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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2012第12屆旺宏金矽獎鑽石大賞的洪紹峰(左)以及

銀獎的何盈杰(右)

郭肈盛(左)與未婚妻段佳君

產學運籌中⼼
【08/30】線上專利拍賣競標活動-電資通訊專利族群拍賣競標說明會

交⼤旺宏⾦矽矽獎表現優異 奪設計組六項獎牌 
今年七⽉公布的第⼗⼆屆旺宏⾦矽獎中，交通⼤學在42所學校、224隊
隊伍的激烈競爭中，共有六隊脫穎⽽出取得設計組決賽的資格（僅有⼗
隊進⼊），並且在決賽中表現亮眼，奪下⼀鑽⽯、⼀銀、四銅的優秀成
績，為交通⼤學爭光。

鑽⽯⼤賞獎由電機所洪浩喬教授指導的博⼠⽣洪紹峰同學以「內建⾃我
測試之三⾓積分式類⽐數位轉換器」為主題獲得。銀獎由電控所蘇朝琴
教授指導的何盈杰博⼠以「臨界電壓晶⽚資料傳輸」主題獲得。電⼦所
吳介琮教授指導的翟芸(⾼效能低功率資料轉換器)︔李鎮宜教授以及張錫

嘉教授共同指導的李⼈偉、鍾思⿑(適⽤於低功耗⾏動通訊並具有抵抗能量分析攻擊之雙域橢圓曲線密碼處理器)，以及許
書餘、張博堯、徐佩妤、何盈杰(⽤於⾏動醫療照護的低功率⽣理訊號處理器)︔郭峻因教授以及逢甲⼤學電⼯系鄭經華教
授共同指導的李睿勝（隊員包含中正⼤學資⼯所簡呈安、周芷泰、王聲翰）四隊所研究的主題也分獲銅獎殊榮。

獲得鑽⽯⼤賞獎的洪紹峰同學表⽰，類⽐數位轉換器是3C產品等不可或
缺的配備，⽽類⽐數位轉換器的效能優劣，是直接影響產品整體解析度
與效能的重要關鍵因素。因此，對類⽐數位轉換器進⾏準確的測試是保
障產品品質的基礎。他的作品設計了⼀個內建⾃我測試功能的三⾓積分
式類⽐數位轉換器，其有效位元數(ENOB)⾼達15位元，效能媲美
Texas Instruments、Analog Device Inc.等國際知名⼤廠的產品。更
重要的是，他將測試所需的電路和類⽐數位轉換器整合在同⼀晶⽚中，
使晶⽚在不須任何昂貴的精密測試機台的情況下，即可進⾏⾼精準度的
⾃我測試，以即時反應待測類⽐數位轉換器的效能優劣，解決了產業界
中混合訊號晶⽚測試成本居⾼不下的問題。此設計即是以所提出之嶄新
⾃我測試演算法所衍伸出具有⾼效率且可⼤幅降低成本的晶⽚特性，獲

得47位線上評審、九位初審評審，以及六位決賽評審的⻘睞，奪得鑽⽯⼤賞。此⼀具有⾃我測試功能的特性，還可應⽤在
缺乏測試儀器卻⼜需要瞭解IC是否正常⼯作的系統中，如三維積體電路與太空中運⾏的衛星等。

交⼤電控所博⼠何盈杰則以「環保綠能、永續⽣存」的理念，提出臨界電壓系統單晶⽚(System on Chip, SoC)上的資料
傳輸(Data Link)電路設計，並獲得銀獎榮耀。何盈杰表⽰低功率設計是電⼦產品發展環保綠能的⽅向之⼀，可延⻑電⼦產
品(或電池)充電週期及壽命。但如何在低電壓下維持操作速度和能源效率，成為學術界與產業界的共同課題。他以局部升
壓的概念提出⼀系列全新的靴帶式技術，嘗試同時突破臨界區電路操作速度慢、靜態漏電、製程飄移等瓶頸。此項研究歷
時三年完成，結果也陸續在IEEE知名的期刊JSSC(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TCAS2(Tra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I)、JETCAS(IEEE Journal on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in Circuits and Systems) 以及IEEE 國際
研討會ASSCC發表，獲得國際矚⽬。

交⼤團隊除了獲得鑽⽯獎以及銀獎之外，⼀路過關斬將、殺進決賽的另外四組頂尖好⼿，也紛紛以創新思維、紮實研究全
數獲得銅獎榮耀。旺宏⾦矽獎是電⼦、電機領域的重要指標性獎項，參賽學⽣可以與全國好⼿⼀較⾼下。⾝為電機、電⼦
領域⼤專校院的⿓頭，交⼤投⼊專業研發與產業合作的成果，也將開始嶄露頭⾓。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感同⾝受 郭肈盛為聽障⽣鋪學習路
「要認同⾃⼰、接納⾃⼰，他⼈的眼光與評價都不是成就你的原因︕」交通⼤學郭肈盛同學是重度聽障⽣，雖然⼤學與研
究所都是讀特教相關科系畢業，但畢業後在⾝障資源班、特教班、普通班與數理資優班等均任教過，發現⾃⼰對於⼀般教
育的專業知識與輔導教學相關⽅⾯有濃厚的興趣，於是決定攻讀交⼤教育所教育⼼理組博⼠班，期許⾃⼰能以專業的能⼒

與同理⼼教育更多學⽣。

過去特教觀念不普遍，聽⼒障礙也無法靠外觀辨識出來，郭肈盛和⼀般
的⼩孩⼀樣進⼊普通國⼩就讀，直到⼩學三年級才被發現聽⼒有問題，
⾃⼩沒有受到完整的說話訓練，加上學校⽼師不懂得如何教育聽障⽣，
讓他在學習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但他認為「碰到問題就要想辦法解
決」，開始戴上助聽器練習說話，並學習讀唇語及⼿語，慢慢累積⾃⼰
的能⼒，並培養學習的興趣。

因為理解聽障⽣學習過程的感受與需求，郭肈盛⼤學時選擇特殊教育系就讀，希望透過⾃⼰的經驗與能⼒，讓聽障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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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環境下學習成⻑，他認為聽障⽣普遍會遇到學習、⽣活及⼼理上的問題，學習無法與⽼師、同學同步，需要耐⼼與
毅⼒花更多時間理解，有時會產⽣挫折感，影響學習意願，甚⾄產⽣放棄的念頭︔⽣活中，聽障無法藉由外觀辨識，陌⽣
⼈的呼喊易被忽略，容易造成⼈際問題與誤會︔⽽最讓聽障⽣困擾的⼼理問題就是︓究竟我要學「說話」、還是學「⼿
語」︖郭肈盛認為，與⼈溝通的⽅式是⾃我認同的⼀部分，若無法接納⾃⼰、肯定⾃⼰，對⽣活會有相當⼤的負⾯影響。

經歷了⽣活、學習及社交的困境後，郭肈盛希望以⾃⾝經驗⿎勵聽障⽣，要了解⾃⼰、認同⾃⼰，「不要在意話說的清不
清楚，因為我們已經盡了最⼤的努⼒表達我的想法，如果他們要笑，就讓他們笑吧︕因為他們的眼光與評價，不是成就我
的原因，找到⾃⼰的夢想、按計畫前進最重要。」

教育所劉奕蘭副教授表⽰，郭肈盛是她的第⼀位特教學⽣，讓她了解聽障⽣的情況並學習如何教育聽障⽣。即使課堂上要
忙著讀唇語、抄筆記，郭肈盛仍然⾮常認真，並且主動指導學弟妹，「是個很優秀的好學⽣︕」⽽郭肈盛積極學習的態
度，也讓她看⾒了⾝障者最陽光、正向的⼒量。

隨著社會對特殊教育的關注增加，台灣特教環境也逐漸趨於完善，郭肈盛表⽰，⾼中前課程統⼀，聽障⽣學習不是問題，
但⼤學學科分類專精，且理⼯專業術語難翻譯，許多以⼿語做為溝通⽅式的聽障⽣，在缺乏學習來源的情況下只能選擇轉
系甚⾄休學，理解聽障⽣⾯對⾼等教育的困境，郭肈盛盡⼒輔導有聽⼒障礙的⼤學⽣，希望他們找到⾃⼰的⼈⽣⽬標，並
且堅定的朝⽬標前進，也期許有⼀天，⾼等教育也能特殊教育化，讓每⼀位聽障⽣都能⾃信地選擇⾃⼰所愛的科系。

博班課程即將修畢，郭肈盛新學年度將返回新北市⼟城國中任教，他說曾有學⽣反應他的說話腔調很奇怪，他也藉此機會
向學⽣機會教育，教導他們如何與聽障⽣相處，讓學⽣具有同理⼼，打破⼀般⽣與特教⽣之間的藩籬。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數位典藏+⽂化出版 交⼤傳承雅美(達悟)族歌謠⽂化
電影「賽德克巴萊」中，莫那．魯道以古調吟唱出⼼中的吶喊，撼動⼈
⼼，原⺠⽂化的保留與傳承逐漸受到重視。深耕雅美（達悟）歌謠記錄
三⼗年的蘭嶼⽂史⼯作者夏本奇伯愛雅(漢名︓周宗經)，有感於在漢化
和⽣活型態改變下，原⺠歌謠逐漸失傳，與交通⼤學出版社合作出版
《雅美族歌謠︓情歌與拍⼿歌》、《雅美族歌謠︓古謠》⼆書，為達悟
⽂化的傳承留下歷史的⼀⾴，質樸動⼈的作品，在15⽇獲頒「第四屆國
家出版獎」佳作肯定。

雅美族是台灣唯⼀的海洋原住⺠族，其歌謠和原住⺠族歌謠或⼭歌有極
⼤的差異，沒有樂器搭配、沒有太多曲調旋律，也沒有固定歌詞，吟唱

者都是現場即興編詞，視當時的情境與溝通對象唱出歌詞內容。在所有的儀式慶典，如新船下⽔典禮、⾶⿂招⿂祭及⼩⽶
豐收祭等場合都會出現，是雅美⼈的⽣活與⽂化中不可或缺的⽂藝創作。

歌謠具⾼⾨檻與困難度，加上漢化與⽣活⽅式的改變，雅美歌謠在蘭嶼島上逐漸失傳，也讓雅美傳統⽂化⾯臨消失的危
機。夏本奇伯愛雅因⽽投⼊蘭嶼歌謠保存⼯作，花了⼆、三⼗年的時間，採集和記錄近千⾸當地歌謠，並將這些歌謠有系
統地翻譯成拼⾳⽂字與漢語，記載歌詞內容並說明其⽂化意涵。夏本奇伯愛雅沒有⾼學歷，但為了收集雅美族歌謠，努⼒
學習英⽂，深⼊了解雅美⼈的族語⽂法、創作背景，配合羅⾺拼⾳字⺟紀錄，也將族語翻成中⽂，讓更多⼈懂得蘊含在歌
謠裡的⽂化意義，他所整理的歌謠內容豐富，釋意詳盡，為歌謠聲⾳留下珍貴的⽂字紀錄。

在交通⼤學傳播研究所及淡江⼤學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共同組成的「蘭嶼媒體與⽂化數位典藏」團隊的協助下，⾸度將夏本
奇伯愛雅近三⼗年採集紀錄的七⼗多捲錄⾳帶及記載的三百⾸歌謠，依名稱、曲調類別、吟唱者、作詞者、歌詞的達悟語
拼⾳、漢語詞意及⽂化意涵等詳盡資料完整呈現，由交通⼤學出版社協助出版《雅美族歌謠︓情歌與拍⼿歌》、《雅美族
歌謠︓古謠》，透過數位典藏及⽂化出版的⼒量，讓更多⼈了解及親近雅美族歌謠曲調的⽂化價值。

歌謠在雅美族傳統⽂化極具意義與重要性，透過本次出版機會，除了保存⽂字歌謠之美，也讓更多的⼈藉此接觸和了解雅
美族的傳統⽂化精華。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交通⼤學出版社 | Top

智慧⽂創科技正夯︕交⼤師⽣研發「台灣觀光⼯廠⾃在遊APP」
台灣觀光⼯廠旅遊正夯，今年造訪⼈次已衝破千萬︕國科會智慧⽣活區
域中⼼交通⼤學健康樂活城（Eco-City）搶搭熱潮，推出使⽤智慧⼿機
與平板電腦可免費下載使⽤的「觀光⼯廠⾃在遊⾏動APP」，讓⺠眾隨
時、隨地、隨⾝就能夠⼀⼿掌握全台近百家通過經濟部優良評鑑觀光⼯
廠的重要遊憩情報。8⽉10⽇起於台中世貿園區設置體驗專區，讓⺠眾
⽴即享受觀光⼯廠⾃在遊︕

「觀光⼯廠⾃在遊⾏動APP」由交通⼤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的數位創意與
⾏銷策略實驗室（DCMSLab@NCTU.Taiwan）負責研發與設計，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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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學⽣團隊的林崇偉教授說，整合學術界研發能量和產業界專業知識，經過上千個樣本研究調查後，交⼤提出許多令⼈
驚艷的⼈機介⾯設計，此項⾏動服務的軟體操作只需要單⼿⼤拇指就可搞定，能夠避免使⽤者因分⼼⽽產⽣危險的狀況。

此外，交⼤利⽤眼球追蹤儀，實際分析使⽤者的操作⾏為模式，找出「地理分區」與「主題探索」關鍵資訊搜尋架構，提
供直覺式的「全台縣市地圖快速檢索和搜尋功能」，並設計出趣味盎然的「藝術⼈⽂」、「居家⽣活」、「健康美麗」、
「醇酒美⾷」和「開⾨七件事」五⼤創意導覽主題，讓⺠眾能快速瞭解每⼀家觀光⼯廠的特⾊產品、體驗活動、位置地
圖、導航資訊、聯絡⽅式、網⾴連結和好康優惠等等。

「觀光⼯廠⾃在遊⾏動APP」只要在Android Google Play裡搜尋關鍵字「觀光⼯廠」就可免費下載。為推廣這項創新⾏
動服務，交⼤也特別參與台中世貿園區的2012台中休閒美⾷暨觀光⼯廠成果展。現場設置有⺠眾體驗專區，只要在展覽期
間下載「觀光⼯廠⾃在遊⾏動APP」，就可兌換紀念品，並享有參展⼯廠提供給APP網友的專屬好康優惠。

「觀光⼯廠⾃在遊⾏動APP」由國科會智慧⽣活區域中⼼交通⼤學健康樂活城（Eco-City）、教育部顧問室臺灣智慧⽣活
⽂化創意產業整合創新跨校聯盟（Cre@Taiwan）結合經濟部中部辦公室、⼯業局、財團法⼈⼯業技術研究院，以及社團
法⼈台灣智慧⽣活科技促進協會，攜⼿推動國內傳統產業加值與優質⽂創科技發展。

Google Play搜尋「觀光⼯廠」︓http://play.google.com

[傳科系數位創意與⾏銷策略實驗室| Top

《無研話》從延修現象看⼤學教育
⽇前媒體報導⼤學延修現象逐年增加趨勢，⼀百學年度全國⼤專⽣延修⽐率為⼗九．⼀％，使教育部成⽴專案研議相關⽅
案。

觀察⽬前⼤學⽣延修的主要原因⼤⾄可分以下三種，第⼀、準備考研究所、公職或其他考試等策略性延畢(與兵役政策相
關)︔第⼆種是修習雙主修、輔修、學程，參與交換學⽣計畫等活動。最後⼀類是成績無法跟上進度。相對之下，逃避就業
的狀況僅是少部分⼈的⼼態。

儘管許多⼈是為了累積能量、⼈⽣規劃等原因，沒有在⼤學安排的四年修畢基準內畢業(⼤學法規定⼤學課程可在三到六年
修完，⼤部分院系安排四年為必選修修畢基準年限)。但此現象攸關資源運⽤與公平分配的問題，仍值得深⼊討論。

交⼤在九⼗五學年度已將公平性與資源稀釋納⼊考量，實⾏延修⽣在九學分以下，除了繳交學分費，另需計算學雜費基數
的政策，以⽀付教學間接相關費⽤，也避免延修⽣浪費資源。實際上，如⼤學法規定三到六年修完⼤學課程，學雜費則不
應受到四年的限制。

此外，台灣⼤學教育的低學雜費，也是間接造成延修⽐率增加的重要因素。美國⼤學⽣⼀年需⽀付五萬五千到六萬美元之
間不等的學雜費，在⾼學習成本的情況下，學⽣會特別珍惜得來不易的學習資源，對於課程內容和教學態度也會有很⾼的
期望。如此，對於促進師⽣間成⻑，以及⾼等教育的資源利⽤和進步，也具有激勵作⽤。

《此⽂刊登於2012-08-17 中國時報C2版專欄》

[吳妍華校⻑| Top

101學年度上學期逕修讀博⼠學位申請
⼀、學⼠、碩博⼠依各系所規定期限內，檢附相關資料向各系所提出逕修讀博⼠學位申請。
⼆、陸⽣逕博資格，申請範圍限定100、101學年度曾招收陸⽣之系所。
三、各系所相關會議審查後送交各學院彙整復審，於101年9⽉14⽇前送交註冊組。

[教務處] | Top

101學年度第1學期碩博⼠班(含僑⽣及⼤陸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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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新⽣學籍登錄系統
教務處學籍系統可提供系所助理下載本學年度⼊學新⽣資料，各系學會如需新⽣資料也可以逕向各系所索取!本學年⼊學新
⽣即⽇起也請上網登錄基本資料。
⼀、 系統網址︓http://regist.nctu.edu.tw/
⼆、 帳號及密碼︓新⽣帳號為學號，密碼預設為⾝份證後六碼（僑⽣為居留証後六碼或123456），若已於選課系統更新
密碼者，則隔⽇學籍系統同步更新密碼。

[教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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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遊卡學⽣證掛失返還餘額權益事宜
為保障校園學⽣證持卡⼈享有掛失及返還餘額服務之權益，並爰依⾏政院⾦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政指導及「電腦處理個
⼈資料保護法」18條規定，悠遊卡公司需依法取得持卡⼈（未滿20歲之持卡⼈需由其家⻑/法定代理⼈）於「個⼈資料提
供處理同意函」簽章，同意悠遊卡公司保管「姓名、出⽣⽉⽇、學校名稱、學號、卡⽚外觀號碼」之個⼈資料。前述個⼈
資料，將依照相關法令及個⼈資料保護政策下，於提供記名卡相關服務之⽬的下進⾏處理及利⽤。

如不同意提供個資可繳交聲明書，卡⽚遺失則無法享有卡⽚餘額掛失返還服務。

[教務處] | Top

書⾹再傳〜聯服中⼼100年過期雜誌免費贈送
時間︓⼋⽉⼆⼗⼆⽇星期三下午⼆點半⾄四時半
贈送內容︓今週刊/商業週刊/時報週刊/講義/讀者⽂摘(英)/亞洲週刊/ NEWSWEEK/科技⽣活/全球防衛/ TOGO /全球中
央/ TIME/單⾞誌/天下/VOGUE /遠⾒/康健/國家地理
⽅式︓（1）交⼤員⼯⽣憑證領取，每⼈五本，限時三分鐘（每三分鐘三⼈同時選書）。
（2）開始前10分鐘，依到場順序，排隊領取（不發號碼牌），送完為⽌，歡迎⼤家共享書⾹。

[學務處] | Top

聯合服務中⼼即⽇起代售新⽵客運及豪泰客運新⽵⾄台北來回⾞票
聯合服務中⼼為便利本校師⽣，即⽇起代售新⽵客運及豪泰客運新⽵⾄台北來回⾞票，無使⽤期限，每張100元，歡迎全
校師⽣多加利⽤。

[學務處] | Top

如何睡好眠，不再終⽇腦鈍鈍︕
現代⼈壓⼒⼤， 睡眠品質⽋佳是⼀般⼈的通病，衛⽣保健組特請⾺偕醫院謝⽂郁睡眠中⼼主任教您如何睡好眠，讓頭腦清
晰，⽼了不⽤擔⼼⽼⼈癡呆症找上 您，請⼤家踴躍參加!

主題︓「睡眠與腦⼒保健」
時間︓8/22 (三) 14:00-16:00， 共⼆⼩時。 
地點︓浩然圖書 館地下⼀樓國際會議廳A廳。
講師︓⾺偕醫院 謝⽂郁睡眠中⼼主任。
報名︓衛保組網⾴線上 報名，網址http://health.adm.nctu.edu.tw/

尊重講師，報名後請提早5分鐘⼊場。
有公務⼈員終⾝ 學習護照時數2⼩時。

[學務處] | Top

2013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之甄選，10⽉1⽇截⽌報名
⼀、中央研究院⾃101年8⽉16⽇⾄10⽉1⽇⽌開始受理申請2013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之甄選，本獎項
⼀律採電腦線上申請⽅式辦理，有意申請之教師請⾄下述網址登
⼊︓http://db3n2u.sinica.edu.tw/~textdb/program。
⼆、獎項︓分為數理科學、⽣命科學、⼈⽂及社會科學三組，每組每年設獎額以五項為原則。
三、申請⼈資格︓申請⼈須於國內公⽴⼤學或教育部⽴案之私⽴⼤學或獨⽴學院，或本院認可之國外⼤學或獨⽴學院獲得
博⼠學位，並具備下列條件︓
1.年齡未逾42歲者（本年度為⺠國58年8⽉1⽇以後出⽣者）。
2.於國內學術研究機構，或公私⽴⼤學院校有專任職務者（不含博⼠後研究⼈員）。
四、申請資料︓
1.申請著作，必須是申請截⽌⽇前五年內並在國內任職期間發表者（不含學位論⽂）為限︔可為代表作⼀篇或系列論⽂
（⾄多擇三篇申請），不以中⽂為限。
2.申請者須附上五年內研究出版品⽬錄及其研究領域之相關學者專家推薦函⼆封。
3.若申請著作之主要作者為⼀⼈以上，得同時申請，亦得同時獲獎。
以上申請著作及研究出版品⽬錄係以發表⽇期⾄申請當年度8⽉1⽇⽌5年內計。
五、 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1⽇前⾃⾏於中央研究院線上系統提出申請，並依規定上傳本校服務證明⽂件。同時請將
申請資料之電⼦檔email送交研發企劃組備存。
六、中研院相關業務聯絡⼈︓張家維，電話︓02-2789-9377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health.adm.nctu.edu.tw/
http://db3n2u.sinica.edu.tw/~textdb/program


[研發處] | Top

國科會102年第⼀期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受理申請
⼀、 本項申請全⾯採取線上作業，整合型計畫須將各⼦計畫分別上傳後，再由總計畫匯⼊整合為1個計畫，由總計畫主持
⼈服務機構提出申請。申請⼈請進⼊國科會網⾴以「研究⼈員」⾝分登⼊上線作業，並請於101年10⽉2⽇（週⼆）前由
系辦⼈員將下列⽂件送交計畫業務組彙辦︓
(⼀)簽名後之「國⽴交通⼤學-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利益迴避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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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計畫申請書內表C001、C002、C031A、C031、C031-1、C032、C036A、C035A及C037A內容說明所提合作企
業相關證件影本並加蓋公司⼤⼩章等資料各1份。
(四)若有申請合作企業配合款以派員參與計畫執⾏、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等⽅式作為出資⽐，請另附評價⽂件、勞保、健
保、學經歷、專⻑及C032A等資料(或承諾書)暨校內核可之簽呈影本各1份。
⼆、 其他應辦事項、作業要點等請詳參函⽂附件及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計畫申請書等相關規定，亦
可⾃⾏⾄國科會網站查詢下載（網址︓http://web1.nsc.gov.tw/lp.aspx?
CtNode=1134&CtUnit=658&BaseDSD=5&mp=1）。

[研發處] | Top

國科會⼈⽂處公告102年度「⼈⽂及社會經典譯注計畫推薦書單」
⼀、申請⼈如擬譯注公布推薦書單之外的經典，請配合時限於101年9⽉30⽇前逕⾏E-mail「學者⾃⾏申請經典譯注計畫
構想表」及構想表附件⾄國科會⼈⽂處承辦⼈。⾃提書單經審查通過者，請於國科會102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期間提出
經典譯注計畫之申請。
⼆、如擬譯注國科會公布推薦之經典，不需提送構想表，申請⼈請於102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期間上線作業。原「補助
⼈⽂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將俟國科會修正公布後另⾏轉知。
三、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各學⾨推薦書單等相關⽂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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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38d6128c0138e1e7109e0093&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 | Top

請舉薦101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
本校將推選101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依作業辦法，需先請各⽅碩彥舉薦候選⼈，再⾏後續之選薦程序。
倘蒙 惠賜舉薦，敬請於101年10⽉15⽇前，將舉薦書及相關資料，擲寄秘書室或E-mail: sec@cc.nctu.edu.tw。
相關資料請上網下載︓
1. 舉薦書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20800071/application.doc
2. 名譽博⼠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20800071/rule.pdf
3. 名譽博⼠及傑出校友名錄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20800071/list.pdf
※ 聯絡⼈︓秘書室邱美玲⼩姐 (分機︓31505)

[秘書室] | Top

交通⼤學官⽅Facebook上線囉︕
交通⼤學Facebook正式上線囉︕不管您是⽼師、在校⽣、畢業校友還是職員，只要您是交⼤⼈，按個讚⼀起加⼊吧︕

http://ppt.cc/oCSd 

[秘書室] | Top

8、9⽉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施美 沐浴乳、清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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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7號草堂 ⼿⼯⼤餅

鳳祥⼯作室 兒童⾙⽒⽛刷、蘆薈蜂膠⽛膏

樸鈺 客家養⽣蛋糕

敏傑 吸⽔⽑⼱、記憶枕、精油

新榮陽 氣墊⽪鞋、排汗⾐

德明 有機⽔梨

恩典 ⾬傘

⾦助能⽣物科技 健康器材、醫療

30⽇

17號草堂 ⼿⼯⼤餅

⾬之情 ⾬傘、托把

Luxor Kate ⼥裝服飾

⾱柏國際 有機醋、葡萄乾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德明 有機⽔梨

宜⼒ 乳酸菌、優格

松澄有限公司 象印產品(批發價)

⾦助能⽣物科技 健康器材、醫療

浩恩 防⽔包包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6⽇

上班族 服飾

遠通電收 e-Tag免費申請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17號草堂 ⼿⼯⼤餅

陳師傅 鳳梨、⾹蕉、糕餅

維宏 精緻蛋糕、麵包

花⽔⽊ 髮飾、Kitty(⽇、韓系列)

城欣 ⽵碳襪⼦、兒童服飾

逸芃珠寶商 珠寶系列

⾱柏國際 有機醋、葡萄乾

捷⼒國際 無痕壁貼

13

新⽣⼊學 新⽣⼊學

新⽣⼊學 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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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學 新⽣⼊學

新⽣⼊學 新⽣⼊學

20⽇

上班族 服飾

⽥園都市瑝 德國豬腳

17號草堂 ⼿⼯⼤餅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樸鈺 客家養⽣蛋糕

新榮陽 氣墊⽪鞋、排汗⾐

舞⽶樂 紅棗、黑棗

皇家楓葉 加拿⼤北極冰蜜

城欣 ⽵碳襪⼦、兒童服飾

歐印興業 ⾏李箱

27⽇

上班族 服飾

17號草堂 ⼿⼯⼤餅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浩恩 防⽔包包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宜⼒ 乳酸菌、優格

⾦助能⽣物科技 健康器材、醫療

樺緯精品 ⼥鞋、包包

福⽥⽔果⾏ ⽢草芭樂、芒果⻘

敏傑 吸⽔⽑⼱、記憶枕、精品

[員⽣社] | Top

【08/30】線上專利拍賣競標活動-電資通訊專利族群拍賣競標說明會
活動主題︓ 【08/30】線上專利拍賣競標活動-電資通訊專利族群拍賣競標說明會
活動時間︓ 2012/08/30
活動地點︓ 國⽴交通⼤學電⼦資訊研究⼤樓 第⼀會議室
活動摘要︓ 專利授權暨拍賣平台 是⼀個專利供需互動交流機制，匯集全國35所⼤專院校頂尖研發能量，整合千件以上各
領域獲證專利，提供產學良好互動的管道。繼6⽉份⾸波光電族群競拍創千萬佳績，10⽉份接續隆重推出⼤專院校電資通
訊領域近400件相關專利，多組專利包裹及專利家族等拍品，您怎能錯過〜

8/30(四)拍賣競標說明會 將⾸度公開本次上架拍品，並精⼼提供市場資訊及專利分析，帶您搶先掃描，掌握智權先機︕

[產學運籌中⼼]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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