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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U Formosa團隊獲2012年亞太區國際基因工程競賽

金牌獎肯定

運管系李昱霆(右二)以俐落的饒舌表演獲得冠軍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

創新育成中⼼
2012國⽴交通⼤學創新育成中⼼成果展

NCTU Formosa團隊獲2012年亞太區國際基因⼯程競賽⾦牌獎肯定
發展丁醇⽣產細菌技術 替代⽯化能源促進環境永續發展

能源短缺已成為全球關注的議題，交通⼤學⽣科系NCTU Formosa團隊
發展出「⾼產量丁醇⽣產細菌」技術，利⽤多基因轉移組裝丁醇，可取
代⽯油供應汽⾞使⽤，成為⽯化能源重要替代品。此⼀研究獲得⾹港科
技⼤學舉辦之International Genetically Engineered
Machine（iGEM）「2012年亞太區國際基因⼯程競賽」⾦牌，獲得吳
妍華校⻑及⽣科系⿈憲達主任⼤⼒⽀持，11⽉前往美國⿇省理⼯學院參
加「2012年國際合成⽣物學世界盃競賽」。

NCTU Formosa團隊由交通⼤學⽣物科技學系曾慶平教授、李曉⻘助理
教授、陳煜沛助理教授帶領，指導19位學⽣利⽤多基因轉移技術發展
「⾼產量丁醇⽣產細菌」，在⼤腸桿菌中組裝出⽣質丁醇⽣產途徑，使
⼤腸桿菌可以代謝醣類⽣產丁醇，丁醇能量密度接近汽油，可以取代⽯

油加⼊汽⾞中使⽤，成為⽯化能源的重要替代品。當技術進⾏到量產階段，可以利⽤此基因改造細菌，將稻桿、⽟⽶梗等
農業廢棄物轉換為⾼價值的丁醇，對商業應⽤以及環境保護永續發展帶來極⼤貢獻。

李曉⻘助理教授表⽰，這項代謝路徑設計技術可以突破現有分⼦⽣物學多基因轉殖不易成功的瓶頸，未來不僅能⽤於⽣質
丁醇⽣產，更能推廣到其他⽣質能源、製藥⼯程等領域，是遺傳⼯程及合成⽣物學的突破性進展。曾慶平教授也表⽰，這
項技術結合⽣物科技、商業應⽤以及環境永續發展，期望未來在⽣質能源議題和⼯業發展上提供貢獻。

「2012年國際合成⽣物學世界盃競賽」是「合成⽣物學」領域最⾼級競賽，今年吸引194組來⾃世界各國的學⽣參與︔由
⾹港科技⼤學舉辦的「2012年亞太區國際基因⼯程競賽」為亞太區初賽，共有52組團隊參與。團隊需將研究想法、實驗
步驟與成果，編輯成維基網⾴，在⼤會現場⼝頭報告實驗成果︔「⾼產量丁醇⽣產細菌」的數據已達到世界級實驗室內可
⽣產的最⾼產率，獲得評審⼀致的激賞，榮獲⾦牌殊榮。陽明⼤學、台灣⼤學同時也獲得⾦牌獎肯定。

NCTU Formosa團隊成員︓分⼦⽣物研究所吳劭易、⽣物科技系劉⽂堅、張舒涵、曾德容、李加榮、蔡律安、張庭、彭凱
駿、林易、余捷誠、吳政軒、許資筠、游淳惟、鄭宇哲、陳蔚庭、謝欣芸、鍾佳蓉、蘇慶任、光電系胡勖⽂也將在指導⽼
師的陪同下，於11⽉前往美國⿇省理⼯學院參加「2012年國際合成⽣物學世界盃競賽」，期望為學校贏得更⾼的榮耀，
並且在世界舞台展現交⼤優異的研究成果。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NCTUʼs Got Talent 展現不⼀樣的NCTU Style︕
「NCTUʼs Got Talent! I just want to make you happy happy
happy︕NCTU Style︕」NCTUʼs Got Talent英⽂才藝競賽30⽇順利
落幕，交通⼤學運輸管理學系⼤⼆李昱霆以俐落的饒⾆表演⽅式呈現當
紅的「江南Style」，為⽐賽現場掀起最⾼潮，勇奪冠軍︕

⼀年⼀度的NCTUʼs Got Talent是由交⼤語⾔中⼼主辦、交⼤校友會贊
助的英語才藝競賽。10⽉24⽇初賽即吸引近百名學⽣參加，經過激烈競
賽後15組隊伍勝出，於30⽇⼀同⾓逐冠軍之位。獲得冠軍的李昱霆以流
利的英⽂帶來⾳樂劇演出，結合Lady Gaga、韓國當紅歌⼿PSY
「Gangnam Style」作品展現「NCTU Style」的⻘春與活⼒，詼諧演
出獲得滿堂彩，順利得冠，同時獲得由校友會提供的New iPad⼀台。

亞軍由電機系⼤⼆楊職銓、張哲豪抱⾛，模仿蘋果創辦⼈賈柏斯發表新產品「iDiot」與語⾳系統「犀利」，兩⼈以唱雙簧
⽅式帶來流利英⽂脫⼝秀，並結合電影橋段與舞蹈表演，說學逗唱樣樣來，獲得評審⻘睞。

以撥弦樂器烏克麗麗(Ukulele)⾃彈⾃唱的機械系⼤⼆周鈺婷，將Jason Mraz的Iʼm Yours及Jessie J的Price tag兩⾸歌曲
合⽽為⼀，清亮的嗓⾳搭配俐落的琴聲，讓現場觀眾聽得如癡如醉，奪得第三名佳績。

除了戲劇、歌舞、烏克麗麗⾃彈⾃唱演出，其他選⼿也精⼼設計表演內容，帶來啦啦隊、合唱以及模仿秀、反串秀等精彩
表演，使出渾⾝解數展現「I Got Talent」︕

語⾔中⼼表⽰，今年是第⼆屆英語才藝競賽，提供有才藝⼜能將英⽂融⼊其中的學⽣們⼀個讓⾃⼰發光的舞台，⽽這項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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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推出「竹縣英語通APP」，讓外籍遊客也能輕鬆遊

竹縣。照片引用自聯合報

⽂才藝競賽，不僅提升交⼤同學的英語能⼒，也讓平⽇習慣待在電腦前的宅宅⼤學⽣們⾛出室外、練習英⽂秀才藝。精彩
的決賽演出也讓評審們眼睛為之⼀亮，讓⼤家看⾒了交⼤⼈不⼀樣的NCTU style︕

更多2012 NCTUʼs Got Talent英語才藝競賽⽐賽結果與精采花絮，請上臉書NCTUʼs Got Talent的粉絲專
⾴︓http://www.facebook.com/nctugottalent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ENGLISH READY︕2013臺灣燈會樂迎國際嘉賓 縣府交⼤推出「⽵縣英語通」智
慧觀光服務APP

有朋⾃遠⽅來，⽵縣ENGLISH READY︕新⽵縣政府結合在地產學合作
⼒量，包括了國科會智慧⽣活科技區域整合中⼼Eco-City健康樂活城、
教育部顧問室CRE@Taiwan臺灣智活⽂創聯盟，以及交⼤業界校友好書
服⽂創科技，共同研發推出「⽵縣英語通︓新⽵縣英語服務標章優質店
家智慧⾏動APP」，要提供2013臺灣燈會「⽵光盛宴」國際觀光客更便
利、周到和體貼的服務。

邱鏡淳縣⻑表⽰，新⽵科學園區本來就有許多國際商務⼈⼠往來，⽽未
來隨內灣⼀線九驛與桃園中正國際機場連線計畫發展，新⽵縣勢必躍升
為臺灣國際觀光的新亮點。因此他特別重視要提升新⽵縣整體英語服務
品質，2011與2012年兩年來新⽵縣已輔導144個商家通過⾏政院研考

會的英語服務標章，更有16個商家榮獲英語服務標章⾦質獎。這些成果結合交⼤的科技研發能量，變成⽅便國際旅客使⽤
的智慧⾏動APP服務，就從2013臺灣燈會開始推動，他實在⾮常感動，更看到新⽵縣觀光產業國際化發展的新希望。

國科會智慧⽣活區域整合中⼼Eco-City健康樂活城主任交⼤教務⻑林進
燈講座教授指出，交⼤所研發的「⽵縣英語通APP」是很完整的國際智
慧觀光導覽服務⽅案。四⼤旅遊資訊分類檢索服務包括︓觀光遊憩、住
宿餐飲、購物消費與醫療機構，讓外國旅客只要⼀機在⼿就不會錯過新
⽵縣的好⼭好⽔、特⾊產業與優質店家。這正是應⽤資通訊科技推動台
灣智慧城市發展的最佳範例，也顯⽰交⼤不僅重視科技研發，更能與台
灣在地⽂化緊密結合，推動真正創新的服務。

設計者交⼤傳播與科技學系林崇偉教授說，「⽵縣英語通APP」結合交
⼤在服務科學與智慧⾏動的研究成果，有許多經過國際旅客測試後感到

⾮常驚艷的貼⼼設計。像是APP單⼿就能操作的主功能互動介⾯不讓旅客⼿忙腳亂︔結合衛星定位技術的分類主題地圖可
迅速掌握鄰近觀光遊憩資訊︔還有智慧導航、參考街景、⾃動電話撥號與訂位服務，以及特殊設計的豐富的中英⽂對照資
訊，⽅便外國⼈向本地⼈問路，不僅保證讓國際旅客從此在⽵縣絕不迷路，更能「不只是過客」，也就是「不只是經過客
家庄」，深度體驗新⽵縣，更愛上新⽵縣。

「⽵縣英語通。Hsinchu English Ready」是免費的iOS與AndroidAPP。請以智慧型⼿機或平板電腦⾄iTunes APP
Store或Google Play檢索新⽵縣，或拍攝QRCODE紅⾊（iOS）或藍⾊（Android）即可下載安裝使⽤︕

[數位創意與⾏銷策略實驗室| Top

傳科系媒體實習展 體驗「媒況」的酸甜苦辣
交通⼤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的學⽣於10⽉23⽇18︓00舉辦實習成果展「媒況」，由傳科系⼤四的41位同學們，在浩然圖書

館地下⼀樓國際會議廳展現暑假時的實習成果，分享在業界體驗到的⼯
作趣事與⼼得。

實習展的主題取⾃「煤礦」的諧⾳「媒況」，意在呈現同學們的「媒體實習情況」。活動以實習單位的性質區分為平⾯媒
體類、⾏銷類、多媒體類三⼤時段，以動態與靜態兩種⽅式呈現。⾸先以影⽚⼩組造訪各實習單位拍攝的同學⼯作紀錄⽚
開場，接著與觀眾進⾏問答⼩遊戲，讓來賓瞭解⽬前媒體的產業概況與公司業務運作，再由實習同學於舞台區和觀眾⾯對

⾯分享實際體驗。

在中國時報擔任實習記者的洪欣慈表⽰，實習期間瞭解了許多以往未曾
接觸的領域，跟著記者跑了不同路線的採訪，除了磨練作新聞、寫稿的

技巧，也增加不同⾯向的知識，更理解了新聞⼯作者的職責與重要性。在聯合報系實習的賴映秀，⼀個⽉的實習分別輪調
了節⽬中⼼與新聞部兩個單位，同時學習如何構思⼀個有趣⼜有內容的節⽬，也挑戰分秒必爭的新聞製作。她認為，親⾝
經歷才體認到在學校作新聞與業界第⼀線⼯作的時間節奏有著很⼤的差距。

有別於其他同學選擇⼀般的媒體公司，楊佳靜在台北電影節⾏銷部⼯作，除了體會幕後⼯作⼈的⾟勞，她也從其他實習⽣
⾝上學習溝通技巧的重要。楊佳靜提到，有個實習⽣和所有⼈交情都不錯，⾃然受到更多⼈重⽤，能協助記者會的執⾏、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www.facebook.com/nctugottalent


新一代的i-Bike3 .0能引領民眾輕輕鬆鬆達到健身與樂活

的目標

場佈等重⼤任務，看到其他實習⽣優秀的表現也會提醒⾃⼰更注意所有⼯作上的細節。

在⾼誠公關實習兩個⽉的林筱娟覺得實習是相當充實⼜開⼼的體驗。 雖然公關公司的時間壓⼒⼤，也常遇到許多突發狀
況，例如被掛電話或是碰到冷漠的客戶，⼀開始會覺得可怕，但她表⽰，與其每天規律地⼯作，她更喜歡⾯對這些挑戰。

媒體實習為傳科系創系以來的傳統，讓即將升上⼤四的學⽣們，在踏出校園前先認識業界的⼯作環境，釐清⾃⼰的興趣與
理想職業，幫助弭平產業與學界的差距。⽽藉由活潑多元的⽅式記錄下實習成果，也能提供學弟妹媒體企業的狀況與實際
參與⼯作的經驗。

⽽除了10⽉23⽇當天晚間的現場活動之外，在臉書成⽴的粉絲專⾴，於活動開始前便陸續揭開傳科系同學們媒體實習的精
彩內容，每⽇逐步更新實習期間的照⽚紀錄與同學們的⼼得⼩語。⽽⺠眾也不需擔⼼錯過活動資訊，豐富的實習資料會在
實習展當天同步上傳⾄另外架設的部落格，讓無法到場的⺠眾能在網路上瀏覽，將珍貴照⽚與⽂字記錄保存下來。

媒況。交⼤傳科102級實習展官⽅網站
http://ctintern.pixnet.net/blog
媒況。交⼤傳科102級實習展臉書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ctintern2012
媒況。正式宣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FPmgQ-HB8M

[傳科系102級| Top

交⼤科技新思維-體驗智慧型⽣活
新⽵市政府於2012年10⽉31⽇起，於⾵城願景館（新⽵市東⼤路⼀段
1號）舉辦為期兩周的「新⽵智慧城市特展」，透過靜態及動態佈展⽅
式展⽰新⽵市近年致⼒推動智慧城市的成果，同時開放⺠眾親⾝體驗各
項智慧設施。

其中國⽴交通⼤學「Eco-city健康樂活城」團隊於現場提供⺠眾體驗專
利研發的i-Heart貼⼼儀⾃主健康管理系統、MINDO可攜式無線多通道
腦機系統及智慧安全監控系統，更推出新⼀代的i-Bike3.0健康⾃⾏⾞平
台。

此次特別展出新研發之i-Bike3.0，其與舊款的2.0相較，除針對各種不
同主題的情境影⽚推出模擬⾏程介⾯，讓使⽤者在騎乘過程中即能體驗
⾝歷其境的感受外，在體積上也改採更新的設計︔由於⽏需購置專⽤⾞

架，因此可與市⾯上任意⼀種腳踏⾞搭配使⽤，另⼀⽅⾯全⾯改採無線裝置，以擺脫惱⼈的訊號傳輸線並讓活動空間更加
便捷。

新⼀代的i-Bike3.0主要強調輕便好攜帶、主體輕量化，搭配無線裝置更能適應任何空間，無論是家裡、展場、健⾝房等，
都能引領⺠眾輕輕鬆鬆達到健⾝與樂活的⽬標，吸引了在場參與者關注、爭相體驗。

⽇前全球性智慧社區論壇組織(IntelligentCommunityForum,簡稱ICF)公布2013的國際智慧城市名單，新⽵市政府由中
華⼤學解鴻年教授領軍，透過交通⼤學Eco-city健康樂活城團隊、⼯研院等單位的協助，⾸次申請即在眾多參選城市中脫
穎⽽出，與加拿⼤多倫多、美國費城等知名城市共同⼊選smart21，⾜⾒新⽵市不容⼩覷的競爭⼒與科技能量。

[eco-city/秘書室| Top

《無研話》培養理論與實務能⼒兼具的⼈才
最近有兩個教育議題引起我的注意，第⼀是教育部試辦「典範科技⼤學計畫」，希望科技⼤學與業界間的合作更緊密，並
針對國內產業需求，培養訂單式⼈才。第⼆是媒體報導⽣技領域⾼學歷⼈才，學⽤之間的落差⼤，不符業界需求。

綜觀兩議題，與產業接軌、培養可⽤的⼈才，不應僅是科⼤努⼒的⽬標，所有⼤學也必須共同投⼊。研究型⼤學除了前瞻
性研究，也需要與實務合作與接軌，提供能促進產業發展的創新研究與教學，以使師⽣、學校、業界及國家社會，達到四
贏。

根據教育部公布的⼀百年度⼤專院校產學合作績效，交⼤的智慧財產收⼊以⼋千三百萬元排名全台⼤專校院第⼆，來⾃企
業的研發經費共⼀億九千萬元，為全台第五。這些智慧財產都是⽼師與學⽣對實務深刻了解後，所共同研發的成果。透過
複雜的技轉過程，這些成果能實際應⽤並產⽣豐厚的效益，並衍⽣出新的研發計畫，形成良性循環。

交⼤去年也⾸創全台第⼀個「專利授權暨拍賣平台」，透過這個創新的機制，得以橋接產業應⽤與各⼤專校院的研發成
果，更深化了雙⽅的合作關係。

「典範科技⼤學計畫」強調以各科技⼤學不同的特⾊，推動⽴即可⽤實務型⼈才之培育。若仔細瞭解各研究型⼤學的教學
內容，可以發現⼤三以上的實驗課程、暑期實習計畫，以及研究所學⽣親⾃到⼯廠與企業學習實務技能及進⾏創新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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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眾多。

這些經驗能讓學⼦獲得將教科書上的知識與研究的成果與實務需求結合的機會，更能讓他們累積實作能⼒，培養不怕犯
錯、勇於嘗試的膽量，並且培養出與第⼀線⼯作者實際溝通的能⼒。

《此⽂刊登於2012-10-27 中國時報C2版專欄》

[吳妍華校⻑| Top

第2屆「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招⽣說明會
恭喜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粉絲團按讚⼈數，在創⽴⼀天內就破百囉 !!!

‧☆,:*:‧¥(￣▽￣)/‧:*‧°☆*

⼤家快呼朋引伴申請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吧 !!!
精彩課程和豐富活動，讓你的⼤學⽣活不留⽩!!
有興趣的同學歡迎搜尋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粉絲團或是出席招⽣說明會做進⼀步了解唷 !!

第2屆「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招⽣說明會

第⼀場︓101年11⽉5⽇(⼀) 12:10~13:00
地點︓⼯程四館B1國際會議廳

第⼆場︓101年11⽉8⽇(四) 12:10~13:00
地點︓綜合⼀館AB102

說明會備有美味餐點，請盡速上網報名︕ 
報名網址︓http://aadm.nctu.edu.tw/leader/reg/enroll/

[教務處] | Top

101學年度第1學期學⽣辦理休學、退學、畢業離校
101第1學期在學學⽣開學後欲辦理休學、退學、畢業離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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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離校者，退費2/3。
(⼆) 未逾學期2/3離校者，退費1/3。
(三) 逾學期2/3離校者，不退費。

[教務處] | Top

學業期中預警系統已開啟啟
1.學業期中預警之對象為學⼠班學⽣，因此須做預警登錄之課程除學⼠班課程外，也包含有學⼠班學⽣選修之碩博⼠班課
程，因此，預警作業需要全校各系所及教學相關單位配合。
2.各個課程之預警登錄除任課教師及系所助理可登錄外，也開放課程助教協助任課教師做預警登錄，各個課程助教須由各
系所助理於預警系統做課程助教設定，因此，請各⽷所及教學單位助理先將課程助教資料（當學期課號，教助學號）整
理，並上網做設定。
3. 本學期學業期中預警作業時程: 
(1) 11/5(⼀)︓系助理調查課程助教並做課程助教設定。（第8週）
(2) 11/19(⼀)〜11/30(五):課程預警登錄，任課教師、課程助教或系所助理均可登錄。（第10、11週）
(3) 12/3(⼀)︓各學系依預警狀況進⾏學⽣學業學習的輔導，預警狀況可利⽤「查詢/通知預警學⽣資料by本系學⽣->查
詢->滙出excel通知導師->轉出excel(含修課預警資料)」功能將預警狀況滙出轉知該⽣導師，學習狀況不理想的學⽣可列
印通知書通知家⻑。（第12週）
4.請轉知所屬教師及課程助教，及早整理學⽣之出缺席、繳交作業或報告、⼩考或期中考表現等學習狀況資料，並於預警
系統對學習狀況不理想學期成績可能會不及格的學⽣做預警登錄，此預警登錄請於11/30(五)前完成。
5.預警系統網址:從選課系統http://cos.adm.nctu.edu.tw/進⼊。以上事項敬請配合辦理，謝謝! 
6.為⽅便各學系寄家⻑通知書，保管組有製作專⽤開窗⼩信封，各學系可逕⾄保管組領取，通知書印出後摺三摺即可放⼊
信封郵寄家⻑，不⽤再書寫家⻑姓名及收件地址。
7.相關訊息及操作說明於註冊組網⾴最新消息可參閱及下載。

[教務處] | Top

101學年第1學期年限將屆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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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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看服務學習成果拿好禮
活動時間︓即⽇起⾄11⽉23⽇ 
展出地點︓浩然圖書館⼤廳

活動及獎勵︓(1)活動期間內，在最喜歡的服務學習成果海報前拍照，⼈與海報須⼀起⼊鏡，將照⽚上傳⾄Facebook,並打
卡標 註“交通⼤學服務學習中⼼”。即可⾄服務學習辦公室領取神秘⼩禮物︕
(2)填寫現場問卷，將抽出5名得獎者，贈以⽿機(每⼈限領⼀⽀)。
(3)填寫現場問卷，選出最佳⼼得10名，獲選者贈以8G隨⾝碟(每⼈限領⼀⽀)。 

12⽉20⽇於“交⼤服務學習網”公佈得獎名單http://service-learning.nctu.edu.tw/

[學務處] | Top

跨國性企業徵才說明會
11/13(⼆) 14:00~16:00假⼯四館B1國際會議廳辦理Toshiba徵才講座，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學務處] | Top

100級挺交⼤，快填教育部問卷，分享越多獎越⼤!
您是100級(99學年度)的"本國籍"畢業⽣嗎?（99年11⽉⾄100年10⽉期間畢業者），只要您具備上述⾝份， 即可參加
「教育部99學年度畢業後⼀年追蹤調查」。
本調查採網路問卷普查，調查期間凡上網完成問卷調查並且邀請符合資格的朋友填答，即有機會獲得多項好禮︕
好康⼀︓調查結束時，擠進推薦⼈數排⾏榜，通通給獎。
好康⼆︓填完問卷即可參加抽獎(共125項⼤獎)。
查詢更多訊息，請連結就輔組網⾴

[學務處] | Top

就業與留遊學相關消息
⼯讀
引京聚點公司 徵市場研究⼯讀⽣2名 
全職⼯作 
明緯企業徵聘「法務專員」及「專利⼯程師」各1名
經貿聯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徵產品研發⼯程師(研替)
臺北市⽴聯合醫院院本部招募法制組員⼀級約⽤管理師1名 
國外⼯作 
亞東⼯業氣體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儲備⼈才計畫START Program

[學務處] | Top

100學年度第2學期⼤學部新⽣⼊學成績優異獎學⾦續領獲獎名單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editor/post_content.php?id=20121000196

獎學⾦將於近期內匯⼊同學帳戶，恭喜獲獎同學︕

[學務處] | Top

新⽵市101年度攜⼿計畫課後扶助「⾮現職教師教學⼈員補教教學師
資培訓」，請於11⽉9⽇(五)前報名
新⽵市政府為照顧弱勢學習學⽣，歡迎有愛⼼耐⼼之⼤學⽣參與教學活動，參與本研習之學⽣將優先列⼊各校招募⼤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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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之名單。詳細課程資料及報名⽅式請詳⾒東⾨國⼩網站(http://www.tmps.hc.edu.tw)。

[學務處] | Top

賀︕本校電物系博⼠⽣⿈郁仁、環⼯所博⼠⽣⿈璟勝、光電所博⼠⽣張耿維三位同學
榮獲中技社101年度「科技獎學⾦」
財團法⼈中技社「科技獎學⾦」為獎勵重點⼤學理⼯科系博⼠⽣，涵育豐沛之⾼階科技⼈⼒資源，頒發⾄今已邁⼊第50
年，發放⾦額逾億元，本年度科技研究組由6校27系所推薦27位同學申請，經專業評審後選出科技研究組16名，本校由電
物系博⼠⽣⿈郁仁、環⼯所博⼠⽣⿈璟勝及光電所博⼠⽣張耿維三位同學榮獲此獎項。

[學務處] | Top

導師時間課程
導師時間課程︓校⻑講座，於11⽉7⽇邀請⽂學⼤師⿈春明、11⽉14⽇邀請傑出科學家錢煦院⼠及12⽉26⽇邀請台積電
張忠謀董事⻑蒞臨演講，歡迎全校教職員⽣出席聽講。

地點︓中正堂

時間︓15:30-17:20

11/7 ⼀個不良少年的成⻑與⽂學--⽂學⼤師⿈春明⽼師

11/14 Perspectives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and Its Role in Health--傑出科學家錢煦院⼠

12/26(講題待定)--台積電張忠謀董事⻑

※以上活動可列⼊學習時數，報名網址︓http://lg-seminar.nctu.edu.tw: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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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獎學⾦申請訊息
屏東縣清寒優秀學⽣獎學⾦
港澳台灣同鄉助學⾦
新⽵扶輪社優秀⻘年獎助學⾦
⾦維繫先⽣獎學⾦
愛加倍陳沂君先⽣聽損⻘年紀念獎助學⾦
吳元功教授紀念獎助學⾦
交⼤六⼗級校友李岳貞獎學⾦
校友范振榮先⽣飲⽔思源清寒獎學⾦
何照義教授獎學⾦
張王桂馨⽼夫⼈紀念清寒獎學⾦
李肖元同學獎學⾦
廖南森教授紀念獎學⾦
胡博淵校⻑紀念獎學⾦（⼯管）
前程科技獎學⾦
蕭瑞洋梅⽵獎學⾦
尹仲容、程湛英紀念獎學⾦
台達電⼦公司獎學⾦
周鴻經獎學⾦
上海商業儲蓄銀⾏獎學⾦
尹珣若先⽣教育基⾦會獎學⾦
台北市東莞同鄉會獎助學⾦
桃園縣政府希望⼯程教育基⾦
易緯⼯程顧問有限公司獎學⾦
主計獎學⾦
英⼠獎學⾦
永昌清寒獎學⾦

[學務處] | Top

教育部辦理補助「⼈⽂藝術及社會學科經典研讀課程計畫」
⼀、 請有意申請計畫教師以系所或學院為單位，於規定期限(101年11⽉20⽇)前完成線上申請，並於101年11⽉16⽇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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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妥請印單、計畫申請書⼀式5份及電⼦檔，會辦相關單位後於限期101年11⽉20⽇前(郵戳為憑)寄⾄教育部⼈⽂藝術及
社會學科經典研讀課程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
⼆、 相關計畫之申請資訊與申請表件，請逕⾄教育部顧問室⼈⽂社會科學⼊⼝網站(http://hss.edu.tw)查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臺北市⽴動物園102年度動物認養保育計畫受理申請
請有意申請計畫教師於限期(101年11⽉15⽇)前備妥計畫書及經費概算表各1份逕⾏寄送臺北市⽴動物園收辦(以書⾯資料
⽅式繳交者，以郵戳為憑)。本計畫之⾏政管理費並請以當年度認養計畫核定總經費之20%提列。

[研發處] | Top

11⽉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1⽇

上班族 服飾

新興農場 茶、⼿⼯饅頭(各種⼝味)酵素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17號草堂 ⼿⼯⼤餅

啟榮 ⾬傘

維宏 精緻蛋糕、麵包

花⽔⽊ 髮飾、Kitty(⽇、韓系列)

⾦助能⽣物科技 健康器材、醫療

鳳祥⼯作室 兒童⾙⽒⽛刷、蘆薈蜂膠⽛膏

皇太后 韓國襪⼦

上賓服裝有限公司 衛⽣⾐、睡⾐、內搭褲

8
⽇

上班族 服飾

憬諭國際有限公司 男⼥修閒衫

17號草堂 ⼿⼯⼤餅

羅漢⾷品 蜜餞、榛果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城欣 ⽵碳襪⼦、按摩枕

⼭東響⾺⽔餃 各種⼝味⽔餃

陳師傅餅舖 ⼿⼯蛋捲、餅乾、鳳梨酥

瑞孟有限公司 陶瓷鍋

全信實業 ⽵碳健康系列、無患⼦清潔

嘉多麗雅 ⼥裝精品

17號草堂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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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恩典 ⾬傘

敏傑 吸⽔⽑⼱、記憶枕、精油

新榮陽 氣墊鞋、排汗⾐

能量源有限公司 護具、飾品

施美 沐浴乳、清潔⽤品

歐卡桑 ⿇油雞、油飯

歐印興業 ⾏李箱

寶芝琳 養⽣穀粉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22⽇

上班族 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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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包包

⽥園都市瑝 德國豬腳

樸鈺 客家養⽣蛋糕

上賓服裝有限公司 睡⾐、衛⽣⾐、內搭褲

城欣 ⽵碳襪⼦、按摩枕

開元⾷品 華航蛋糕、甜點

旺益嘉開發有限公司 凉墊、保潔墊

29⽇

上班族 服飾

河童桃⾷品 ⽔果飴、麵包

17號草堂 ⼿⼯⼤餅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舞⽶樂 紅棗、黑棗

宜⼒ 乳酸菌、優格

天藍養蜂場 蜂蜜、創意DIY油畫

⼤三房 湯包、燒賣、抓餅、珍珠丸

勝展企業 英國 BOTCH、克瑞格

[員⽣社] | Top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
時間︓2012/11/7（三） 13︓20~15︓1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漸⾏漸遠的說書⼈︓⿈春明的⽂學世界與台灣社會變遷
主講⼈︓徐秀慧(國⽴彰化師範⼤學國⽂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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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2012國⽴交通⼤學創新育成中⼼成果展
2012國⽴交通⼤學創新育成中⼼成果展．NCTU Incubation Exhibition

新科技、新體驗、新⽣活．Experiencing New eLife

時間
主題

9:30-
10:00

報到

活動會
場

第⼀會場(矽導⼤廳) 第三會場(展場)

10:00-
10:05

開場致詞 / 交⼤以及科管局⻑官

育成數位⽣活展 
(25家廠商參與產品展⽰)

億像科技、晉弘科技、晶翔微系統、加拿⼤商科光電腦、思銳科
技、艾帛科技、優倍特、陽泰電⼦、奧樂科技、瀚誼世界、歐酷
網路、杏昕科技、易⼼科技、諾肯科技、磁晶科技、太引資訊、
索驥創意、⾼登智慧、博晶醫電、芯傳科技、吉永科技、⽴天應

材、華雋線上、紐扣創意、先進釋放

10:05-
10:25

精品宣佈 / 
(待10/25選出6家)
1.      晉 弘科技 
2.      晶 翔微系統 
3.      陽 泰科技 
4.      杏 昕科技 
5.      索 驥創意科技 
6.      瀚 誼世界科技 
7.      紐 扣設計 
8.      歐 酷網路APP

10:25-
10:45

育成廠商捐贈儀式 / 
1.      聖 洋科技 
2.      羿 發科技

10:45-
11:00

績優廠商獎頒發 /

1.太 引資訊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2.晉 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登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宸 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思 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勤 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億 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會
場

第⼀會場(矽導⼤廳)
第⼆會場
(VIP會議

室)

11:00-
12:00

【主題⼀】 
育成廠商產品發表 

Part I
簡報廠商︓ 

11:00-11:20億像科技 
11:20-11:40思銳科技 

11:40-12:00陽泰

【主題
四】 

國際育成
服務發展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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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13:00

午餐

活動會
場

第⼀會場(矽導⼤廳)
第⼆會場
(VIP會議

室)
第三會場(展場)

13:00-
14:20

【主題⼆】 
育成廠商產品發表 

 Part II
簡報廠商︓ 

13:00-13:20杏昕 
13:20-13:40太引 

13:40-14:00索驥14:00-
14:20歐酷

【主題
五】 

資⾦媒合
會 

Part I
簡報廠
商︓ 

13:00-
13:25優

倍特 
13:25-
13:50陽

泰 
13:50-
14:15奧

樂

育成數位⽣活展

14:20-
14:40

茶敘

14:40-
16:00

【主題三】 
育成廠商產品發表 

 Part III
簡報廠商︓ 

14:40-15:00奧樂15:00-
15:20瀚誼15:20-15:40

艾帛科技 
15:40-16:00⾼登

【主題
六】 

資⾦媒合
會 

Part II
簡報廠
商︓ 

14:40-
15:05博

晶 
14:05-
15:30易

⼼

育成數位⽣活展

16:00 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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