⾏ 蘭⾹⼦、鹹豬⾁  

⽟觀軒翡翠店 翡翠、寶⽯  

⽵⾹ ⽜樟芝、四物養⽣湯、元器休閒⾷品 (全素)  

御漢坊科技 漢⽅皂、洗臉、敷臉  

鄭家素粽 粽⼦、油飯、糯⽶腸 (素)  

啟榮 ⾬傘  

⼤⼈⼩時候 兒童服飾  

12
⽇

台灣頂尖 ⽵碳襪⼦、褲⼦  

劉家蔬菜 當季蔬菜  

施美 沐浴乳、清潔⽤品  

17號草堂 ⼿⼯⼤餅  

凰祥⼯作室 兒童⾙⽒⽛刷、蘆薈蜂膠⽛膏  

炘樂股份有限公司脫⽔薯條、蔬菜、⽔果、蜂蜜、咖啡 (幫助排便)  

舞⽶樂 杏仁脆⽚、酒釀黑棗  

新榮陽 氣墊鞋、排汗衫  

通迎 腳踏墊⽤品  

富邦⾦控 產壽險諮詢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巧味⼯廠 芝⿇糖、杏仁酥、南⽠⼦糖  

養⽣農場 福益軒餅乾、紅黑棗  

   

19⽇

中秋節 中秋節  

中秋節 中秋節  

中秋節 中秋節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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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