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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領袖學程學員 創新服務獲WISE競賽銀牌
交通⼤學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學員以「創造脊傷新⽣命」為服務主題，為⾝障者提出全新的企業雇⽤模式，參加2012年
溫世仁⽂教基⾦會舉辦的WISE團隊競賽，表現優異⾃300個隊伍中脫穎⽽出，奪得銀牌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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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領袖學程學生獲WISE競賽銀牌

張忠謀董事長蒞臨分享求學歷程。林立岡攝

參賽團隊成員來⾃不同系所與級別，分別為⼟⽊系⼤四鄭皓峰、材料系
⼤三劉庭懿、⼯⼯系⼤三李慕倢、吳岱芸和電機系⼤⼆林詩凱。專題團
隊發現，台灣脊髓損傷⼈數約兩⾄三萬⼈，對脊髓損傷者⽽⾔，雙腳或
雙⼿無法⾃由活動可能會喪失原有⼯作技能，即使⾝⼼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明訂企業需雇⽤固定⽐例之傷友，傷友就業困難的問題仍無法解決。
經過無數次討論，專題團隊提出解決⽅案的利益分析以及具商業架構的
服務企畫書，鄭皓峰表⽰，企業顧慮的問題是增設無障礙空間的成本以
及沒有合適的⼯作內容，如果能解決這些問題，傷友就能像⼀般員⼯⼀
樣順利⼯作。完善的計畫使得參賽團隊⾃300個隊伍中脫穎⽽出，取得
決賽資格。

團隊概念是讓企業雇⽤不⾜額傷友⽽需繳給政府的罰⾦，轉向⽀出給社會企業，讓「罰款」轉化為對社會企業與國家的
「投資」。他們提出企業、⾝障者、團隊「三⽅合約」營運模式︓企業雇⽤脊髓損傷傷友，傷友委由團隊管理︔團隊提供
適合脊髓損傷傷友的環境以及管理制度，企業無需擔⼼無障礙空間問題衍⽣的成本負擔，團隊也不必⽀付薪⽔給予脊髓損
傷傷友，⽽傷友經過職訓後可以創造商業價值，不僅幫助脊髓損傷傷友找到穩定的⼯作，也為企業解決⾝障員⼯名額不⾜
的問題。

此專題課程團隊由交⼤校友、領袖學程指導委員悅智全球董事⻑⿈河明指導，從問題發想、提案到解決策略，共同思考⾝
障者可能會遇到的各種困難，為傷友激盪出各種解決⽅案與策略，期望幫助更多傷友，並且拋磚引⽟，喚醒⼤眾對於社會
議題的重視與關切。專題課程班⻑李嵩聲表⽰，「我們並不只是寫⼀份企劃書，競賽只是我們將⼿邊的資料與想法統合⽽
已，我們的⽬標是真正實現出這種模型的社會企業。」

團隊也舉辦公益餐聚邀請業界⼈⼠參與，宣傳脊傷創新服務的理念與營運模式，獲得許多企業代表的肯定與⽀持，期待播
下的種⼦能在不久的將來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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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無法改變 張忠謀董事⻑勉交⼤⽣Stay flexible
「歷史無法改變，也許有遺憾，但讓我回到過去，我也不會改變⾃⼰的
選擇︕」交通⼤學校⻑講座26⽇邀請到台積電董事⻑張忠謀先⽣蒞臨，
分享過去在哈佛⼤學、⿇省理⼯學院(MIT)的求學經驗與⼼路歷程，勉
勵學⼦廣泛學習，追求夢想的同時抓住麵包，Stay flexible︕

張董事⻑歷經哈佛⼀年、⿇省理⼯學院五年以及史丹佛⼤學博⼠求學⽣
涯。哈佛⼤學是他學習⼈⽣的正式開始，⾯對⻄洋⽂化的競爭，他從⺠
主、媒體、歷史、⾃由到⽂藝、運動、語⾔，將⾃⼰完全浸⾝在美國⽂
化之中︔他與專攻不同領域的新鮮⼈共同⽣活，討論物理、化學、政
治、外交、⼯程，了解到⼈類與學習的多元化︔他也在校園中體驗⾃由
與法治，並養成對莎⼠⽐亞的喜愛。張董事⻑表⽰，在哈佛求學的過程
可說是⼀場「可帶⾛的盛宴」。

⾯對眾⼈「念⼯程怎麼不去MIT」的疑問，張董事⻑決定往⼯程師邁進，前往⿇省理⼯學院機械系就讀，實現新期待的第
⼀步，他認為MIT求學階段是他最重要的學習，給予了他謀⽣本領。話鋒⼀轉，張董事⻑也說，從60年以後的今天來看，
學習這麼久的時間，也許只運⽤到5-10%，⽽在哈佛所學，卻是處處可運⽤。

1955年2⽉，張董事⻑⿇省理⼯博⼠資格試落第，對他帶來⾮常⼤的打擊，在學術界服務的想法破滅，消極⼀周後他決定
⾯對現實，調整⾃⼰的期待，開始求職，同年5⽉正式進⼊半導體業。⾔及⾄此，張董事⻑念了⼀段當時他離開MIT所寫的
⽂字，「她(MIT)給予我就業的本錢，但當我要求她所能給予的最⾼學位時，她把⼿縮回去，她不再理我了。讓她保留她
的博⼠學位，她的書本，她的實驗室罷。我有很⻑的⼈⽣路程要⾛，讓我昂起頭來，開始⾛這條路。」

激昂的⾔語讓現場學⽣提問「回⾸過去是否有遺憾︖」張董事⻑認為，歷史是無法改變的，對於過去當然有遺憾，也許更
⽤功就能考取MIT博⼠，但是歷史是不能改變的，⽽他也不想改變，因為進⼊產業界後，他的遺憾就補⾜了。曾有作家夢
的張董事⻑，在學⽣提出夢想與麵包取捨的問題時表⽰，追求夢想不⼀定對，尤其年輕⼈夢想會改變，⽽接受麵包永遠是
件好事，麵包有時還會變成蛋糕︕但僅接受麵包過於短視，「所以介乎夢想與麵包中間的追求是最好的，讓⾃⼰Stay
flexible︕」

吳妍華校⻑感謝張董事⻑蒞臨演說，1987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創⽴，不僅對台灣半導體貢獻卓著，也促成全
球半導體⼯業的興起，成為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領頭⽺。張董事⻑學業與事業的成就讓⼈望其項背，希望學⽣能藉由張董事
⻑求學歷程的分享，從中獲得啟發。 

更多訊息請⾒︓ http://www.pac.nctu.edu.tw/Activity/activity_summary.php?id=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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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炳飛教授(左上)、簡仁宗教授(右上)、杭學鳴教授(右

下)、陳冠能教授(左下)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獎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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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吳炳⾶、簡仁宗、杭學鳴、陳冠能教授獲中國電機⼯程學會獎肯定
本校電機系吳炳⾶教授、簡仁宗教授與電⼦系杭學鳴教授榮獲中國電機
⼯程學會101年度「傑出電機⼯程教授獎」，電⼦系陳冠能教授獲「優
秀⻘年電機⼯程師獎」，四位教授同時獲得中國電機⼯程學會之肯定，
為交⼤重要學術成就指標再添佳績︕

吳炳⾶教授專精於影像辨識處理、智慧⾞安全與控制系統、⾞⽤電⼦嵌
⼊式系統整合設計以及智慧型輪椅系統。帶領跨校團隊，設計台灣第⼀
輛具有⻑程實路經驗，滿⾜ISO2631的駕駛員舒適度功能，整合智慧型
控制與影像辨識的先進智慧⾞TAIWAN iTS-1，並提出智慧型運輸系統
的弱勢⽤路⼈保護服務，為全世界第⼀個研究智慧⾞輛系統同時考慮⾞
輛與弱勢⽤路⼈的互動研究。吳炳⾶教授在智慧型運輸系統領域的研究
成果卓越，獲得IET Fellow、IEEE Fellow榮銜，也獲頒潘⽂淵⽂教基
⾦會研究傑出獎、國科會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經濟部國家發明創作
獎。

簡仁宗教授從事機器學習相關學術理論之創新，並鑽研語⾳辨識、資訊檢索、⼈臉辨識、訊號分離等多媒體系統之核⼼技
術。簡教授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曾多次受邀赴美國及⽇本重要學術單位進⾏訪問研究，並發表研究成果於國際頂尖學
術期刊，赴英國劍橋⼤學、美國普林斯頓⼤學、哥倫⽐亞⼤學等重要學術單位發表研究成果。曾獲國科會吳⼤猷紀念獎、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劃獎及兩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肯定。

杭學鳴教授的研究領域為影像處理及多媒體通訊，曾任職美國AT&T⾙爾實驗室七年餘，受到業界⼯作經驗的影響，研究
傾向結合理論與實⽤︔近⼗年來，與交⼤同仁組成團隊，參加國際MPEG標準會議，有數項具體成果成為標準⽂獻，推廣
交⼤研發於國際舞台。杭學鳴教授的學術貢獻獲得2000年 IEEE千禧年獎、2002年IEEE Fellow、2008年IET Fellow，
⽬前任the Asia-Pacific Signal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ssociation (APSIPA)理事及Distinguished Lecturer。

陳冠能教授為美國⿇省理⼯學院電機⼯程與資訊科學博⼠，研究領域為三維積體電路(3D IC)、異質整合元件及製程，曾
任美國IBM華⽣研究中⼼研究員及計畫主持⼈。已發表130篇國際期刊及會議論⽂、核發專利及申請中專利70項，曾獲研
華傑出⻘年教授獎、台灣電⼦材料與元件協會傑出⻘年獎、國⽴交通⼤學產學技術交流卓越貢獻獎、IBM發明成就獎，前
瞻技術成果豐碩，半導體國際⼤廠爭相提出授權合作機會，擁有極⾼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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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y Xʼmas
每年耶誕節前⼣，圖書館⼤廳總是充滿濃濃過節氣息，早上踏進⼤廳就
會聽到鋼琴⾃動彈奏輕快的聖誕歌曲，讓⼈⼼情輕快了起來︕有⼈知道
聖誕⽼公公已經在交⼤服役幾年了嗎︖

學聯會也將⼤家的願望裝進廢棄保特瓶內，在圖書館前廣場布置了環保
聖誕樹。為校園增添了⼀股過節的氣氛。

你也有歡樂的照⽚想跟⼤家分享嗎︖歡迎加⼊Facebook國⽴交通⼤學粉
絲團，踴躍上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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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研話》培養運動家精神
最近⼤專盃各項賽事正如⽕如荼的進⾏中，交通⼤學男⼦籃球⽇前獲得公開⼀級取得外卡資格，近⽇要爭取明年進⼊甲級
的機會，是交⼤男籃在⼤專盃表現最好的⼀年。

交⼤培育的校友和學⽣，⼀直以來給外界的印象是「校友團結」、「對產業界有貢獻」、「聰明會讀書」，甚⾄可能是
「宅」的負⾯形象。很少⼈深⼊瞭解，其實交⼤的學⽣也熱衷於體育及課外活動。每晚校內的體育場所，總是⼈聲⿍沸、
熱鬧沸騰直到⼗⼀點關燈後。

也有很多校友，離校多年後仍⾮常關⼼⺟校的體育發展，如施振榮學⻑、宣明智學⻑，以及已逝世的⾼次軒學⻑，經常給
予學弟妹很多的資源與建議，甚⾄親臨⽐賽現場為他們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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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現已成為社會領導⼈物的校友，在校成績可能不特別優異，但多半熱衷於體育競賽。除此之外，很多畢業校友也說，
參加球隊、梅⽵賽讓他們交到了⼀⽣的朋友，並成為創業伙伴。

台灣的升學制度讓我們的孩⼦時常埋⾸於課業之中。事實上根據科學研究，適度運動不僅對⾝體健康有益，多巴胺、正腎
上腺素、⾎清素等神經傳導物質的分泌，對情緒發展、學習皆有極⼤幫助。更重要的是潛移默化中學習互動分享、領導等
特質，也培養運動家精神。

現代奧運之⽗古柏丁男爵曾說︓「奧運會最重要的不是贏得⽐賽，⽽是參加⽐賽。」所謂運動家精神，即是競賽中挑戰⾃
我、堅持⽬標、合作，甚⾄失敗等參與的每個過程。無論交⼤校隊在今年⼤專盃的表現如何，相信這些孩⼦早已在奮⼒拚
搏中，學習最寶貴的運動家精神︕

《此⽂刊登於2012-12-22 中國時報C2版專欄》

[吳妍華校⻑| Top

102年國際 SCI 及 SSCI 期刊發表論⽂的 研究⽅法與撰寫招⽣中
您的論⽂要如何增加獲取SCI及SSCI國際期刊的採納︖除了撰寫技巧的導引之外，協助您釐清研究主題、確認研究⽅向與
加強分析判斷能⼒，更是您在此堂課程中可以實實在在增強功⼒的⽅式之⼀。
由夏威夷⼤學名譽教授，1997年獲選為「夏威夷⼤學90年歷史中之90位傑出教授」、現任中興植病系客座及研究講座教
授的柯⽂雄博⼠，帶領您⼀起寫出更具價值的論⽂。

◆報名資格︓碩博⽣、學校教師及公私⽴研究單位⼈員及有興趣⼈⼠
◆ 上課時數︓32⼩時 (每次上課4⼩時，共8次)
◆ 上課⽇期︓102年2⽉23⽇⾄4⽉20⽇(每週六)，
上午9:00am~11:00am正課及下午1:00~3:00pm諮詢討論(全體參加)
◆ 上課地點︓國⽴交通⼤學光復校區
◆ 課程費⽤︓5,000元（學校教師與研究⽣優惠價4,000元，請於報到時出⽰證明⽂件）
◆ 報名⽅式︓⼀律採線上報名，即⽇起⾄http://ccet.nctu.edu.tw/programs_view.php?id=219
◆ 聯絡⼈︓交通⼤學推廣教育中⼼劉素梅⼩姐
電話:03-5724045 E-mail:viona@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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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書抽20張台北書展⾨票 交⼤出版社邀您⼀起逛書展
凡即⽇起⾄2013.01.15於交⼤出版社網站（http://press.nctu.edu.tw）購書，
不限⾦額即贈讀書有感紅包袋⼀組，
還可參加書展⾨票抽獎， 
獎項為「2013第⼆⼗⼀屆台北國際書展⾨票」1張
共有20個中獎機會哦︕（⼀⼈限得⼀張）

得獎名單將於1/18於交⼤出版社粉絲專⾴公佈，並以e-mail通知得獎者。
交通⼤學出版社粉絲專⾴http://www.facebook.com/nctu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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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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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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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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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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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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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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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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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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2學期跨校雙主修/輔系申請開始囉
凡本校⼆年級⾄四年級上學期學⼠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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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相關規定
後，⾃即⽇起⾄102年1⽉31⽇⽌，備⿑相關資料向註冊組提出申請。申請跨校雙主修/輔系之詳細規定，請參閱網
址︓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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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讀與就業資訊
就業宣導
⾏政院⻘輔會職涯創業輔導措施EDM
家教⼯讀 
徵理化家教
新⽵郵控企業商⾏誠徵⼯讀⽣ 
新⽵律師公會徵⼯讀⽣
全職⼯作 
波⼠頓諮詢集團（⽇本）招聘赴⽇⼯作⼈才
富邦⾦控職缺招募 
匯源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誠徵⾦融模型分析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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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我⻘春 唱我夢 ~~ Sing my youth Sing my dream ~⻘春盃合唱⽐賽
⼈不痴狂枉少年，⻘春和夢想或許是現在式、或許是過去式。 藉由⻘春盃合唱⽐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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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時間︓102年 1⽉ 18 ⽇⽌，採網路報名。（網址︓http://ppt.cc/CtI_）
參加辦法 : 請⾄課外組網⾴點選活動公告查詢.
粉絲專⾴網址 : http://www.facebook.com/NCTUSingYoung
學聯會網址 : http://stunion.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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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訂定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報告繳交管理措施，並⾃102年2⽉1⽇
起全⾯實施
⼀、 國科會函知為加強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含期中進度、期末及出國⼼得)報告管理，訂定該會專題研
究計畫經費結報及研究成果報告繳交管理措施，並⾃102年2⽉1⽇起全⾯實施。
⼆、 請本校相關⼈員確實於計畫執⾏期滿3個⽉內向該會辦理經費結報，並請計畫主持⼈依規定期限前⾄該會網站線上繳
交研究成果報告及出國⼼得報告等電⼦檔。逾期未辦理致計畫未完成結案者，該會將依規定按情節輕重予以處置。未依規
定辦理經費結報並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致計畫未完成結案情節嚴重者，將調降執⾏機構下年度補助計畫管理費⽐例。
三、 未依規定繳交研究成果報告(期末報告及出國⼼得報告)者，依情節輕重處理⽅式如下︓
(⼀) 於完成計畫結案前不再核給計畫主持⼈新的計畫。
(⼆) 逾執⾏期限迄⽇6個⽉以上未結案之計畫，對執⾏機構追繳該計畫管理費總額50%。
(三) 逾執⾏期限迄⽇1年以上未結案之計畫，對執⾏機構追繳該計畫全部管理費，並於執⾏機構下期計畫撥款時，將未結
案之補助經費扣除，扣除範圍如下︓
1. 未繳交成果報告者︓扣減該計畫核定總經費並撤銷計畫。
2. 未繳交出國報告者︓扣減該計畫未繳交出國報告部分之國外差旅費。
(四) 執⾏機構如仍未能辦理結案，該會得調降執⾏機構下年度補助計畫管理費⽐例。
四、 多年期計畫期中進度報告依規定應於各期中各年計畫執⾏期滿前2個⽉⾄該會網站線上繳交，未繳者經該會催告後之
處置︓
(⼀) 新制多年期(全程執⾏期間僅核給1個計畫編號)︓於期中執⾏年度期滿前已繳交報告者，得通知次年度請款，期中執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http://career.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8/admunit_news/view.php?n_id=641
http://career.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8/information/view.php?n_id=709
http://career.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8/information/view.php?n_id=708
http://career.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8/information/view.php?n_id=707
http://career.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8/information/view.php?n_id=711
http://career.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8/information/view.php?n_id=712
http://career.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8/information/view.php?n_id=706
http://ppt.cc/CtI_
http://www.facebook.com/NCTUSingYoung
http://stunion.nctu.edu.tw


⾏年度期滿仍未繳交者，該會得隨時主動通知終⽌計畫執⾏。
(⼆) 舊制多年期(全程執⾏期間各年核給計畫編號)︓對於該計畫執⾏年度期滿前已繳交報告者，得核定通知下年度計畫簽
約請款︔執⾏年度期滿後始繳交者，下年度計畫⾃繳交⽇之次⽉1⽇起執⾏︔再經該會限期催告仍未繳交者，不核定下年
度計畫，該會得主動辦理註銷下年度(含)以後之計畫。
(三) 多年期計畫超過期中各年執⾏期限始繳交進度報告者，不予回溯核定(通知)舊制(新制)多年期下年度計畫，如有合理
理由，須經該會個案同意後才可追溯執⾏，同時依逾期繳交之⽉數之⽐例扣減管理費。
(四) 舊制計畫如有延⻑執⾏期限，繳交進度報告之期限仍為原核定通知之執⾏期限。
五、 上開措施適⽤各年度已核定執⾏之所有計畫。逾期未辦理經費結報者，相關管理措施請詳參「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
費結報管理措施」，或請向會計室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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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公開徵求博⼠班研究⽣「102年赴中歐維謝格勒基⾦會成員國短期進修研究計
畫」
⼀、 國科會公開徵求102年補助國內⼤學院校博⼠班研究⽣赴中歐國際維謝格勒基⾦會成員國（捷克、匈⽛利、波蘭及斯
洛伐克等國）短期進修研究計畫，校內截⽌⽇⾄102年1⽉28⽇⽌。請⿎勵 貴單位在學1年以上博⼠⽣踴躍提出申請。
⼆、 請申請⼈於校內截⽌⽇前將申請資料各⼀式2份交系所單位慎加審核後備函，會相關單位後辦理申請。另請將申請資
料（推薦函除外）合併製作成PDF檔以E-mail寄送國科會國際合作處承辦⼈。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作業要點說明等相關⽂件，或請⾄國科會國際合作處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3babae7c013bb6dda8160058&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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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環境保護署102年度「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計畫」公開徵求
⼀、 本計畫申請書應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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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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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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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2年2⽉5⽇下午5時前寄(送)達該署收辦。
三、 相關⽂件及表格請⾄該署資源回收網站活動連結處(http://recycle.epa.gov.tw)查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科學⼯業園區管理局公開徵求102年度「科學⼯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 本計畫申請機構資格為依「科學⼯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3條規定設⽴，且財務健全經核准於科學⼯業園區管理局
設⽴之科學⼯業，透過產學合作模式，結合學研機構提出申請。申請機構需於102年2⽉20⽇下午5時前備函檢送申請⽂件
送達該局辦理申請。
⼆、 請有意申請教師所屬單位備妥請印單、學研機構主持⼈聲明書、合作研究意向書(請加蓋主持⼈章) 、申請總表及計畫
經費總表，會辦本校相關單位後⽤印，再送交合作之園區廠商，由其依規定提出申請。【計畫經費編列時，本校管理費請
以學研機構補助款之「⼈事費(不含研究主持費)」、「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總和之15%編列︔本年度並請勿編列「研究
設備費」】。
三、 計畫相關辦法、申請注意事項及申請相關⽂件請逕⾄該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最新消息或「研發及⼈培
→表單下載」項中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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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科學⼯業園區管理局公開徵求「102年度科學⼯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中部科學⼯業園區管理局訂於102年1⽉8⽇(星期⼆)下午2時假該局4樓401室簡報室辦理
「102年度科學⼯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宣導說明會。
⼆、 本計畫申請機構資格為依「科學⼯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3條規定設⽴，且財務健全經核准於中部科學⼯業園區管
理局設⽴之科學⼯業，透過產學合作模式，結合學研機構提出申請。申請機構需於102年3⽉8⽇前備函檢送申請⽂件送達
該局辦理申請。
三、 請有意申請教師備妥請印單、學研機構主持⼈聲明書、合作研究意向書(請加蓋主持⼈章) 、申請總表及計畫經費總
表，會辦本校相關單位後⽤印，再送交合作之園區廠商，由其依規定提出申請。【計畫經費編列時，本校管理費請以學研
機構補助款之「⼈事費(不含研究主持費)」、「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總和之15%編列︔本年度並請勿編列「研究設備
費」】。
四、 請有意參加計畫宣導說明會教師屆時逕⾃前往，計畫相關規定及申請書表格請逕⾄該局網站
(http://www.ctsp.gov.tw)「投資引進→研發精進」項⽬中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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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授權軟體的版本更新
資訊技術服務中⼼近期陸續提供校園授權軟體的版本更新，已開放全校教職員⽣下載安裝使⽤，包含Visual Studio、
Acrobat、Office、Maple等軟體，皆可於軟體伺服器下載安裝，更多相關資訊請參考校園授權軟體服務
網https://ca.nctu.edu.tw。
(⼀)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2︓
Visual Studio是⼀種整合式的開發環境，包含各種⽤於規劃、開發、測試、診斷及⾃動化的進階⼯具。在2012版本中提
供專業版/進階版/旗艦版等3種不同組合，可視需求安裝使⽤。
(⼆) Microsoft Office 2013︓ 
Office 2013 沿⽤ Office 2010 的功能表列，外觀上則與微軟新版作業系統Windows 8 整合。安裝時能將您現有的舊版
本Office 直接更新⾄最新版本，⽅便您使⽤熟悉的 Word /Excel /Powerpoint /Outlook 等功能。採⽤KMS認證機制，
不使⽤安裝序號。未通過認證可正常使⽤30天，30天後若仍未認證，將影響正常操作，請儘速進⾏認證。
(三) Adobe Acrobat XI︓
Adobe Acrobat 是專業的PDF編修軟體，相較於其他類似軟體，在⽂件的編輯、加密、⽂字辨識⽅⾯都有更好的效能。安
裝時，能將您現有的舊版Acrobat 直接更新⾄最新版本。請在 FTP 上的Adobe_License.html 取得授權碼，在安裝過程
中輸⼊。
(四) 數學運算軟體Maple 16網路授權版︓
由教務處微積分⼩組購置、應⽤數學系管理，資訊中⼼提供全校教職員⽣下載使⽤。使⽤時必須在有網路連線，以便連線
⾄伺服器取得授權。網路版軟體不使⽤安裝序號，需輸⼊伺服器位址等資訊，請參閱 Maple16_Install.pdf 進⾏安裝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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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讀書室無線網路問題
⽬前宿舍讀書室無線網路僅有10舍(B1) 、 ⽵軒(1F) 、12舍 (B1) 歸資訊中⼼管理，若是其他宿舍讀書室之無線網路問
題需請洽 住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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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3⽇

汎亞⽂化 童書、雜誌、世界印象地圖

歐卡桑 ⿇油雞、油飯

17號草堂 ⼿⼯⼤餅

啟榮 ⾬傘

元素綠化 銀杏、海藻系列產品

上賓服裝有限公司 衛⽣⾐、睡⾐、內搭褲

城欣 ⽵碳襪⼦、陶瓷鍋

新興欣農場 茶、⼿⼯饅頭

內灣⼟⾖康 堅果烘焙坊

新榮陽 氣墊⽪鞋、排汗衫

⼭岳鞋屋 氣墊鞋

17號草堂 ⼿⼯⼤餅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宜⼒ 乳酸菌、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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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佑品商⾏ 野⽣酸楊桃

益優國際(股) 圍⼱、絲⼱、帽⼦

陳師傅餅舖 ⼿⼯蛋捲、餅乾、鳳梨酥

⽵光協會 ⼿⼯藝術蠟燭

全信實業 ⽵碳健康系列、無患⼦清潔劑

美商英瑞其 伊美保養品(安全醫美)

⽟觀軒翡翠店 翡翠、寶⽯

  

17⽇

羅漢⾷品 蜜餞、榛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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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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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傑 吸⽔⽑⼱、記憶枕、精油

施美 沐浴乳、清潔⽤品

歐卡桑 ⿇油雞、油飯

采鑫 有機⾷品

河童桃⾷品 ⽔果飴、麵包

⾺莉公司 男、⼥衛⽣⾐

天然莊企業社 阿⾥⼭⾼⼭烏⿓茶

24⽇

信良⽣活館 洋⾁爐、智能積⽊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17號草堂 ⼿⼯⼤餅

樸鈺 客家養⽣蛋糕

凰祥⼯作室 兒童⾙⽒⽛刷、蘆薈蜂膠⽛膏

東燁茶⾏ 茶葉、潽洱茶

  

  

  

  

啟榮 ⾬傘

17號草堂 ⼿⼯⼤餅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新興欣農場 茶、⼿⼯饅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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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吉興 德國豬腳

浩恩 褲⼦、飽暖⾐

沛締絲 各種臻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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