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單位
教務訊息
101年2⽉27⽇彈性放假
100學年度第2學期 (⼆⽉⼊學) 碩博⼠班新⽣註冊⼊學須知
100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須知(舊⽣)
100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申請
碩、博⼠班⽣學位考試成績及學籍處理原則

研發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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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2013台越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會
國科會101年度「獎勵⼈⽂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候選⼈撰寫博⼠論⽂」受理申請
科學⼯業園區管理局公開徵求101年度「科學⼯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1年度「團體推動標準化活動補助專案」受理申請
中國⼯程師學會101年「傑出⼯程教授獎」開始受理
中國⼯程師學會101年「⼯程獎章」開始受理

圖書館訊息
交通⼤學圖書館徵資訊⼈才
圖書館徵約⽤職務代理⼈員1名
新增資料庫--internationale Bibliographie der Geistes- 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Zeitschriftenliteratur(IBZ)
新增資料庫--Dalloz法學全⽂資料庫
試⽤資料庫--udn數位閱讀館電⼦書庫(⾄2/29⽌)
試⽤資料庫--華⽂電⼦書(⾄4/30⽌)
更多資料庫利⽤
拉美⽂學巨擘尤薩作品特展
來⾃2012的快樂祝福－「正向⼼理學」主題書展
視聽新鮮貨--《星星的孩⼦(Temple Grandin)》
[焦點報導]圖書館有間漫畫屋︕
[圖書館陪你做研究]省省吧!! ⽇常⽣活的節⽔⼤作戰。

資訊技術服務中⼼訊息
校園影⽚創作競賽

101年2⽉27⽇彈性放假
⼀、 ⼈事⾏政局公布--101年2⽉27⽇（周⼀）調整為彈性放假⽇，本校於當⽇配合彈性放假。
⼆、 101年2⽉27⽇（周⼀）有課程之教師，請⾃⾏安排補課或調課並轉知學⽣。如須補課，請⾄教室借⽤系
統http://cos.adm.nctu.edu.tw/CRManage/，查詢空教室並借⽤教室。
三、 未來如遇類似的調整彈性放假，本校課程即依「國⽴交通⼤學因應政府⾏政機關紀念⽇及⺠俗節⽇ 假期調整之課程
處理通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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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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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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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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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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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申請
101年2⽉17⽇(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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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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班⽣學位考試成績及學籍處理原則
⼀、本校各學年之第1學期開始⽇為8⽉1⽇，第2學期為2⽉1 ⽇。
⼆、碩、博⼠班⽣學位考試學籍處理原則，依其修業年限說明如下︓
(⼀) 修業年限屆滿研究⽣︓本學期最遲需在1⽉31⽇當學期結束⽇前，通過完成論⽂考試成績及繳交「論⽂⼝試委員會審
定書」⽅可取得學位，逾此期限未完成論⽂考試成績及繳交「論⽂⼝試委員會審定書」者，依學則第⼗四條應予退學。
(⼆) 修業年限未屆滿研究⽣︓於1⽉31⽇前通過論⽂考試，未能於次學期⼆週內完成論⽂審查繳交「論⽂⼝試委員會審定
書」者，則100學年第2學期仍應註冊。
三、成績處理原則︓
(⼀) 畢業學期為繳交論⽂考試成績及「論⽂⼝試委員會審定書」之在學學期。
(⼆) 已完成論⽂考試成績及「論⽂⼝試委員會審定書」繳交，跨越新學期仍未辦理離校程序者，其學籍依已畢業處理。
(三) 2⽉提請並通過學位考試學⽣，其畢業年度學期為新學期，畢業成績亦以新學期處理。
四、2⽉份完成論⽂考試成績及繳交「論⽂⼝試委員會審定書」者，辦理畢業離校時繳交費⽤依「學⽣離校退費作業要
點」辦理，簡述如下︓ 
(⼀) 2/1⾄2/17開學前︓繳交學⽣平安保險費及急難濟助⾦︔
(⼆) 2/20開學後離校者,則須先繳交全額學雜費，之後再辦理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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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1年度先導型、開發型及應⽤型產學計畫受理申請
⼀、 國科會修正「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產學合作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101年1⽉5⽇起⽣效。另
101年度先導型、開發型及應⽤型產學計畫受理申請，校內收件⽇⾄101年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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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作業要點修正重點如下︓
(⼀)第5點︓增訂申請機構簽署計畫申請⼈資格切結書。
(⼆)第25點︓新增「申請機構未依規定期限辦理經費結報或繳交研究成果報告，經本會催告仍未完成結案者，本會得追繳
該計畫⼀定⽐例管理費或於申請機構下期計畫撥款項內將未結案之補助經費扣除，並得視情形暫停對申請機構之全部或⼀
部補助。經費結報或研究成果報告不合規定者，經本會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亦同。」。
三、 本項申請全⾯採取線上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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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週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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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加蓋公司⼤⼩章
之合作企業證件影本等資料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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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其他應辦事項、作業要點、合約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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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書及相關
規定，亦可⾃⾏上網查詢下載（網址︓http://web1.nsc.gov.tw/lp.aspx?
CtNode=1134&CtUnit=658&BaseDSD=5&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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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2013台越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會
⼀、 欲申請計畫者，請申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計畫類別請點選「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計畫」，並
請所屬單位於101年3⽉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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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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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業務組彙辦。
⼆、 欲申請雙邊研討會者，請申請⼈下載相關申請表格填寫，並請於101年3⽉27⽇前將申請書⼀式2份交由所屬單位備
函檢附申請資料會相關單位後辦理申請。2類申請案皆另請將申請書電⼦檔E-mail⾄國科會承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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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網址: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34f47cf30134f4dc09180011&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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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1年度「獎勵⼈⽂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候選⼈撰寫博⼠論⽂」受理申請
⼀、 本獎助案101年度獲獎⼈之獎勵期間⾃101年8⽉1⽇⾄102年7⽉31⽇⽌，故預計於101年7⽉底以前可以畢業者，
請勿提出申請。
⼆、 請申請⼈將博⼠班歷年成績單及學⽣證正反⾯(需加蓋100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章)等資料正本掃瞄成彩⾊PDF電⼦檔後
上傳，以利辨識，並請上線製作及檢⿑申請資料上傳後「繳交送出」︔再請指導教授於網站上傳初評意⾒表並「同意送
出」︔書⾯資料經系所審查後，最後由計畫業務組上線確認無誤及「彙整送出」，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 請申請⼈確認上傳之資料完整清晰後，列印申請書基本資料(表H201)、系所出具已取得博⼠候選⼈資格之相關證明
⽂件(OTH1)、博⼠班歷年成績單(OTH2)及學⽣證正反⾯影本(OTH3)等申請資料，交系所審查資格條件並經單位主管簽
章後(系所如欲審查博⼠論⽂計畫書H202，請向申請⼈索取)，於校內收件截⽌⽇(101年3⽉27⽇)前送計畫業務組查對備
存彙辦，俾依規定於限期(101年4⽉2⽇)前送達辦理申請。
四、 線上申請相關作業請參照國科會申請系統操作說明辦理，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附件，相關資訊請⾃⾏上網查詢下
載(網址︓http://web1.nsc.gov.tw/lp.aspx?CtNode=1017&CtUnit=607&BaseDSD=5&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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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業園區管理局公開徵求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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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財務健全經核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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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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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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準檢驗局101年度「團體推動標準化活動補助專案」受理申請
⼀、 本補助專案同⼀年度同⼀單位申請之計畫以3件為限，請有意申請教師先告知所屬系所單位及計畫業務組，屆時全校
申請件數若超過3件，將由計畫業務組洽各申請系所單位協調推舉計畫主持⼈提出申請。
⼆、 請計畫主持⼈於101年2⽉8⽇前備妥請印單、計畫申請表1份、計畫書⼀式15份(含電⼦檔光碟⽚1份)、資格證明⽂
件1份、信⽤證明⽂件1份、 其他相關證明⽂件或參考資料等，會辦相關單位後於截⽌⽇期(101年2⽉10⽇下午6時)前送
達或以郵件掛號(郵戳⽇為憑)寄⾄中華⺠國國家資訊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辦理申請。
三、 相關⽂件請⾄標準檢驗局網站公告區 (http://www.bsmi.gov.tw/wSite/mp?mp=1)或本計畫網站
(http://www.standards.org.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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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程師學會101年「傑出⼯程教授獎」開始受理
⼀、中國⼯程師學會為表揚對我國⼯程實務或⼯程教育有傑出貢獻之⼯程教授，特設置此獎。該會⾃即⽇起⾄3⽉15⽇⽌
受理申請，詳細之評選辦法與推薦書，請參閱下述網址︓http://www.cie.org.tw。
⼆、本獎項之申請資格為︓
1.該學會個⼈會員且專職我國公私⽴⼤專院校⼯程相關科系之專任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
2.未曾獲得本獎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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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程師學會101年「⼯程獎章」開始受理
⼀、 中國⼯程師學會來函通知101年「⼯程獎章」，⾃即⽇起⾄3⽉15⽇⽌受理推薦，詳細之評選辦法與推薦書，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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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檔或⾄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www.cie.org.tw。
⼆、 本獎項之申請資格為︓在⼯程學術上、⼯程技術上有顯著之貢獻或發明者︔主持⼯程學術機構、⼯程研究機構、或主
辦⼯程建設對國家社會有重⼤貢獻者︔未曾獲得本獎項者。
三、 ⼯程獎章候選⼈須為該學會之個⼈會員，且未列為停權會員者。

[研發處] | Top

校園影⽚創作競賽
1. 為⿎勵同學表達⾃我、發揮創意、並為校園⽣活留下⽣動的紀錄，資訊中⼼特舉辦100學年度「校園影⽚創作競賽暨網
路評分活動」，邀請同學創作校園⽣活短⽚參賽，或參與線上影⽚評分。
2. 開放影⽚上傳時程為100年12⽉16⽇⾄101年3⽉9⽇︔網路評分活動時程為101年 3⽉12⽇⾄101 年4⽉1⽇。
3. 「校園影⽚創作競賽」參賽辦法等相關訊息，請參⾒資訊中⼼網⾴之「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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