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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培養的高等教育人才其研究能力、學術專業與世界齊

頭並進，是台灣博士人才與國際、產業接軌不脫節最有利

的證明！

但根據統計，交通⼤學博⼠畢業⽣在⼀年內找到⼯作的⽐例將近
100%，約有15%進⼊教研界為國家貢獻所學，其餘進⼊產業界、政府
機關等。許多優秀的博⼠⽣甚⾄在畢業之前，已有3-5個⼯作在等待。

校友國內外成就⾮凡 貢獻社會良多

畢業於電⼦研究所博⼠班的張懋中院⼠，獲得中研院院⼠、美國國家⼯
程院院⼠殊榮，現任美國加州⼤學洛杉磯分校(UCLA)講座與傑出教授及
電機系主任，於國際研究佔有⼀席之地。去年獲頒交⼤名譽博⼠的張懋
中博⼠現仍經常返校給予⺟校發展策略的建議。

交⼤材料所碩⼠、機械系博⼠畢業⽣歐耿良院⻑現任北醫⼤⼝腔醫學院
院⻑，在進⼊北醫短短六年時間，即以⾮醫學背景資歷接下院⻑之重責
⼤任，專研⽣醫檢測、⽣醫材料開發等領域，其所研究成果累積之技轉
⾦已⾼達新台幣⼀億元。其創新發明在國家新創獎、莫斯科阿基⽶德國

際發明獎暨發明競賽、義⼤利國家發明獎等⽐賽中脫穎⽽出，拔得頭籌，並於2011年榮獲第四⼗九屆醫學研究類⼗⼤傑出
⻘年獎。

資⼯所歷年來數百位博⼠畢業⽣，畢業後在產官學研各界發光發熱，創⽴知名科技公司，在許多知名公司與研究單位擔任
重要職位，或任教於交清台成各⼤學。他們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例如IEEE年輕學者獎、國科會研究傑出獎、吳⼤猷先⽣
紀念獎、李國⿍⻘年研究獎等，更有⼈獲得⼗⼤傑出⻘年與⼗⼤傑出⼥⻘年，表現極爲傑出。

⾼階⼈才 國際搶借

去年畢業獲得機械⼯程博⼠學位的李崇綱於流體⼒學、程式設計、平⾏計算領域之研究能⼒，打敗來⾃全球想進⼊有⽇本
中研院之稱的⽇本理化研究所(RIKEN)的競爭者，獲聘於RIKEN先進計算科學研究所(AICS)博⼠後研究員，協助⽇本發展
世界第⼆快超級電腦--「京」(K computer世界第⼆快超級電腦)核⼼的⾼效能計算架構。

⼈社院應⽤藝術所、教育所與社⽂所共培育出11位博⼠班畢業⽣，就業率100%。其中教育所⿈芸茵獲國科會102年度⾏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赴國外從事博⼠後研究」獎學⾦共新台幣260萬元，畢業後已遠赴美國紐約⼤學擔任博⼠後研
究員，表現優異。

此外，加州⼤學柏克萊分校、加州⼤學聖地⽛哥分校、⽇本東京⼯業⼤學等，都爭相搶著要交⼤電資理⼯領域尚未畢業的
博⼠⽣，經常讓教授⼤嘆供不應求。

交⼤吳妍華校⻑表⽰，交⼤除了具有⾼素質的師資，以及與產業緊密結合的關係，⻑期以來積極爭取優秀⼈才進⼊交⼤攻
讀博⼠班的政策，也讓培育出的博⼠⾼階⼈⼒被業界與學界爭相搶⼈。

積極簽訂博⼠雙聯學位 與國際接軌

⽬前交⼤已經與美國北卡羅來納州⽴⼤學、⽐利時魯汶⼤學、瑞典查爾墨⼤學、法國電信管理學院、法國⾼等電⼒學院、
法國南特⼤學、上海交通⼤學、浙江⼤學8所於各領域中具國際地位的⼤學簽訂雙聯博⼠學位，並已有8位取得雙聯博⼠學
位，⽬前仍有6位博⼠正在攻讀雙聯學位中。

今年交⼤也預計與印度理⼯學院卡拉普爾分校、北京⼤學、⻄安交通⼤學完成簽署。表現優異的博⼠⽣，交⼤每年提供5-
10名、每名新台幣30萬元⾄國外攻讀雙聯學位機會。

卓越博⼠⽣獎學⾦ 每年百位⾼額獎助

交⼤為提供更優渥的就學研究環境、⿎勵更多具研究潛能之博⼠⽣就讀，近⽇決議，102年度起推出【交⼤卓越博⼠⽣獎
學⾦】，提供每年百位優秀博⼠班學⽣⾼額獎助，由校⽅提供1萬元、學院提供1萬元、系所或⽼師提供1萬元獎助學⾦，
獲選學⽣每⽉可領取3萬元獎助學⾦。

此外如交⼤資⼯博⼠⽣，在學期間獲得教授盡⼼指導，表現優異，經常獲得許多獎項，例如聯發科技獎學⾦、微軟亞洲研
究院獎學⾦、IBM博⼠獎學⾦、潘⽂淵獎學⾦、合勤獎學⾦等。因此，許多頂尖企業也提供2-3萬、教授提供1-2萬的產學
研究獎學⾦，最⾼⾦額每⽉可達4萬。另⼊學符合優秀學⽣資格，資訊學院也提供10萬元優秀學⽣獎學⾦。

根據統計，交⼤⽬前提供博⼠⽣獎助學⾦總⾦額每年超過5千萬元，再加上院系與指導教授的⽀助，全校約有近千名博⼠
⽣每⼈每⽉所獲獎學⾦⼤約為新台幣1萬~3萬元，以⿎勵安⼼研究。

[秘書室| Top

⾼科技董事⻑與⾼階主管組團 與⿈國倫競飆⾳樂
交通⼤學3⽉27⽇舉⾏101學年度⻘春盃合唱⽐賽--「歌我⻘春 唱我夢 ~ Sing my youth Sing my dream ~」，吸引
共35組學⽣團隊、1組校友團隊及1組台⼤EMBA合唱團組隊共同參與。

校友同時也是知名⾳樂創作⼈⿈國倫(管科75級)，以及漢⺠科⿈⺠奇董事⻑(電物63)在獲知此⽐賽訊息後，均⼤⼒⽀持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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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音樂的漢民科技董事長黃民奇學長率領漢民科技陳溪

新副總經理以及同是交大電物63級的陳明副總經理與音

樂夥伴，共同組團上台狂飆幾曲

交大學生參加「全國技專院校日語看圖說故事比賽」，抱

回第二名。右1是指導老師上條純惠。記者王慧瑛／攝影

活動擔任壓軸表演嘉賓。⿈國倫學⻑深情演唱「我願意」及「讓夢想起
⾶」兩⾸歌曲，現場聽眾陶醉其中。熱愛⾳樂的漢⺠科技⿈⺠奇董事
⻑，學⽣時代曾參與交⼤星聲社擔任吉他⼿，今⽇活動中率領漢⺠科技
陳溪新副總經理以及同是交⼤電物63級的陳明副總經理，共同組團，上
台狂飆幾曲，不僅讓台下資深校友及師⻑重溫⻘春時光，聽眾也為之瘋
狂尖叫。

交⼤傳科系⼤四班級
為了留下全班共同的
回憶，也號召了幾近
全班同學30⼈加⼊，
希望在已經沒有共同
課程的⼤四最後⼀
年，重新凝聚起全班
的⼒量，做⼀件會回
憶⼀輩⼦的事情。⾝
為樂團主唱的外⽂系
⼤⼆趙⼜萱，則召集
了交⼤外籍學⽣共同
參與合唱⽐賽，她表

⽰⾳樂與唱歌是每⼀位團員的興趣，平⽇都在宿舍⼤廳練習，希望可以藉由此次活動加強本地⽣與外籍⽣的交流。此次競
賽更吸引台⼤EMBA觀摩組⼀起同台演唱。

交通⼤學第⼀屆⻘春盃合唱⽐賽，邀請了中⼭⼤學⾳樂系翁佳芬教授、泰國國⽴瑪希敦⼤學⾳樂學院合唱指揮唐天鳴教
授、中⼭⼤學劇場藝術學系林宜誠助理教授，以及清華⼤學、科學園區、慕⾳合唱團等指揮楊覲伃⽼師、交通⼤學⾦⽴群
副教授等重量級⽼師擔任評審。

競賽結果⼤⼀新⽣組第⼀名從缺，第⼆名由管科系『管科ㄎㄎㄎ』獲得，第三名為資財系『冬去春來真是唱KTV的好時
光』獲得︔⼀般組第⼀名由電物、材料、資⼯、外⽂、機械、族⽂『六個唱歌的男⼈』拔得頭籌，吉他社組成的『我愛交
⼤吉他001』獲得第⼆名，電⼯系組成的『The Laters Lemon』取得第三，最佳舞台獎則由科法所16位同學組成的『科
法⼈聲』拿下。

交⼤表⽰，運動以及⾳樂活動是最能增進團隊合作及凝聚⼒的項⽬，希望透過由⻘春盃合唱⽐賽，帶動校內外全⾯參與，
提升交⼤⼈⾳樂素養及藝術氣息，蔚成⼀股歡唱的⼈⽂⾵氣，並促進同學情感交流、發揮團隊合作精神、凝聚向⼼⼒，留
下共同美麗回憶。

[秘書室| Top

交⼤擊敗科班 講⽇語故事摘銀
【記者王慧瑛／新⽵報導】

國⽴交通⼤學漫畫社學⽣組隊參加「第四屆全國技專院校⽇語看圖說故
事⽐賽」，打敗多⽀⽇語系學⽣組成的隊伍，摘下亞軍，表現讓⼈刮⽬
相看。

「看圖說故事⽐賽」評分項⽬包括說話與圖畫間的契合度、情感、發
⾳、整體協調度等，今年有13⽀隊伍報名。

交⼤漫畫社學⽣連續3年組隊參賽，去年拿佳作，學⽣很有企圖⼼，去
年12⽉成軍後，把握時間加緊準備，由交⼤⽇語教師上條純惠指導，去
年參賽的學⻑葉振安也提供不少寶貴經驗。

這回參賽學員包括電資班雷宗翰、⿈柏勝、⼈社系蔡⽂⼼、景瑜、⼟⽊
⼯程系謝家安等⼈，都就讀⼤⼆。

學⽣們演出故事主題是「蛇酒」，描述⼀名乞丐有天向官員⼥兒「姑娘」乞討，官員得知後，給乞丐⼀筆錢供創業，乞丐
銘記恩情，告訴姑娘未來⼀定找機會回報。不久後，姑娘得⿇瘋病，被趕出村莊，投靠已經開布莊的乞丐，布莊員⼯覺得
照顧⿇瘋病⼈太⿇煩，有意害死她，發現有條蛇死在酒甕，⼼想「喝過後應該會死」，便要姑娘喝下，沒想到喝完後竟痊
癒，姑娘與乞丐最後結婚了。

學⽣親⼿繪製⽣動的畫板，搭配充滿聲⾳表情的語調，表現出⾊，在競爭激烈的⽐賽中脫穎⽽出，奪得亞軍。

漫畫社社⻑謝家安說，成員們雖然不是⽇語系學⽣，卻都熱愛⽇語，有⼈從⾼中開始接觸⽇語，有⼈是⼤學才開始學，⽐
賽前經過⽼師及學⻑指導，讓他們吃了定⼼丸，對⽐賽更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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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雷宗翰說，準備⽐賽花不少時間和⼼思，忙完⽐賽的事回到宿舍，發現同學都已讀完書，他才要開始讀書，雖然那段
時間累⼀點，但得到的收穫卻無價。 

原⽂來⾃於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DOMESTIC/DOM3/7785630.shtml

[聯合報| Top

《無研話》活到⽼ 學到⽼
交通⼤學開放式課程ＯＣＷ(Open Course Ware)，網站課程的品質與數量⼀直居全台之冠。不僅如此，去年從四⼗六個
國家、超過兩百五⼗個⼤學的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中脫穎⽽出，獲得最⾼榮譽的「標竿網站獎」，受到國際肯定。也獲得
google的邀請，成為全台第⼀個加⼊Youtube edu平台的⼤學。

最近聽到⼀位利⽤交⼤開放式課程學習的故事，令我⾮常感動也很興奮。前⼀陣⼦課程網站舉⾏抽獎活動，⼀對年逾⾄少
六⼗五歲的阿公阿嬤⼀起來領獎。了解他們的故事後才了解，原來是孫⼦曾經提到過去曾任數學⽼師的阿公未親⾃教導
他。

愛孫⼼切的阿嬤因為了解阿公歲數年⻑，教學已是吃⼒⼯作。聽說交⼤有網路課程可以利⽤，開始了她⾃學微積分的歷
程。據說這位阿嬤把不懂的部分重複看了好幾遍，還勤作筆記，累積了⼀⼤疊厚厚充滿愛的數學筆記。每逢周末，討論微
積分與解題，就成了祖孫兩⼈的天倫之樂時光。

⼀個從未學習過微積分的⼈，卻可以在⾮⼈⽣中的學習精華時段，因為⾃⾝的努⼒不懈與堅持，最後每周可和孫⼦共同討
論解題過程。我相信這絕對是個⾟苦的過程，同時也是充滿愛的學習故事，令⼈⿎舞。

「活到⽼，學到⽼。」雖然是⼀句⽼話，但在聽到這個感⼈的故事後，還是忍不住的想要與⼤家分享。

《此⽂刊登於2013-3-23 中國時報專欄》

[吳妍華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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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開
班招⽣中
102年度甲級廢棄物處理訓練班將於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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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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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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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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6⽉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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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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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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申請
102年2⽉18⽇(⼀)前辦理完成休學程序者免繳學雜費。
開學後辦理休學要繳全額學雜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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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離校者，退費三分之⼆。
(⼆) 未逾學期三分之⼆離校者，退費三分之⼀。
(三) 逾學期三分之⼆離校者，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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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統計⼈數
101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統計⼈數已公佈於註冊組統計資料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sta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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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第1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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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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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度畢業⽣傑出貢獻獎 開始受理推薦
⼀、本校為獎勵應屆畢業⽣在學期間，表現傑出為校爭光者，特設⽴「國⽴交通⼤學學⽣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頒授對
象為本校應屆畢業⽣（含⼤學部及研究所），甄選類別為體育類、學藝類、服務類，若獲選為表現傑出獎得主，將於畢業
典禮中（六⽉⼋⽇）公開頒獎，以⽰獎勵。
(學術貢獻，不在本獎項推薦範圍)

⼆、請下載附件或⾄課外組網⾴表格下載。
「國⽴交通⼤學學⽣傑出貢獻獎頒授辦
法」http://activity.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0/admunit_basic/tmp/38/a1.pdf及
「國⽴交通⼤學學⽣傑出貢獻獎推薦表
格」http://activity.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0/admunit_basic/f_view.php?f_id=25y

三、申請⽇期⾃即⽇起⾄四⽉廿六⽇（星期五）截⽌，推薦表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逕送學務處(社團表現及服務貢獻推薦表
送課外組)，聯絡電話請洽校內分機50903 課外組 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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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宿舍網路申請第四階段公告
主旨︓公告102學年度學⽣宿舍第四階段網路換宿事宜及第三階段分配結果。
申請及分配⽅式說明︓
壹、分配結果請參閱住服組網⾴（網址http://www.cc.nctu.edu.tw/~housing/）
倘有疑問請撥住服組校內分機31495、31497或專線03-5131495、03-5131497。
貳、第四階段︓網路宿舍寢室交換
（⼀）申請時間︓102年4⽉15⽇上午9時⾄4⽉24⽇下午15時⽌。
（⼆）已分配102學年度宿舍同學(⼤學、碩⼠、及博⼠⽣全部)， 
倘對分配寢室不滿意，請上網路交換。
（三）爾後申請為⼈⼯⽅式作業交換寢室，每⼈每次須繳交⼿續費新臺幣
250元整。
（四）宿舍交換以申請上網時間為準。
參、已獲得102學年住宿同學，請確實遵守學⽣住宿輔導辦法及借⽤宿舍契約書相關條款。
肆、102學年度欲退宿同學，即⽇起請帶學⽣證親⾄住服組辦理，依住宿輔導辦法六⽉三⼗⽇後不得退宿。
伍、102學年度宿舍四階段時程及作業內容詳⾒本組101.12發各寢室系所之『102學年度宿舍申請作業流程』卡⽚或逕上
住宿服務組網⾴「102學年宿舍申請流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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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活動
Open House企業參訪活動來嚕，⽬前開放8家企業進⾏報名，時程表如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參訪企業持續邀請
中，更多資訊請上網查詢(http://ppt.cc/Vbwt)。

公司名稱 參訪時間

聯華電⼦ 04/10 13:30~15:00

建興電⼦ 04/12 14:00~16:00

GARMIN 04/24 13:30~16:30

NI美商國家儀器04/26 15:00~16:30

廣達電腦 05/03 13:30~15:00

中華航空 05/08 13:30~16:30

中信⾦控 05/17 13:30~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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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王 05/10 13:30~16:30

富邦⾦控 05/15 13:30~16:30

台塑企業 05/15 13:00~15:30

法務部調查局 05/29 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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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哈職網交⼤求職網站【交⼤哈職網】上線囉，歡迎交⼤學⽣登⼊使⽤
就輔組成⽴專屬交⼤求職網站-【交⼤哈職網】 http://ejob.nctu.edu.tw ， 提供交⼤學⽣線上搜尋職缺， 除了『海內外
⼯作』『企業及公部⾨實習』還有『家教機會』等你來申請， 若各系所、實驗室、研究中⼼等單位有徵才需求， 也歡迎
校內同仁申請系所專⽤帳號張貼『校內職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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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與升學輔導組最新⼯作機會
查詢更多求職資訊，歡迎連結《交⼤哈職網》http://ejob.nctu.edu.tw/
★企業實習⼯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AIESEC AIESEC跨國團隊企業實習計劃 臺北市 2013/7/1

美商安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TERNS 臺北市 2013/4/21

美商安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招募 臺北市 2013/4/21

⽂化⼤學推廣部 【2013美國暑期實習旅遊計劃】 美中地區 2013/4/30

台灣拜⽿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 臺北市 2013/4/24

億⾙股份有限公司(ebay) Risk Intern 臺北市 2013/4/28

德州儀器⼯業股份有限公司 實習⼯讀計畫(Intern Program) 新北市 2013/5/1

聯華電⼦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 新⽵縣市 2013/5/12

★公部⾨實習★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政院環境保護署 102年學⽣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臺北市 2013/4/15

⾏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2年度學⽣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臺北市 2013/4/22

⾼雄市⽴美術館 102年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雄市 2013/4/24

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學⽣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臺北市 2013/5/13

⾏政院衛⽣疾病管理局 「102年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臺北市 2013/4/19

宜蘭縣政府 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宜蘭縣 2013/4/19

★兼職⼯讀★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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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股份有限公司 晚班⼯讀⽣(三商巧福-新⽵光復店) 新⽵縣市 2013/4/30

⼯業技術研究院 光學及機構⼯讀⽣ 新⽵縣市 2013/4/27

⼯業技術研究院 化⼯⼯讀⽣ 新⽵縣市 2013/4/27

⼯業技術研究院 電⼦電路製作⼯讀⽣ 新⽵縣市 2013/4/30

⽊星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讀:泰國市場資料蒐集 新⽵縣市 2013/4/15

⽴⾔翻譯有限公司 英⽂翻譯⼈才 臺北市 2013/5/11

起⿎⾳樂⽂化有限公司 幼兒打擊樂團體班講師 臺北市 2013/5/3

博翔語⽂補習班 兼職課輔⽼師 新⽵縣市 2013/5/11

博翔語⽂補習班 兼職美語教師 新⽵縣市 2013/5/11

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務兼職⼯讀⽣ 新⽵縣市 2013/5/30

鑫創科技(股)公司 ⼯讀⽣ 新⽵縣市 2013/5/31

★研發替代役★ 
建興電⼦、億光電⼦、精品科技、優必達、旭德科技、安霸 
★全職⼯作★ 
資訊科技 
IBM、凌通科技、百資科技、鴻海精密⼯業、新繹企業、先進光電科技、嘉澤端⼦、⼒旺電⼦、漢⺠微測、旭德科技、⾙
⿑科技、孟華科技、勁鑽科技、奕⼒科技、美商特翠歐、建準電機、美商網基、耕興公司、創⾒資訊、揚明光學、普安科
技、視翔⾼科、廣達電腦、精品科技、福永⽣物科技、⿍賀科技、傳原公司、美商國家儀器、 
傳產製造 
⼤陸⼯程、玖⿍電⼒、⻑⽣能源、建國⼯程、貞亮公司 
⼯商服務 
保聖那管理顧問、經貿聯網、模範市場研究顧問

⺠⽣消費 
凱基證券、⼤潤發、中國信託、台新⾦控、信義房屋、三商⾏、歐芳貿易、第⼀銀⾏ 
教育社福 
起⿎⾳樂⽂化、私⽴南⼭⾼級中學
政府相關 
財團法⼈塑膠⼯業技術發展中⼼、中華⺠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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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學⾦申請訊息
許振乾甲種獎學⾦
僑委會受理捐贈僑⽣獎助學⾦
台中市清寒優秀學⽣獎學⾦
嘉新兆福⽂化基⾦會獎學⾦
澎湖縣清寒優秀學⽣獎學⾦
花蓮縣政府清寒優秀獎學⾦
遠雄⼈壽癌症家庭獎助學⾦
東北獎助學⾦
殷之同學⻑電⼦實驗獎學⾦
新北市政府清寒優秀學⽣獎學⾦
新⽵市東區扶輪社獎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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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講座訊息
4⽉24⽇邀請科博館孫維新館⻑、5⽉8⽇邀請宏碁集團創辦⼈施振榮先⽣蒞臨演講，歡迎全校教職員⽣出席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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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科教處徵求102年度「科學志⼯⽕⾞頭」計畫
⼀、 本計畫列⼊計畫主持⼈執⾏國科會⾮研究性質之「補助案」件數計算，國科會擇優補助1件。計畫申請書請依專題計
畫申請⽅式上線製作及傳送(請於「計畫歸屬」欄勾選「科教處」，「學⾨代碼」欄勾選「SSD⼤眾科學教育計畫」，「⼦
學⾨代碼」欄勾選｢SSD01─科普活動｣)。
⼆、 請所屬單位於102年4⽉18⽇下午5時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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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計畫徵求說明及其他申請相關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附件，或可⾄國科會網⾴ (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3d8da4bc013dae8cd8080078&ctunit=31&CtNode=42&mp=1)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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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科教處徵求102年度「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
⼀、 本計畫為單⼀整合型計畫，申請⼈需將不同領域之規劃內容彙整為1份計畫書。本計畫涵蓋之「科學知識領域」主題
請詳參計畫徵求說明，其中物理、化學、地球、奈⽶、災害防救、環保與永續、機械、電機、能源、通訊、⼟⽊及⽣物學
等主題業於101年度補助，本年度不再⾏徵件。本案不列⼊計畫主持⼈執⾏國科會「研究案」計畫件數計算，但列⼊⾮研
究性質之「補助案」件數計算。
⼆、 計畫書請依專題計畫申請⽅式上線製作及傳送(請於「學⾨代碼」欄勾選「SSD⼤眾科學教育計畫」，「⼦學⾨代
碼」欄勾選｢SSD01─科普活動｣)，並請所屬單位於102年4⽉19⽇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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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計畫徵求說明及其他申請相關注意事項請⾄本校研發處網⾴最新消息(系統公告)查詢參閱(網址:
http://rdweb.adm.nctu.edu.tw/page.php?announce=1&charset=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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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2年度「創新奈⽶元件積體電路專案計畫」受理申請
⼀、 本計畫分為個別型及整合型2類︔其中整合型計畫之總主持⼈需彙整提成1本計畫書，總主持⼈連同共同主持⼈合計
⾄少3⼈，計畫撰寫應以整體為之，勿分為數個⼦計畫︔若核定通過後，將列為總主持⼈所執⾏之計畫件數。
⼆、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計畫類別︓「⼀般型研究計畫」，研究型別︓「個別型計畫」或「整合
型計畫」，於⼯程處學⾨代碼勾選「E98(專案計畫)」之⼦學⾨「E9813(創新奈⽶元件積體電路專案計畫)」，並請所屬
單位於102年5⽉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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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徵求計畫書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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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3d017294013d62cc07510430&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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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2年度「⾝障者輔具技術研究專案計畫」受理申請
⼀、 本計畫徵求重點如下︓
(⼀) 具有特教或臨床需求的「創新型輔具設計」，申請團隊需有臨床或特教成員參與，並提出明確需求。
(⼆) 具有產業商品價值的「改良型輔具設計」，申請團隊需⽐對現有輔具及呈現發展輔具的優越性。
(三) 具有推廣價值的特殊「福利型輔具設計」，申請團隊需提出輔具推廣的團體及活動。
⼆、 主持⼈於申請時需註明開發輔具類型(如︓創新型、改良型或福利型輔具設計)，並提供計畫所需的⼈體試驗IRB或⾝
⼼障礙單位同意書等。計畫全程期限以3年為原則(⾃102年8⽉1⽇⾄105年7⽉31⽇⽌)，總經費每年以300萬元為上限。
三、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於⼯程處學⾨代碼勾選「E9814 ⾝障者輔具專案計畫」，並請所屬單
位於102年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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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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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3d8da4bc013da606b49a0042&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 | Top

國科會徵求2014年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雙邊協議下⼈員交流（PPP）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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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 本計畫申請⼈須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之機構內正式⼈員，並⾃2013年6⽉1⽇起開放受理線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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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將合作雙⽅之PPP計畫申請表（需有雙⽅計畫主持⼈及機關⾸⻑簽名，請先填送「⽤印請核單」檢附申請表，經主持
⼈、系所及院級主管簽章並會計畫業務組及送秘書室陳核，俟⽤印簽名後上傳。）、英⽂計畫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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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上傳後送出。並請於102年6⽉11⽇前由所屬單位列印已確認畫⾯1份經單位主管簽
章後及「國⽴交通⼤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三、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及附件說明，或請⾄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3d821b90013d85ac9bb4001e&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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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與俄羅斯基礎研究基⾦會（RFBR）公開徵求2014年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 請依⼀般型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並應於C001申請表中「是否為國合計畫」欄中勾選「是」，且填具
「國際合作計畫表I001-I003」及NSC-RFBR合作計畫申請書 (R06)，於102年7⽉11⽇前由所屬單位彙整造具申請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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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說明，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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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3d821b90013d85ae30170021&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 | Top

教育部「辦理補助⼤學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徵件須知」
⼀、 本計畫補助類型分2類，Ａ類︓科學⼈⽂跨科際主題導向課程群組發展計畫︔Ｂ類︓問題解決導向或研究學習導向專
業課程補助計畫。其中A類計畫同⼀學校申請以不超過3件為原則，請有意申請教師先告知所屬系所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
申請件數超過規定，將進⾏校內協調作業。
⼆、 請有意申請計畫教師所屬單位於102年4⽉11⽇前先⾄http://case.ntu.edu.tw/shs/線上登記，並備妥請印單、計
畫申請⽂件⼀式8份及資料光碟1份(限.pdf與word格式各⼀)，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2年4⽉15⽇前寄送⾄「臺北醫學⼤學
⼈⽂暨社會科學院─跨科際課程平臺辦公室」收辦(各類計畫申請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三、 計畫申請相關資訊請逕⾄網址︓http://case.ntu.edu.tw/shs/課程徵件專區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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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11⽇

益優國際 (股) 優格機器、粉 (紐⻄蘭進⼝)

遠通電收 eTag 計程前免費

17號草堂 ⼿⼯⼤餅

新榮陽 氣墊鞋、排汗衫

皇太后 韓國襪⼦

內灣⼟⾖康 各式榛果烘焙坊

羅漢⾷品 蜜餞、榛果

新興欣農場 茶、⼿⼯饅頭

東燁茶⾏ 茶葉、潽洱茶

⾖姊 ⾹腸、臘⾁ (黑豬⾁)

虹瑾 飾品、包包

吉洋 柚⼦⽪、黑橄欖、⿔苓糕

18
⽇

敏傑 吸⽔⽑⼱、記憶枕、精油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吉興 德國豬腳

17號草堂 ⼿⼯⼤餅

施美 沐浴乳、清潔⽤品

宜⼒ 乳酸菌、優格

凰祥⼯作室 兒童⾙⽒⽛刷、蘆薈蜂膠⽛膏

開元⾷品 華航蛋糕、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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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英瑞其 伊美保養品 (安全醫美)

⽟觀軒翡翠店 翡翠、寶⽯

襪襪⼯坊 襪⼦ (造型)

  

  

25⽇

浩恩 防⽔包包

沛締絲 各種臻果

17號草堂 ⼿⼯⼤餅

上賓服裝有限公司 衛⽣⾐、睡⾐、內搭褲

新興欣農場 茶、⼿⼯饅頭

津渡股份有限公司 進⼝精品 (服飾、⾷品)

樸鈺 客家養⽣蛋糕

⼭東響⾺⽔餃 各種⼝味⽔餃

采鑫 有機⾷品

襪襪⼯坊 襪⼦ (造型)

台灣頂尖 ⽵碳襪⼦ (防除臭)、褲⼦

[員⽣社]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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