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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憑證報⽀⾏政流程
撙節開⽀及財產充分運⽤

藝⽂中⼼訊息
藝⽂中⼼︓2014交⼤藝術季《秋冬》藝⽂饗宴

其他單位
電⼦⼯程學系及電⼦研究所
交⼤電⼦系五⼗周年紀念特刊─電⼦書

交⼤應藝所Kickass團隊獲臺灣⾏動遊戲新⼈獎最佳原創獎
交通⼤學應⽤藝術研究所碩⼀吳克軍、邱梁鈞、李宜軒，參加2014年臺
灣⾏動遊戲新⼈獎，⾃25隊參賽團隊中脫穎⽽出，榮獲最佳原創獎及獎
⾦5萬元，同時獲得奇銳科技贊助的「Unity Pro 4」⼀年期帳號⼀組。

4⽇在台北南港展覽館展開的遊戲開發設計競賽，為全台⾸次連續42⼩
時不間斷的現場創作⼤賽，參賽團隊須在限時42⼩時內不斷電地拚速
度、尬技術，腦⼒激盪開發新遊戲。交⼤應藝所三位同學邀請三位世新
⼤學同學以Kickass為名組隊參加，結合軟體開發、美術設計與遊戲企劃
能⼒，現場抽取題⽬後在42⼩時內完成遊戲創作。

成員吳克軍表⽰，競賽依據抽選的主題設計⼀款全新遊戲，團隊很幸運地抽到「⼿舞⾜蹈」題型，以⼿機中配備的感測器
為技術基礎，讓玩家使⽤觸碰螢幕外的⽅式操控遊戲︔同時以V虛擬實境、Gyro陀螺儀及Compass羅盤做為核⼼技術，設
計出讓⼈⾝歷其境的「跑酷遊戲」，並使⽤今年Google I/O⼤會贈與的Cardboard遊玩，模糊虛擬與現實世界的界線，顛
覆過往⼿機遊戲之體驗，也為遊戲創造出更多可能性。

評審讚賞參賽隊伍實⼒堅強、創作能量驚⼈，其中⼿舞⾜蹈型是公認較難的題型，參賽者⾯對軟體開發、美術設計、遊戲
企劃挑戰，懂得化阻⼒為助⼒、讓整體統合並跳脫限制，掌握住致勝關鍵。交⼤應藝所團隊近期參與國內外競賽均獲好評
與佳績，以年輕⼈的熱情持續展現交⼤豐沛多元的設計創意。

2014臺灣⾏動遊戲新⼈獎由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主辦、中華⺠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執⾏，是國內⾸度結合遊戲趨勢論壇、遊
戲開發競賽及商務媒合洽談的活動︔活動邀請到亞太區、歐洲、美洲廠商參與遊戲商務媒合，尋找有意合作進軍國際市場
的遊戲廠商，也挖掘出「臺灣製造」的豐沛創新能⼒。

[秘書室| Top

交⼤與臺北市⽴聯合醫院共同培育⽣醫⼈才 提供多元之教學資源
為推動⽣醫科技研究及培育⽣醫科技⼈才，促進該領域之進步與發展，
國⽴交通⼤學12⽉18⽇與臺北市⽴聯合醫院進⾏簽約，使臺北市⽴聯合
醫院正式成為國⽴交通⼤學之教學醫院，更進⼀步引領醫療體系跨⼊學
界領域。

交通⼤學吳妍華校⻑表⽰，交⼤⽬前已與奇美醫院、義⼤醫院、⾺偕醫
院、中國醫藥⼤學附設醫院、台北醫學⼤學附設醫院、台⼤醫院新⽵分
院、桃園⻑庚紀念醫院、花蓮慈濟醫院及中⼭醫學⼤學附設醫院9家醫
療機構簽訂合作協議，在醫學科技研究、醫療儀器改進、居家照護元件

開發、智慧型仿⽣裝置開發及遠距醫療服務等項⽬皆有合作關係。今天很⾼興臺北市⽴聯合醫院也加⼊交⼤BioICT⾏列，
未來有助於提升雙⽅的教學研究品質、⼈才培育規劃，使學⼦能有更多元之教學資源，更寬廣的就業環境及機會，為未來
投⼊職場做接軌，也讓交⼤與北市⽴聯合醫院之優良師資有進⼀步深化交流之機會。

五⼗年前交通⼤學以博愛校區為基地展開半導體及資訊研究，帶領台灣跨⼊半導體資通訊產業，創造台灣奇蹟。近年來，
交⼤早已積極投⼊⽣醫研發，不僅已與10家醫療院所簽訂合作約定，在ICT跨⽣技領域⽅⾯投⼊的研發⾦額更⾼達數億
元。

雙⽅簽約儀式由交通⼤學吳妍華校⻑與臺北市⽴聯合醫院邱⽂祥總院⻑共同主持，期能提升院校雙⽅實質合作之機會，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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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兩院校同仁醫療技術與學術研究等多⽅之成⻑空間。

[秘書室| Top

科技也能製造浪漫，交⼤⽣⾃製搖滾聖誕樹
交通⼤學學務處與學聯會近⽇在校園內發起「微笑計劃」，特別選在12
⽉24⽇平安夜，由學聯會⾏銷部在浩然圖書館前廣場舉辦⾸場「聖誕
祭-光之舞曲」活動，現場展出⼀座⾼近5公尺，由8000顆LED燈泡組
成，可搭配⾳樂律動變換光影的搖滾聖誕樹，瞬間讓四周亮起繽紛的⾊
彩，為在場400多位交⼤師⽣帶來驚喜的⼤型聖誕樹⾳樂燈光表演。

本活動策畫者之⼀電機系吳哲宇同學表⽰，這棵聖誕樹的特別之處，在
於可以利⽤⾃⾏開發的程式來控制垂掛在聖誕樹上的燈飾，讓靈動的燈
光與⾳樂在節奏上巧妙結合，就像觀賞⼀場視覺與聽覺的雙重饗宴，聲
光效果毫不遜⾊︔相關測試影⽚⽇前也在網路上⼀⼣爆紅，許多外校學

⽣特地到校觀賞，網友們也紛紛表⽰想在⾃⼰學校架設⼀樣的聖誕樹，甚⾄希望設計者能夠提供技術轉移。

另外現場也準備100份福袋及免費熱飲，提供現場學⽣排隊領取，不到⼗分鐘就已全數發放完畢︔學聯會期望藉由舉辦
「微笑計劃」活動，傳達「每個⼈都能散播微笑，帶給他⼈歡樂與溫暖」的宗旨，拉近交⼤師⽣彼此的距離。

Proj.Smile 微笑企劃︓https://www.facebook.com/nctu.proj.smile
相關影⽚︓http://ppt.cc/TF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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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蓋感測器結合APP，交⼤「BREWER智慧釀造師」奪冠︕
聯發科與經濟部共同主辦的物聯網發明⼤賽「2014 Mobileheros聯發
科技穿戴式暨物聯網裝置競賽」，來⾃交通⼤學的團隊，由隊⻑張景
彥、隊員陳俞睿、⿈郁雯、楊燦豪組成，成員組成都是電機⼯程、電⼦
物理領域的學⽣，創作「智慧釀酒系統」奪得冠軍。聯發科新事業發展
本部總經理徐敬全表⽰，獲獎團隊表現傑出，作品完成度也很⾼，證明
台灣擁有許多優秀⼈才。

乍看之下跟⽇常⽣活中常⾒的瓶蓋沒兩樣，卻能⽤來在釀酒的過程中讓
⼈更⽅便︖交⼤電機學⽣發明的「BREWER智慧釀造師」，把瓶蓋裝上

感測器(Sensor)，配合專屬的⼿機應⽤程式（APP），可倒數計時釀造的時間，並即時監控瓶內的變化，不管是酒精濃
度、是否腐壞都能⽴即被檢測到，只要幾個簡易步驟，使⽤者輕輕鬆鬆能在家⾃⼰釀酒。然⽽，當初發想的動機來⾃團隊
中的陳俞睿，因為家中有⾃⾏釀造酒飲⽤的習慣，後來成為他們研究發想的契機，也因為他們認為現代科技穿戴式的裝置
越來越多，應該去突破現有的框架與別⼈的發明有著不同的觀察。

隊⻑張景彥則表⽰當初在選擇研究主題時，許多團隊內的提案都可以在國內外的募資平台看到，他們認為同樣的發明不需
要第⼆種。⽽⼀開始決定的⽅向有兩種，除了釀酒另外⼀個則是關於醫療點滴的設備發明，但後者因為在過程中有許多安
全規範需要被檢視，因此選擇開發了⽐較貼近⽣活的「智慧釀酒」的新藍海，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瓶蓋新科技，讓⼈們在
家中就可以喝到⾃⼰釀的酒，也讓⼈的⽣活變得更便利。

在發明這款「BREWER智慧釀造師」時，張景彥提到因為學⽣的資源有限，因此在研究的過程中⼀度想要放棄，不過團隊
在過程中有著確實的分⼯，張景彥⾝為隊⻑擔任統籌以及APP的程式撰寫︔陳俞睿則負責硬體、感測器⽅⾯的研究︔⿈郁
雯因為同時擁有電機以及⼯管領域的背景，因此在市場調查上有著更好的敏銳度︔楊燦豪則負責團隊內美術的部分。各⾃
發揮專⻑也讓他們在短短的五個⽉內，不但完成了產品的原型，連市場調查、⾏銷⽂宣都⼀併做好，產品的完成度極⾼，
也讓他們在此次的物聯網發明⼤賽奪得⾸獎。

未來也有機會在市場上看到這款「BREWER智慧釀造師」，團隊表⽰已經得到經濟部的⽀持，繼續研究這項發明，未來除
了量產之外也會上架到募資平台，期待⽇後這樣的新科技可以讓⼈類的⽣活更加精采豐富。

[秘書室| Top

交⼤劇場藝術⼯作坊成果發表會 個個戲精上⾝︕
交通⼤學⽇前在活動中⼼演藝廳完成了劇場藝術⼯作坊的演出，此次演出為台聯⼤系統駐校藝術家的合作，⽽本次合作的
藝術家為表演⼯作坊，策畫出⼀系列活動，除了有團⻑賴聲川、⾏政總監丁乃竺的講座、表演⼯作坊演出的《只有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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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最特別的活動則是本次與交通⼤學學⽣透過將近三個⽉的時間，每週
花三⼩時上課，以及課餘時間的排練，完成了表演⼯作坊的作品《亂⺠全
講》，以及節錄了《我們都是這樣⻑⼤的》中的《尋⽗》⽚段，還有眷村⼤
戲《寶島⼀村》中的《春天的回憶》，兩個⽚段中記錄著時代的情感。

《亂⺠全講》的故事描述臺灣政治的內耗空轉、⾃卑⼜⾃⼤的島國⼼態、渴
求希望⼜極度絕望，臺灣每個⼈都想逃離卻⼜深愛著這個島。表演⼯作坊指
導⽼師曾信裕表⽰︓「當初會選這個劇本，是希望帶著這群學⽣從表⾯的嬉
笑怒罵，讓他們和觀眾去感受⽂本底下的意涵。⽽我真正能教給他們的東

⻄，則是態度，對⾃⼰多認真，舞台上就多精彩。」

此次⼯作坊參與的⼈有19位，包括兩位外校⼈⼠，⽽裡頭⼤多都是沒有劇
場經驗的學⽣，其中應⽤化學系的楊婉伃表⽰︓「成果發表會在觀眾熱烈的
掌聲和燈光暗幕轉換下結束，從沒想過⾃⼰在畢業前還能站上舞台演戲，理
⼯的背景讓我很慶幸⾃⼰參加了表演⼯作坊的課程，除了認識了⼀群喜歡表
演的夥伴，也讓我更認識⾃⼰了。」從這次的成果發表會中，也可以看出交
通⼤學雖然是理⼯科氣息濃厚的學校，也可以將表演詮釋地相當精彩。

另外，也有在參加⼯作坊之前就有過劇場經驗的同學，像是資訊⼯程學系的
堯君翰同學則說︓「⽐起職業劇場，⼤家都是沒有舞台經驗的學⽣，的確有

很多事情需要⼀再的提醒跟教導。不過跟⼤家熱⾎地排戲排到快天亮感情才會好︕」⽽在此次也有外校的社會⼈⼠⼀起跟
同學參加演出，社會⼈⼠潘美玲表⽰︓「⾝為社會⼈⼠來來參加這次的⼯作坊，覺得好幸福︕有很好的資源、⽼師、設
備。跟⼤學⽣這群年輕⼈⼀起演出，也覺得⾃⼰年輕了起來︕」

透過本次的劇場藝術⼯作坊，不但讓交⼤的學⽣可以認識到戲劇這塊領域，透過演出的排練投⼊⾃⼰的⼼⼒，也讓觀眾們
看到交⼤學⽣不同凡響的⼀⾯。

[秘書室| Top

許⼀個陽光充⾜的冬天 交通⼤學Chalmers交換⽣Lucia獻唱
每年12⽉13⽇是瑞典黑夜最⻑的⽇⼦，這⼀天瑞典⼈會聚⾸⼀堂，祈盼
光明的歸來。與交通⼤學交換學⽣已經有⼗⼆年的瑞典查默斯⼤學
(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位學⽣19⽇換上⽩袍、⼿拿
蠟燭、詠唱詩歌，與交⼤⼈分享迎接光明、希望的Lucia(露⻄亞節)，並
期待擁有⼀個陽光充⾜的冬天。

露⻄亞⼥神⾝穿⽩袍、腰間繫著紅緞帶，頭戴著插有蠟燭的花冠，引領
⼀群穿⽩⾐、單⼿拿蠟燭的年輕男⼥⽣，從黑暗中慢慢現⾝，邊⾛邊吟
唱聖誕歌曲。北歐冬天由黑夜主宰，配有燭光桂冠的⽩⾐少⼥，詠唱呼

喚光明的詩歌，象徵為⼈們帶來光明、溫暖、祝福與希望。吟唱結束，瑞典學⽣與師⽣分享瑞典特⾊慶典點⼼、甜甜的番
紅花麵包享⽤，以傳統儀式與⾷物讓交⼤⼈體驗迎接光明的Lucia佳節。

NCTU × Chalmers
交通⼤學與查默爾⼤學⾃2002年起簽訂合作意願書後，在雙⽅校園內互設辦公室，並簽訂交換學⽣與雙聯學位合約，⾄今
已締結姊妹校12年，已有近300位學⽣到對⽅校園交換學習與⽣活，在奈⽶科技、光電與微電⼦皆有研究合作計畫，合作
關係緊密。

瑞典查默斯⼤學在交⼤辦公室(Chalmers International Taiwan Office)已成⽴11年︔交⼤在查默斯辦公室(NCTU
Europe)成⽴10年。兩處室都透過⽂化活動、雜誌出版、語⾔教學及⽇常交流⽅式宣傳⺟國，期盼提升雙⽅交流的機會。

查默爾⼤學位在瑞典⼯業製造中⼼的哥德堡，是瑞典最有名的理⼯⼤學之⼀，在地理與產業地位上與交⼤有許多相同處，
除了在教育與研究領域深耕，更與產業緊密合作，成為帶動國家產業發展的⽕⾞頭，也是國家培育領導⼈才的重要推⼿。

補充資料︓Lucia是瑞典很重要的節⽇，源⾃拉丁⽂Lux光明之意，他們認為12/13是黑夜最⻑的⼀天，Lucia即是慶祝最
⻑的黑夜即將結束，⽽光明即將到來。瑞典⼈也相信，好好慶祝Lucia，可以讓他們有個陽光充⾜的冬天。

[秘書室|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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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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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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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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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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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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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2學期 (⼆⽉⼊學) 碩博⼠班新⽣註冊⼊學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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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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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須知(舊⽣)
全校在校⽣註冊⼊學須知已公佈於註冊組最新消息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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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2學期本校學⽣⾄陽明⼤學跨校雙主修/輔系申請
1. 凡本校⼆年級⾄四年級學⼠班學⽣有意願⾄陽明⼤學加修性質不同學⼠學位為第⼆主修/輔系者，請於申請期限內，提
出申請。
2. 申請時間︓⾃即⽇起⾄104年01⽉23⽇⽌接受申請。。申請表及審查資格與標準，請⾄註冊組網⾴最新消息查詢，網
址︓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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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查作業」
⼀、 本學期將於103年12⽉24⽇⾄104年1⽉11⽇實施網路教學反應問卷，請同學務必要耐⼼、中肯、公平且公正的填
答。
⼆、 請勿擔⼼作答內容與學期成績有相關，問卷結果是下學期開學時才送出，且是不記名的，學校絕對會保護同學的權
益，將原始資料做最佳的保護。
三、 選課系統https://cos.adm.nct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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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2學期「初選時間」
103學年度第2學期的初選將於1⽉6-8⽇及1⽉13-15⽇進⾏。選課前，請同學先參考「課程時間表」→「選課使⽤說
明」https://cos.adm.nctu.edu.tw/Description/ 
及課務組⾸⾴之最新消息http//chc.nct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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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2⽇彈性放假
⼀、 ⾏政院⼈事⾏政總處公布--104年1⽉2⽇（周 五）調整為彈性放假⽇，本校於當⽇配合彈性放假。
⼆、 104年1⽉2⽇（周 五）有課程之教師，請⾃⾏安排補課或調課並轉知學⽣。課務組可協助安排借⽤教室，或請學⽣
逕⾄教室借⽤系統https://cos.adm.nctu.edu.tw/CRManage/，查詢空教室並借⽤。
三、 未來如遇類似的調整彈性放假，本校課程即依「國⽴交通⼤學因應政府⾏政機關紀念⽇及⺠俗節⽇ 假期調整之課程
處理通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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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務資訊】103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103學年度第2期學⽣選課時間訂於1⽉6-8⽇及1⽉1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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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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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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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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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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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景明信⽚全新上市︕聯服及華通書坊熱賣中︕
交⼤出版社於2015年發起「新⽂具復興運動」，希望運⽤交⼤特⾊、⻘年投⼊及在地製造，延伸閱讀的另種樂趣。
⾸波推出交⼤⾵景明信⽚，期盼珍藏交⼤動⼈記憶，分享給遠⽅友⼈。

明信⽚共四款，分別是︓
⽵湖晨⾵http://press.nctu.edu.tw/press-tea/books/2-2.aspx?sn=211&vsn=0

交清⼩徑http://press.nctu.edu.tw/press-tea/books/2-2.aspx?sn=214&vsn=0

佑我學⼦http://press.nctu.edu.tw/press-tea/books/2-2.aspx?sn=213&vsn=0

鳳凌霄漢http://press.nctu.edu.tw/press-tea/books/2-2.aspx?sn=212&vsn=0

每款都是交⼤⼈的共同回憶，單張30元、四張優惠價100元。
另有⼩禮卡同步推出，可做為萬⽤卡使⽤。http://press.nctu.edu.tw/press-tea/books/2-2.aspx?sn=215&vsn=0

現於交⼤出版社網站及聯合服務中⼼、華通書坊熱賣中，歡迎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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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推廣教育中⼼辦理「104年⾏政院環訓所證照班甲/⼄/丙級廢棄物處清理技術⼈
員訓練」開班招⽣中
104年度甲/⼄/丙級廢棄物處理訓練班全新教材開班招⽣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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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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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第⼀學期TA評量問卷
103學年第⼀學期TA評量問卷實施⽇期為103年12⽉24⽇⾄明年104年1⽉18⽇⽌，⽇前已發通知給本學期助教，⿎勵同
學踴躍上線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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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演講
導師時間於1/7(三) 15:30-17:00邀請科法所林志潔所⻑針對性別平等議題，林⽼師⾝兼交⼤⼤學性平會執⾏秘書，⻑期
擔任法務部司訓所性別主流化及CEDAW講座及參與婦⼥權益保護，此次帶來「性別主流化的意義與實踐」精闢演講，歡
迎全校教職員⽣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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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到10度︕提醒注意保暖，使⽤⽡斯保持通⾵，避免⼀氧化碳中毒
近⽇寒流及低溫特報頻繁， 同學(尤其是校外賃居學⽣)應注意使⽤⽡斯熱⽔器沐浴及⽡斯爐煮⾷安全事項 ，室內應保持空
氣流通，切忌⾨窗緊閉，避免肇⽣⼀氧化碳中毒意外事件。彙整⼀氧化碳中毒案例影⽚，請同學注意防範。請⾄
http://chenminjen.blogspot.com/p/blog-page_29.html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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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假期出遊歡樂，交通安全最重要
連續假期、寒假及春節將⾄，請同學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機⾞族，勿酒駕、勿超速、勿闖紅燈、勿搶⿈燈。恪遵交通法
規，以維⾏⾞安全。彙整機⾞交通安全案例，敬請參閱 http://chenminjen01.blogspot.com/p/blog-page_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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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學⾦申請訊息
總統教育獎 
交通⼤學校友解題程式設計競賽獎學⾦ 
晶電獎學⾦ 
嘉義⻄區扶輪社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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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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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新增職缺資訊如下表，更多就業訊息請上交⼤哈職網查詢。

★⼯讀兼職機會★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期

新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美編視覺設計 2015年3⽉1⽇

凌通科技 ⻑期⼯讀⽣ 2015年2⽉1⽇

★全職/研替⼯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

⽇期

華泰電⼦股
份有限公司 華泰電⼦104年度研發替代役-TE⾃動化⼯程師

2015年4
⽉30⽇

私⽴南⼭⾼
級中學 信息組職員、公⺠科代理教師（代理育嬰留停）、理化科專任教師

2015年1
⽉5⽇

勁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研發⼯程師、專案業務銷售⼈員、業務助理、總經理特別助理

2015年2
⽉2⽇

陶⽒化學
R&D Development Program_CMP Pad/Slurry Formulation Scientist、R&D
Development Program_ IT(Interconnect Technology) Scientist

2015年
12⽉1⽇ 
2015年
1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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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輔組(代
po) 國家教育研究院徵博⼠後研究⼈員、 

臺灣港務公司招募「104年助理管理師/助理⼯程師、助理事務員」

2015年1
⽉5⽇ 
2015年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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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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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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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104年度「補助博⼠⽣赴國外研究(千⾥⾺計畫)」(103年申請者)已核定
⼀、 科技部函送104年度「補助博⼠⽣赴國外研究」通過及不通過名冊，本次共28⼈申請，獲核22⼈。獲核名單如下︓

系所 姓名

光電系 許宏榮、宋峻宇、丁志宏、蔡育霖

光電系統所 ⿈厚茨

材料系 林⾱豪

資⼯系 朱⽂園、⿈怡錚、詹珉誠、林彥碩

教育所 魏彗娟

電⼦系 潘畊宇、張耀仁、徐崇威、陳慶恩、謝博璿

電機系 劉宇庭

機械系 劉志東

應化系 鄭勝⽂

應數系 樂美亨、陳泓勳

應藝所 陳勇廷

⼆、 已檢附函⽂附件、本校另訂之「簽約請款注意事項」曁修訂後之合約、請款函(稿)範本、「役男出境申請流程與注意
事項」及科技部「補助博⼠⽣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等相關⽂件以電⼦公⽂及電⼦郵件通知光電系等12個申請單位，並請
獲核單位轉知受補助⼈辦理相關事項。
三、 核定受補助⼈須於審查結果公告錄取⽇次年(104年)1⽉1⽇⾄10⽉31⽇前辦妥出國⼿續，前往研究國家。請獲核單
位於其預定出國⽇2個⽉前備妥函稿及合約書等資料，會相關單位後送科技部備案並請領補助公費。詳細資料請洽系辦助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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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4c71cf28794316b98d323089f8f30c&ctunit=31&ctnode=42&m。
四、 受補助⼈如欲放棄受補助資格，請由所屬系所發⽂⾄科技部辦理計畫註銷，若已領取補助公費，須同時全額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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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104年度「科普活動計畫」
⼀、 本件活動內涵必須屬於⾃然科學、數學、科技領域。惟「科普講座計畫」將另⾏公開徵求，故系列講座型活動不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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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辦理範圍內。另科普志⼯之培育將配合科技部科學志⼯⽕⾞頭計畫另⾏徵求，亦不在本計畫徵求主題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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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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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俾依規定期限前送達科技部辦
理申請。
三、 計畫徵求書及其他申請相關注意事項請詳參函⽂附件，或可⾄科技部網⾴(網
址︓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b6df2c6ee5794a998e22f770960c7492&ctunit=31&CtNode=42&mp=1)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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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104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
⼀、 本計畫可以整合型或個別型計畫提出。以整合型提出之計畫，必須包含3個或以上之⼦計畫，分別提出申請。總計畫
主持⼈應同時主持1件⼦計畫，並將總計畫內容與經費⼀併於⼦計畫書中提出。另屬於同⼀組整合型計畫之各⼦計畫，必
須跟隨總計畫投到相同的學術司。
⼆、 計畫書請上線製作及傳送，於計畫名稱後務必加括號標出「重點代號」，並請所屬單位於104年1⽉30⽇前彙整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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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以俾依規定期
限前送達科技部辦理申請。
三、 詳細資訊請參閱計畫徵求書，或可⾃⾏⾄科技部網⾴(網址︓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c7b1c8679b3244ef813f6134fa7e5da5&ctunit=31&CtNode=42&mp=1)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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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104年度「⼤專學⽣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 請申請⼈先⾏上網註冊，將歷年成績證明正本掃描成彩⾊電⼦檔後上傳，以利辨識，並請將申請案「繳交送出」⾄就
讀系所主管︔待系所主管（或授權系所⼈員）線上「確認」後，再請指導教授(請先確認個⼈基本資料正確)於網路上傳初
評意⾒表、勾選遵照學術倫理規範並「彙整送出」同意指導︔最後由計畫業務組上線確認無誤及以憑證磁⽚「彙整送
出」，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 本校申請學⽣之系所主管（或授權系所⼈員）請以各系所辦理科技部計畫業務現有之登錄帳號及密碼，上網確認學⽣
申請案件。並請系所將線上申請案件先⾏初檢，確認申請⼈表C802符合10⾴內之規定及上傳之資料完整清晰並審核資格
條件後，列印名冊(樣張) 1份及印有條碼之表C801、表C803及學⽣在學證明⽂件等資料於校內截⽌收件⽇(104年2⽉3
⽇)前送計畫業務組查對備存彙辦，俾依規定於限期前辦理申請。
三、 線上申請相關作業請參照「WWW線上申請作業使⽤注意事項」辦理，詳細資訊請⾄科技部網⾴查詢下載(網
址︓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e5f7be2920ce4529934a3a42984eca7d&ctunit=31&CtNode=42&m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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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2015年「臺英(MOST-BA)⼈⽂社會科學合作⼈員交流計畫」
⼀、 請申請⼈進⼊「學術研發服務網」，在學術獎補助申辦及查詢內之「國際合作」⼯作⾴下點選「雙邊研究計畫」新增
計畫，同時將MOST-BA中⽂計畫書(K09)、英⽂計畫申請表、英⽅計畫主持⼈履歷及近5年著作⽬錄、我⽅參與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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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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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作之英⽅計畫主持⼈應同時向英國British Academy之線上系統提出申請始成案，其申請截⽌⽇為英國時間104年
2⽉11⽇17時。本計畫由科技部及英⽅BA兩⽅獨⽴進⾏學術審查，並須經雙⽅審查皆推薦且共同選定後始予補助。通過之
計畫可不受科技部⼀般專題計畫補助件數之限制。
三、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說明，或請⾄科技部網⾴「最新消息」查詢（網
址︓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8582edd40bbf43189896cc418c0d9e7b&ctunit=31&CtNode=42&mp=1）。本案相關申請作業
須知亦請⾄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國際合作業務)網⾴查詢（網址︓http://www.most.gov.tw/int/ct.asp?
xItem=7706&ctNode=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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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函送歐盟Erasmus + 計畫之Jean Monnet項⽬簡介資訊(包含教學及研究計
畫類與學術政策討論類)
⼀、 請有意申請者洽計畫業務組查詢本校參加者識別碼(PIC)後，⾃⾏填寫電⼦申請表格，並附上要求的附加⽂件，於
104年2⽉12⽇前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於計畫申請截⽌⽇期104年2⽉16⽇前，於歐盟Jean Monnet網站線上提交電
⼦申請書辦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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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申請補助資訊請參考歐盟Jean Monnet網站︓http://eacea.ec.europa.eu/erasmus-plus/funding/jean-
monnet-activities-2015_en 。

[研發處] | Top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4年度「團體推動標準化活動補助專案」受理申請
⼀、 本補助專案同⼀年度同⼀單位申請之計畫以3件為限，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3年12⽉25⽇前先告知所屬系所單位及計
畫業務組，屆時全校申請件數若超過3件，將由計畫業務組洽各申請系所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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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5⽇前備妥計畫申請表1份、「個⼈資料蒐集、處理及利⽤同意書」1份、計畫書
⼀式15份(含電⼦檔光碟⽚1份)等⽂件，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於截⽌⽇期( 104年1⽉7⽇下午6時)前送達或以郵件掛
號(郵戳⽇為憑)寄⾄中華⺠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辦理申請。
三、 相關⽂件請⾄標準檢驗局網站公告區 ( http://www.bsmi.gov.tw/wSite/mp?mp=1 )或本計畫網站(
http://www.standards.org.tw/ )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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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辦理「103年犯罪狀況及其分析」及「犯罪⼈再犯⾵險分級分類預
測評估⼯具與處遇策略之研究」等2案之委託研究計畫案公開招標
⼀、 本委託案計畫主持⼈需具備副教授(含)以上資格，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4年1⽉5⽇上午10時前備妥函(稿)、廠商內部
之個⼈資料安全維護措施之說明及相關證明⽂件、投標廠商聲明書、招標投標及契約⽂件、建議書⼀式10份等招標公告規
定之⽂件，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4年1⽉6⽇17時前送(寄)達該學院辦理投標。
⼆、 相關招標資料請⾄⾏政院公共⼯程委員會政府電⼦採購網網站(http://web.pcc.gov.tw)查看下載。
三、 來函請⾄本校研發處計畫業務組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址: http://rd.nctu.edu.tw/pb_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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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研考會104年度委託研究案「臺北市政府推動歷年年度施政計畫績效評核
⽐較分析之研究」及「本市公園多元委外型式之可⾏性評估及進程規劃」徵求研究計
畫書
⼀、 相關標案⽂件請⾃⾏上網（ http://web.pcc.gov.tw ）以電⼦領標⽅式下載查詢，有意申請者請於103年12⽉30⽇
前備妥請印單及招標規定之相關資料，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4年1⽉5⽇17時前送件參與甄選。
⼆、 來函請⾄本校研發處計畫業務組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址: http://rd.nctu.edu.tw/pb_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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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憑證報⽀⾏政流程
簡化憑證報⽀⾏政流程，建議如下︓
(⼀)對於消耗物品(除了紙張、碳粉匣及墨⽔匣外)之報⽀流程設定時，可以免會保管組。
(⼆)儘量以1⽂1夾⽅式使⽤公⽂夾，以免造成會核單位核章時之困擾及漏會、漏核章，徒增⽂件往返傳送，⽽致誤時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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撙節開⽀及財產充分運⽤
為撙節開⽀並使本校財產充分運⽤，請各單位財產提出報廢申請時，雖然已達使⽤年限，仍儘可能依國有公⽤財產管理⼿
冊第六⼗五點︓「各機關財產毀損，致失原有效能不能修復，或經評估修復⽽不經濟者，得依有關法令規定程序予以報
廢。」之規定於使⽤年限期滿1年後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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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電⼦系五⼗周年紀念特刊─電⼦書，精采豐富的內容請參閱
2014年是交⼤電⼦⼯程學系創⽴50周年，特推出50周年系刊電⼦書精華版，包含了系友專訪、各級近況、外界專訪(外界
眼光)、各級近況、系友會、實驗室的介紹、系史等等主題。

請⾒連結
http://www.ee.nctu.edu.tw/50ebook/_SWF_Window.html

[電⼦⼯程學系及電⼦研究所]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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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oice of NCTU Alumni: Vol.471 Bi-weekly II is online now! 
http://alumni-voice.nctu.edu.tw/epaper/week/471-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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