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新聞
校園新聞
全台⾸創︕交通⼤學⾏動學習平台APP Learning anytime and anywhere
交⼤⾸創線上LIVE研討會直播
聯強國際基⾦會慨捐五千萬

校⻑專欄
《無研話》 夢想家與實踐者

⾏政單位
教務訊息
賀︕《呦呦奇遇記－楊英⾵藝術之旅》及《美中強權博弈－互賴理論之分析》⼆書，榮獲國家圖書館評選為「台灣出版
Top1-2012代表性圖書」
學分費繳費⽇期︓3⽉20⽇-4⽉1⽇⽌
【教師課務資訊】102學年第2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及「相⽚清單」
【教師課務資訊】101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101學年第2學期年限將屆學⽣注意事項
101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申請
101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統計⼈數

學務訊息
102學年宿舍網路申請第三階段公告
101學年度第⼀學期服務學習成果展
102學年第⼀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申請開始
⽣輔組「失物招領義賣活動」
歡迎踴躍推薦同學申請「102學年度朱順⼀合勤獎學⾦」
殷之同學⻑獎學⾦
校外獎學⾦申請訊息
2013 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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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與升學輔導組最新⼯作機會

研發訊息
國科會徵求與捷克科學基⾦會103年度雙邊共同研究計畫
國科會徵求與斯洛伐克科學院103年度雙邊共同研究計畫
教育部「智慧⽣活跨領域基礎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推廣計畫徵件須知」
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103年度公告徵求補助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建議表」
中華創新發明學會「2013年國際著名發明展時間表」相關訊息
「102年中⼯會學⽣⼯程論⽂競賽」活動訊息

總務訊息
採購專業⼈員訓練班
國⽴交通⼤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圖書館訊息
提供「圖書除菌機」 及「 紫外線除菌機」使⽤ 
如何預約台聯⼤其它三校已被外借的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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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低頭但我們在學習！

綠色學習！交大首創全台第一個行動學習平台APP，讓學

習無紙化！

The Oscars奧斯卡⾦像獎影展
IOP 期刊投稿講座
春天，跟著詩去旅⾏
交通⼤學服務學習成果展
WRDS資料庫平台介紹
從Learning Commons到Research Commons︓美國紐約⼤學圖書館Research Commons 介紹
BOOK--錢買不到的東⻄︓⾦錢與正義的攻防
DVD--武⼠的家計簿
E-BOOK--Life of Pi : Character overview, Critical essay, Work overview, Biography, Plot summary
多重好禮相送 愛上英⽂閱讀(-3/31)
⽇常飲⾷與睡眠品質，有獎徵答(-3/24) 
50 Lessons & LDC國際企業領袖專家訪談影⾳資料庫(試⽤⾄2013/10/31)

藝⽂中⼼訊息
2013交⼤藝術季｜《春夏》藝⽂饗宴

其他單位
員⽣社
3⽉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全台⾸創︕交通⼤學⾏動學習平台APP Learning anytime and anywhere
⽤智慧型⼿機聊天、讀報不稀奇，交⼤網路教學平台讓您輕鬆帶著⾛︕
經過⼀年多的籌劃，交通⼤學⾸創全台第⼀個⾏動學習平台
APP「iCT」，突破時間和空間的侷限，⾛進交⼤⼈的⾏動⽣活，讓學習
與教學的效率⼤幅提升，實踐「Learning anytime and anywhere」
的⽬標。

「e-Campus網路教學平台」從課程管理到成績查詢，滿⾜了交⼤⽼師
和學⽣教學與學習的需求。交⼤認為，若能將「⾏動⽣活」落實到學習
平台上，讓平台從電腦跨⾜⾏動裝置，學習和教學就能突破時間和空間
的侷限，變得更有彈性︔將課程教材放在「iCT」上，透過APP連結教材
內容，未來⽼師只要帶著平板電腦就可以授課，除此之外，助教臨時有
訊息需要告知學⽣，也可以透過「iCT」讓學⽣即時掌握訊息。

從介⾯到功能開發 交⼤設計團隊⼀⼿包辦
負責統籌APP開發計畫的交⼤數位內容製作中⼼主任⽅凱⽥表⽰，⾏動
⽣活的趨勢，揭⽰著學習型態的改變，透過⼿機、平板電腦等⾏動裝
置，可以提升教學與學習的效率，「交⼤很重視學⽣的學習權益，所以
⼤⼒⽀持⾏動學習平台APP開發計劃。」

在初有開發⾏動平台的概念時，校⽅即發現，⼀般廠商提供的現有程式
無法符合各種⾏動裝置要求，如果同時套⽤在⼿機和平板電腦上，使⽤
起來很不便利。因此，校⽅決定⾃組設計團隊，讓「iCT」流著Made in
NCTU的純正⾎統，從介⾯設計到功能開發，⼀⼿包辦。

⽬前最常⾒的上課模式之⼀為⽼師講解搭配投影⽚，補充內容只能寫在
⽩板上，學⽣的專注⼒需在投影⽚和⽩板間轉換，未來可透過「⾏動學

習⽩板」功能，⽼師只需利⽤「iCT」將教材下載到平板電腦上，再使⽤⾏動裝置輔助授課，想補充重點，直接寫在教材旁
邊即可︔學⽣也可透過此功能在教材旁邊做筆記，並且⽅便儲存和分享，可⼤幅提升教學和學習的效率︔此外，設計團隊
也著⼿開發「iCT」的檔案總管功能，使⽤者可以直接將課程內容下載到⾏動裝置中，讓課程管理更加便利。

與⼿機功能無縫接軌
⽅凱⽥主任強調，「iCT」最主要的任務，在於即時的訊息傳遞與回饋，「網路教學平台與APP之間的內容，必須做到同
步︕」像是課程公告、教材瀏覽、作業繳交狀態、課程討論等功能，只要內容⼀有變動，使⽤者都能透過⾏動裝置⽴即掌
握，例如⽼師透過網路教學平台上傳最新的考試成績，「iCT」的成績資訊也會同步改變，使⽤⾏動裝置的學⽣，就能在第
⼀時間接收最精確的考試成績。

設計團隊未來將以「iCT」與⼿機功能無縫接軌為研發⽬標，讓⼿機照相、錄影、提⽰等功能和「iCT」結合。舉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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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師需要學⽣上傳照⽚或影⽚到網路教學平台，學⽣可以直接使⽤⾏動裝置進⾏拍攝和錄影的動作，透過「iCT」連結
到⾏動裝置的媒體資料庫，選擇想要上傳的照⽚或影⽚︔提⽰功能部分，當課程內容有所變更，「iCT」會連結⾏動裝置的
提醒功能，提醒使⽤者接收最新的資訊︔想掌握課程的最新進度，只要「iCT」上的教材內容有所刪減，⾏動裝置的主⾴⾯
就會出現提醒的圖⽰，告知學⽣教材已經更新，提升課程資訊接收的效率。

「iCT」的誕⽣代表學習和教學效率的提升，更是交⼤在數位學習上的⼀個⼤躍進，領先全台、Made in NCTU的⾏動學習
平台APP，讓⽼師和學⽣感受⾏動學習的魅⼒，不只⾛進交⼤⼈的⾏動⽣活，更將成為交⼤⼈的得⼒助⼿︕ 

Android版網址 http://tinyurl.com/cqkenv9

iOS版 https://itunes.apple.com/tw/app/id595282843?mt=8(

Youtube宣傳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ft-LuxbeT4&feature=youtu.be

[秘書室/數位內容製作中⼼| Top

交⼤⾸創線上LIVE研討會直播
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OCWC)串聯全
球44個國家超過300個推動開放教育與開放式課程之⼤學與組織機構於
2013年3⽉11⽇舉⾏為期5⽇之全球開放教育週 (Open Education
Week)。

15⽇即將登場的是由台灣聯合⼤學系統與交通⼤學⾼等教育開放資源研
究中⼼主辦，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交⼤教務處及開放教育推動中⼼協
辦的『臺灣地區開放教育週研討會』，主題為雲端開放教育 (MOOCs)
內容主要探討⼤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課程設計和實施的⽅法以及製作MOOC需要注意的著作權問題

等，對MOOC的發展、課程及平台有興趣的教學設計⼈員、⽼師、學⽣及業者都應該會在這次研習會中有所收穫。

交⼤同時與YouTube合作，⾸創線上直播研討會模式，讓有興趣⺠眾可以⼀起共襄盛舉，上午九點更有集結20所⼤學校
⻑愛⼼盈溢的『We Open, We Share!』開放式課程影⽚，向世界宣告臺灣的推動意念。校⻑們豐富逗趣的肢體語⾔不僅
可讓觀眾看到校⻑的另⼀⾯，也期盼透過影⽚讓社會⼤眾更為廣知開放式課程。

為響應全球開放教育週，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Taiwan OpenCourseWare Consortium, TOCWC)也結合聯盟學校(台北
醫學⼤學、清華⼤學、師範⼤學、⻑榮⼤學、成功⼤學、台灣科技⼤學、宜蘭⼤學、靜宜⼤學、屏東科技⼤學、新⽵教育
⼤學、中華⼤學、⾼雄醫學⼤學、南台科技⼤學、中央⼤學、東吳⼤學、中興⼤學、弘光科技⼤學、空中⼤學、交通⼤
學、中⼭⼤學、崑⼭科技⼤學、輔仁⼤學、海洋⼤學)錄製各校開放式課程特⾊介紹影⽚，並傳⾄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網站
分享。

歡迎您線上與會，共同響應全球開放教育週︕

備註:全球開放教育週主要是藉由全球開放教育運動、線上及世界各地的區域性開放教育研討會、錄影展⽰等各式活動內
容，討論與分享包含教育網路、開放的教學和學習素材、開放式教科書、開放式資料庫、開放式獎學⾦、共享資源教育⼯
具。這5天全球同時慶祝全球教育的『開放』與蓬勃發展。讓世界上的每個⼈都能夠接觸且負擔⾼等教育，讓教育不再是
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宣傳影⽚線上觀看
http://ocw.nctu.edu.tw/speech_detail.php?gid=1&nid=159

全球開放教育週(Open Education Week)網站
http://www.openeducationweek.org/

台灣地區開放教育週網站 
http://goo.gl/yuXiH

[⾼等教育開放資源研究中⼼| Top

聯強國際基⾦會慨捐五千萬
為有效帶動BioICT⽣醫資電跨領域研發能量，交通⼤學⾃去年宣⽰投⼊BioICT⽣醫資電研發計劃，除積極籌建『跨領域⽣
醫⼯程⼤樓̶賢⿑館』，更發起成⽴BioICT⽣醫資電聯盟。4⽇在交⼤校友會春酒宴上，聯強國際杜書伍總裁以傑出校友
⾝份出席表⽰⽀持外，更代表「聯強國際基⾦會」捐贈新台幣五千萬元予⺟校「跨領域⽣醫⼯程⼤樓̶賢⿑館」興建計
畫，由校⻑吳妍華代表接受。

杜總裁表⽰，台灣產業轉型與躍升，研發能量的提升為重要關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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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強國際杜書伍總裁以傑出校友身份出席表示支持外，更

代表「聯強國際基金會」捐贈新台幣五千萬元予母校「跨

領域生醫工程大樓—賢齊館」興建計畫。

近年來，交⼤積極投⼊⽣醫研發，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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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在半導體資通
訊ICT⽅⾯的強項，不僅能協助BioICT⽣醫資電新興產業升級，更能有
效提升台灣在⽣技的競爭⼒。

⾝為交⼤的⼀份⼦，有幸參與這場跨領域跨世代BioICT⽣醫資電轉型，
希望藉由⾃⾝及聯強國際的發展經驗，⼒促台灣研發能量的提升，同時
培育更多開創性的BioICT⽣醫資電⼈才，為國內BioICT⽣醫資電產業注
⼊新⾎︔杜總裁也表⽰，希望藉此筆捐款拋磚引⽟，吸引更多企業及校
友捐款⽀持⺟校。

交⼤這項募款計畫⾃去年推動後，獲校友及各界熱烈⽀持，其突破國內
⼤專院校⼀向以單⼀企業主勸募建築之傳統，採取眾志成城策略，提供
多年次捐款，短短半年間匯集超過五百五⼗⼈次捐款承諾。

校⻑吳妍華指出，「BioICT⽣醫資電募款計畫」推動⾄今能有此成績，要感謝校友們和社會各界的⽀持響應，雖然離總⽬
標⾦額還有⼀段路要⾛，學校會更加努⼒，⼀塊錢不嫌少，千萬元不嫌多，後續交⼤仍需⼤家的⽀持。

此次「BioICT⽣醫資電募款計畫」，交⼤的在校學⽣也深受感召，承襲交⼤飲⽔思源的校訓⾃發組成「交傲計畫團隊」，
學⼦所展現之感恩，回饋及奉獻，充分展現出交⼤除了專業學識外，在⼈格教育上的傲⼈成果。

[秘書室/| Top

《無研話》夢想家與實踐者
交通⼤學建築研究所陳思因，因為三年前在TED Talk看到的⼀場演講，萌⽣了她想要前進峇⾥島，申請蓋世界知名綠⾊學
校的純⽵⼦建築公司實習的決⼼。並且在去年勇於實踐，完成了她的夢想。

純⽵⼦公司是⼀家運⽤印尼當地建材─⽵⼦建造房屋的公司，特別是它所蓋的綠⾊學校，以使⽤綠⾊能源與綠⾊建材聞
名。陳思因抱著對建築與該家公司極⼤的熱忱，在公司沒有釋出任何徵才訊息的狀況下，主動投出履歷。可能是她的作
品，或是她的積極與熱情，感動了公司主管，讓她成為台灣第⼀位進⼊該公司實習的實習⽣，且被授權與另⼀位美國實習
⽣共同完成了⽣平第⼀棟⽵⼦屋。

事實上，思因是⼀位在台灣教育體制下⼀路成⻑的孩⼦，⼩時候曾經夢想成為植物學家、氣象專家、⼼理醫師、天⽂學家
等。但⼤學聯考後卻在不浪費分數的邏輯下，選擇主修電⼦物理。她發現選擇不是最⼤興趣，曾撂下⼀句震撼的話，「⻘
春期的我們花了絕⼤部分的時間在讀書，卻僅⽤短短幾天決定⾃⼰的未來︕」於是她透過通識教育與廣泛跨領域選修他系
課程，發現原來建築才是她的所愛，進⽽⼈⽣來了個⼤轉彎︕

現在的孩⼦在繁重的課業下，疏於傾聽⾃⼰，並且因為害怕失敗缺乏探索的勇氣。熱情、勇氣、專注是我在思因⾝上看到
的特質，也是在很多對社會有重要貢獻者⾝上看到的氣質。我相信唯有熱情，才能在⾯對徬徨與困境時，具有開創新局、
追求夢想、解決問題的勇氣。

陳思因說，未來她還要⻑期持續投⼊義築⾏列，運⽤專業幫助更多需要的⼈蓋學校。思因以⾃⾝專業具體展現夢想家兼具
實踐者的過程，令⼈佩服。我想這也是讓她眼神總是閃閃發光的重要原因。

《此⽂刊登於2013-3-9 中國時報C2版專欄》

[吳妍華校⻑| Top

賀︕《呦呦奇遇記－楊英⾵藝術之旅》及《美中強權博弈－互賴理論之分析》⼆書，
榮獲國家圖書館評選為「台灣出版Top1-2012代表性圖書」
關於《呦呦奇遇記－楊英⾵藝術之旅》︓繪本中出現了楊⼤師的⽊刻版畫《後台》，畫中的⼈物表現，帶給兒童栩栩如⽣
的感動︔鄉⼟版畫《⼒⽥》簡潔有⼒、單純化的線畫，則把⼩⽜形象，表現成半抽象的美妙造型，很富創意。…在這本書
最後⼀⾴，很巧妙的⽤「繪畫地圖」式的圖像，構成⼀幅很有導覽趣味的展⽰場，很容易讓兒童們進⼊－遊藝術校園的實
際⽣活感受︕－兒童美術．繪本教育專家 鄭明進

…《呦呦奇遇記－楊英⾵藝術之旅》不只是⼀本繪本，⽽是透過交⼤最新科技的整合，讓爸爸媽媽操作智慧型⼿機或者平
板電腦，把楊英⾵的創作，真正躍然紙上。透過擴增實境的新科技，讓楊英⾵的⽣平、想法與創作在⼩孩⼦眼前呈現。－
親⼦教育部落客．UDN 聯合電⼦報親⼦作家 Choyce

關於《美中強權博弈－互賴理論之分析》（⾼佩珊⽼師／著）︓
…本書作者巧妙透過國際關係理論之新⾃由制度主義中的「複合式依賴」理論，以1989-2001年的美中之間的⼈權、貿易
與安全為例，配合博奕理論為輔加以分析。…最⼤學術價值在於︓「觀古鑑今」，將理論與實際加以整合，提出後續研究
美中關係者的絕佳參考書籍。因此，本⼈認為此書值得國際、外交與國防有興趣⼈事閱讀的好書，亦是⼀本國關理論與安
全研究所基礎研究必備的參考書籍。－淡江⼤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兼所⻑ 翁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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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費繳費⽇期︓3⽉20⽇-4⽉1⽇⽌
101學年度第2學期學分費繳費⽇期為3⽉20⽇-4⽉1⽇。請⼤學部延修⽣、碩博⼠⽣、專班、產專、EMBA、碩⼠學程及
選修教育學程課程學⽣(需繳納學分費者)，敬請把握時間繳納︕ 
學分費繳費單請⾄出納組網⾴http://140.113.103.55/cashier/ ⾃⾏列印︕若本學期未選課者，無需繳學分費︕若同學
有學分費問題，請詢問相關單位（A.選課問題-課務組分機:50424︔B.就學貸款-⽣輔組分機: 50856︔C.其餘問題-出納
組分機:31602）學分費逾期未繳費者，視為註冊未完成，並得勒令退學。

[教務處] | Top

【教師課務資訊】102學年第2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及「相⽚清單」
⼀、「相⽚清單」列印功能︓現有的課務系統已提供網路下載「點名單」之功能，讓教師即時掌握修課學⽣之⼈數與名
單。此外為提升服務，系統增列「相⽚清單」之列印功能，以增進⽼師與同學間認識與互動之機會，本清單之順序與⽼師
上次下載的點名單順序相同，歡迎任課⽼師多加利⽤。
⼆、101學年度第2學期課務相關⽇期，請參考︓

⽇期 辦理事項 說明

2⽉18⽇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臨時點名
單」

請幫忙加強點名︕

2⽉18⽇ 上課開始 選課期間，點名單仍有變化︕

2⽉18~3
⽉1⽇

☆學⽣加退選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
輔導學⽣選課

3⽉1⽇ 學⽣⾄選課系統-確認選課狀況

3⽉4~8
⽇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
輔導學⽣選課 
☆學⽣逾期加退選

3⽉11⽇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正式點名
單」、「相⽚清單」

請幫忙加強點名︕避免有學⽣誤選或上錯課程，造成
學期末成績不理想的情況。

4⽉
15~19⽇

期中考試 採隨堂考試、照常上課

5⽉31⽇ 學⽣申請課程停修截⽌  

6⽉
17~21⽇

學期考試  

6⽉30⽇ 教師網路傳送學⽣成績截⽌（應屆
畢業⽣）

業務單位︓註冊組

7⽉10⽇ 教師網路傳送學⽣成績截⽌（⾮應
屆⽣）

業務單位︓註冊組

[教務處] | Top

【教師課務資訊】101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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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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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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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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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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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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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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102學年宿舍網路申請第三階段公告
102學年度學⽣宿舍取得住宿權名單及第三階段上網完成宿舍舍申請及第⼆階段分配結果名單。
申請及分配⽅式說明︓ 
壹、第⼀階段取得住宿權名單及備取名單、申請分配⽅式及流程請參閱住宿服務組網⾴，網址http://
housing.adm.nctu.edu.tw/，申請問題請洽住服組校內分機31495、31497或專線03-5131495、03-5131497。
貳、第三階段︓⾮原住宿⽣申請宿舍
（⼀）申請時間︓102年3⽉25⽇上午9時⾄4⽉8⽇下午15時⽌。
（⼆）為取得住宿權未完成第⼆階段申請者，分配原則是各組︓
1.⼈數優先4⼈組>3⼈組>2⼈組>1⼈組。
2.未扣點數者優先>扣點數者。
3.原則按『選課系統⽅式分配』。
4.各組別由系統亂數排序，先依序滿⾜所有4⼈組第⼀志願，無法滿⾜第⼀志願宿舍所有組別再依序滿⾜其第⼆志願，餘
類推，若組別所有志願均無法分配，同⼀組別室友會被拆開再依宿舍志願分配宿舍。4⼈組申請志願處理完，再處理3⼈組
申請志願，餘類推。
5.各宿舍寢室均由⼀樓寢室向上排序分配。
（三）第三階段處理⽅式如下︓
1.依學⽣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第三階段志願僅能填寫宿舍別，不可填寢室。
2.申請宿舍若同組任⼀同學未完成上網確認，此同學將最後分發(優先順序最低)，原申請組將視已確認⼈數決定。
例1︓四⼈組中有⼀⼈未完成確認，已確認的同學成為三⼈組，未確認同學留到最後分發。
例2︓四⼈組中有⼆⼈未完成確認，已確認的同學成為⼆⼈組，未確認同學留到最後分發。
例3︓三⼈組及⼆⼈組同上類推處理。
參、未完成者視為放棄102學年度宿舍申請權。
肆、第⼆階段分配名單請參閱住服組網⾴選宿舍系統，
網址︓http:// housing.adm.nctu.edu.tw/。
伍、102學年度宿舍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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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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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服務組網⾴「102學年宿舍申請流程」查詢。

[學務處] | Top

101學年度第⼀學期服務學習成果展
101學年度第⼀學期服務學習成果展，⾃即⽇起⾄3⽉31⽇⽌於浩然圖書館⼤廳展出，歡迎全校師⽣同仁前往參觀。現場
另有問卷抽獎活動，備有精美禮品，歡迎⼤家踴躍參加。

[學務處] | Top

102學年第⼀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申請開始
102學年第⼀學期服務學習課程申請開始，有意願開設之⽼師請⾄交通⼤學服務學習網http://service-
learning.nctu.edu.tw/download.php?gid=8參考。

[學務處] | Top

⽣輔組「失物招領義賣活動」
「101學年度失物招領義賣活動」將於3⽉27⽇⼗點起假⾏政⼤樓⼀樓⽣輔組辦公室展開，義賣所得將全數捐⼊本校學⽣
急難濟助基⾦，⽤於扶助家庭遭受急難同學之⽤，邀請全校師⽣踴躍參與，活動詳請請⾒網
⾴︓http://scahss.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admunit_news/view.php?n_id=287

[學務處] | Top

歡迎踴躍推薦同學申請「102學年度朱順⼀合勤獎學⾦」
「102學年度朱順⼀合勤獎學⾦」即⽇起受理推薦，歡迎各院系單位協助推薦符合資格同學，於102年4⽉26⽇前將申請
資料送⾄本校⽣輔組彙辦。
申請辦法請詳⾒http://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1586

[學務處] | Top

殷之同學⻑獎學⾦
「101學年度殷之同學⻑獎學⾦」即⽇起⾄4⽉18⽇受理申請，凡⼤學部學⽣之電⼦資訊相關專題實驗成果，皆可提出申
請，本年度提供2⾄4組名額，每組獎額3⾄5萬元，凡已獲校內外相關性⽐賽獎項及獲獎⾦額⼩於參萬元均可申請。機會難
得，請同學勿失良機。申請資料已公佈於獎學⾦申請系統，歡迎各位同學踴躍查詢申請。

[學務處] | Top

校外獎學⾦申請訊息
劉羅柳⽒獎學⾦
新⽵市政府清寒優秀學⽣獎學⾦
⾼雄市獎勵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獎學⾦
南投縣政府優秀學⽣獎學⾦
嘉義縣政府清寒優秀學⽣獎學⾦
台南市政府清寒優秀學⽣獎學⾦
屏東縣清寒優秀學⽣獎學⾦
桃園縣原住⺠⼦⼥獎助學⾦
蕭瑞洋梅⽵獎學⾦
在台緬甸僑⽣獎學⾦
新北市新住⺠⼦⼥獎助學⾦
CWT全⺠中檢獎學⾦
安得⼯程獎助學⾦
⼭⻄⽂教助學⾦
全國慈孝家庭楷模
勤學獎學⾦
昌益⽂教助學獎學⾦
宜蘭縣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獎學⾦
東光教育基⾦會獎學⾦
台北市失業勞⼯⼦⼥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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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學社胡敦復獎學⾦
桃園縣政府「⼩康計畫仁愛獎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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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活動
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說明會3/18-3/22各場次時間請參考下表，更多詳細活動及企業參訪資訊請上官網查詢
(http://openhouse.nctu.edu.tw/)。宵夜美⾷集點樂，天天好禮送不完，企業說明會只剩最後⼀周，歡迎同學踴躍參
加，蒐集產業資訊。

 03/18(⼀)03/19(⼆)03/20(三) 03/21(四) 03/22(五)

12:10 - 13:10 聯合利華 德州儀器 伊頓公司 第⼀銀⾏ HTC

13:20 - 14:20  ⽟⼭銀⾏ 荏原製造所
ebara

  

18:40 - 19:40 台塑企業 友達光電 中信⾦控 就業新加坡  

20:00 - 21:00 KKBOX 中租迪和 達興材料 Atlas Cop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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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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cj集團 在線實習⽣  2013/04/05

美商安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TERNS 臺北市 2013/04/21

台灣拜⽿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 臺北市 2013/04/24

億⾙股份有限公司(ebay) Risk Intern 臺北市 2013/04/28

EF教育 全球實習⽣ 中歐 2013/05/07

聯華電⼦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 新⽵縣市 2013/05/12

德州儀器⼯業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計畫 (Summer Intern Program)  2013/05/31

★公部⾨實習★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雄市⽂化局 暑期實習計畫 ⾼雄市 2013/03/22

宜蘭縣政府 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宜蘭縣 2013/04/19

⾏政院衛⽣疾病管理局 「102年暑期實習」計畫 臺北市 2013/04/19

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學⽣暑期實習計畫(不⽀薪) 臺北市 2013/05/13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1608
http://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1611
http://openhouse.nctu.edu.tw/
http://ejob.nctu.edu.tw
http://ejob.nctu.edu.tw/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25&CMID=85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25&CMID=856&JMID=20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85&CMID=816&JMID=10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44&CMID=87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44&CMID=870&JMID=24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20&CMID=85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20&CMID=851&JMID=180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31&CMID=86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331&CMID=862&JMID=226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7&CMID=84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247&CMID=84&JMID=238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Informatio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800&CMID=637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800&CMID=637&JMID=183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24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242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231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23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235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249
http://ejob.nctu.edu.tw/eJob/SharePage/WinCmpJobMain_View.aspx?&ACT=update&UMID=1201&ANO=1271&CMID=807&JMID=249


教育部 102年度⼤專⽣公部⾨⾒習計畫  2013/05/16

★兼職⼯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作地點 截⽌⽇期

⼯業技術研究院 光學及機構⼯讀⽣ 新⽵縣市 2013/04/27

⼯業技術研究院 電⼦⼯讀⽣ 新⽵縣市 2013/04/27

⼯業技術研究院 化⼯⼯讀⽣ 新⽵縣市 2013/04/27

⽴⾔翻譯有限公司 英⽂翻譯⼈才 臺北市 2013/05/11

羅技電⼦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部助理 (兼職⼯讀⽣) 新⽵縣市 2013/03/30

★家教案件★

案件名稱 科⽬細類 學⽣⾝分 家教地點 截⽌⽇期

⾼⼆理化 理化 ⾼中 新⽵市 2013/03/31

⾼⼀⽣(數學) 數學 ⾼中 新⽵市 2013/03/31

電腦家教 網站架設 ⼤學以上 松⼭區 2013/03/31

★研發替代役★
建興電⼦、安霸公司、旭德科技、優必達科技、億光電⼦
★全職⼯作★
⼒旺電⼦、⼤潤發、⼤陸⼯程、中國信託、台新⾦控、漢⺠微測、旭德科技、玖⿍電⼒、⾙⿑科技、孟華科技、⻑⽣能
源、信義房屋、保聖那管理顧問、勁鑽科技、奕⼒科技、建國⼯程、美商特翠歐、建準電機、美商網基、貞亮公司、耕興
公司、財團法⼈塑膠⼯業技術發展中⼼、創⾒資訊、揚明光學、普安科技、視翔⾼科、經貿聯網、廣達電腦、模範市場、
研究顧問、精品科技、福永⽣物科技、⿍賀科技、傳原公司、新⽵縣⽴湖⼝⾼級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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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與捷克科學基⾦會103年度雙邊共同研究計畫
⼀、 本計畫需經國科會及捷克科學基⾦會雙⽅審查均通過才算成⽴並予以補助，通過之計畫可不受國科會⼀般專題計畫補
助件數之限制。
⼆、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類別請選擇「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計畫(Joint Call)」，申請⼈除
填寫線上各項C類與I001-003申請表，亦須填具1份英⽂申請表(Table_CZ01)，連同雙⽅共同主持⼈與主要研究⼈員英
⽂履歷及其著作⽬錄等資料，以PDF檔於線上「表I004」處上傳。並請所屬單位於102年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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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附件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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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3d017294013d33115a8b02c9&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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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與斯洛伐克科學院103年度雙邊共同研究計畫
⼀、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類別請選擇「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計畫(Joint Call)」，申請書除
線上各項C類表格與I001-003申請表，申請⼈並須填具英⽂申請表(Table_SK01)，併同雙⽅共同主持⼈與主要研究⼈員
英⽂履歷及其著作⽬錄等資料，以PDF檔於線上「表I004」處上傳。並請所屬單位於102年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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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3d017294013d33245bc602fb&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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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智慧⽣活跨領域基礎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推廣計畫徵件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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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3d017294013d33245bc602fb&ctunit=31&CtNode=42&mp=1


⼀、 因本計畫有以下件數限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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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類計畫︓智慧⽣活跨領域基礎課程計畫，每校⾄多申請4案，每案以申請1⾨課程為限。
(⼆) B類計畫︓智慧⽣活創新服務學習課群計畫，每校⾄多申請2案，每案以申請1組課群為限。
⼆、 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2年4⽉25⽇前備妥請印單、計畫申請書⼀式6份(含電⼦檔光碟1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
102年4⽉29⽇前送交計畫業務組彙整，俾憑於102年4⽉30⽇前送⾄「智慧⽣活跨領域基礎與服務學習課程計畫辦公
室」辦理申請。
三、 計畫徵件須知相關附件（含計畫申請書格式）請逕⾄本計畫網站(http://www.smartliving.org.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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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103年度公告徵求補助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建議表」
⼀、 請有意提供者於102年3⽉22⽇前提供研究議題之背景說明及研究重點等資料，將電⼦檔傳送該部聯絡⼈電⼦郵件信
箱(4090@immigration.gov.tw)辦理。
⼆、 本件來函及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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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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創新發明學會「2013年國際著名發明展時間表」相關訊息
1、中華創新發明學會檢送「2013年國際著名發明展時間表」，如附件，敬請本校研究團隊踴躍參與。
2、近期已開放報名之發明展訊息如下，詳細資訊請⾄該會網站http://www.innosociety.org 查詢。
(1)『2013年義⼤利國際發明展』將於5/11-5/13舉⾏，即⽇起開始接受報名⾄4/12⽇⽌。
(2)『2013年捷克國際發明展』將於6/6-6/8舉⾏，即⽇起開始接受報名⾄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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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中⼯會學⽣⼯程論⽂競賽」活動訊息
⼀、 該會為激勵⼤專學⽣積極參與⼯程專題研究，以培養其獨⽴思考、解決問題的⽅法，並提升論⽂寫作、⼝頭報告的能
⼒，特分成⼟⽊、機械、電機、電⼦、資訊、化⼯、材料及⼯業⼯程等⼋組，舉辦此項競賽。
⼆、 參賽資格︓凡本學會學⽣分會之⼤專學⽣（不限定為會員，但不含研究⽣），積極從事⼯程專題研究者，由所屬學⽣
分會輔導⽼師推薦，均得參與本項競賽。若所屬⼤學無中⼯會學⽣分會，得由論⽂指導⽼師或系院主管代為推薦。
三、 本年度競賽報名⽇期⾃即⽇起⾄102年4⽉10⽇(星期三) 截⽌，推薦表及相關資料請以掛號寄達「臺北市羅斯福路四
段⼀號臺灣⼤學機械⼯程學系 廖洺漢教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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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專業⼈員訓練班
有關⾏政院公共⼯程委員會委託中原⼤學及中華⼤學辦理102年度「採購專業⼈員訓練班」之招⽣簡章，各班次課程相關
資訊如下︓
1、中原⼤學推廣教育中⼼招⽣簡章可⾄網址︓http://oee.cycu.edu.tw/，或電話03-2651313報名處諮詢。
2、中華⼤學推廣教育處台北分處招⽣簡章可⾄網址︓http://28850286.org.tw，或電話02-28850286報名處諮詢。
3、參加旨揭訓練班經考試及格者，由⾏政院公共⼯程委員會頒發及格證書。

[總務處] | Top

國⽴交通⼤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國⽴交通⼤學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102年1⽉1⽇起開始實施，有關科研採購說明如下︓
1、重⼤變⾰︓
（1）科研採購不適⽤政府採購法。
（2）新台幣60萬元以下⼩額採購得請購案核准後逕洽廠商採購，不需公開招標。
2、適⽤範圍︓
（1）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2）經濟部學研聯合研究計畫。
（3）其他於補助或委託契約明定適⽤者。
3、網⾴︓總務處購運組表單下載「科研採購」項，網址︓http://www.ga.nctu.edu.tw。

[總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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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21⽇

舞⽶樂 紅棗、黑棗養⽣⾷品

恩典 ⾬傘

17號草堂 ⼿⼯⼤餅

新興欣農場 茶、⼿⼯饅頭

樸鈺 客家養⽣蛋糕

開元⾷品 華航蛋糕、甜點

歐卡桑 ⿇油雞、油飯

皇家楓葉 加拿⼤北極冰蜜

東燁茶⾏ 茶葉、潽洱茶

襪襪⼯坊 襪⼦ (造型)

卡滋卡滋 爆⽶花

沛締絲 各種臻果

歐印家族 ⾏李箱

28⽇
 

新鴻友科技公司 掃瞄器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17號草堂 ⼿⼯⼤餅

浩恩 圍⼱、褲⼦、飽暖⾐

襪襪⼯坊 襪⼦ (造型)

視障學會 農產品

家兒禮品 ⾳樂包

⾦瑞發 寢具

視障學會 農產品

⾦瑞發 寢具

上賓服裝有限公司 衛⽣⾐、睡⾐、內搭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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