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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今日迎接一千四百名大學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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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創造最好的歷史 交通⼤學100學年開學典禮
國⽴交通⼤學100學年度⼤學部新⽣開學典禮於6⽇舉⾏，學校⼤陣仗迎
接⼀千四百位⼤學新⽣，在開學典禮上，吳妍華校⻑代表交⼤恭喜各位
新⽣做了對的選擇，也勉勵同學們四年後成為最優秀的交⼤⼈。

交通⼤學擁有百年歷史，吳妍華校⻑向剛⼊學的新⽣介紹，交⼤為台灣
創校最悠久的⼤學，已有114年歷史，最初命名為「南洋公學」，直到
1921年成⽴交通⼤學，發展交通運輸、管理、電⼦通訊學科專業，為國
家建設及產業帶來極⼤影響︔1958年在台復校，成⽴電⼦研究所，由凌
鴻勛校⻑主持開學典禮，當時的教育部⻑梅貽琦(後來擔任清⼤校⻑)蒞
臨致詞，⾃此開創交通⼤學與清華⼤學共同競爭、合作的新局。

吳妍華校⻑談到，「知新致遠、崇實篤⾏」為交⼤校訓，勉勵學⽣以此理念為中⼼，交⼤未來也將以前瞻多元的全⼈教育
培育新世代精英領導⼈才，並整合跨越知識探索⽂明新知，持續以突破創新的科技研發解決⼈類⾯臨的挑戰。

同時，交通⼤學也擁有多項第⼀的優異表現，包括製造台灣第⼀部電腦，成為台灣IC資通訊前鋒，製作出第⼀枚電晶體、
第⼀個積體電路，並成⽴我國第⼀座半導體實驗室，為台灣IC、半導體產業紮根，近⽇更在「⼤學學⽣權利調查評鑑」中
拿下全國第⼀，校⾵⾃由、保障學⽣權益。

此外，校⻑也介紹交⼤最重要的資產之⼀︓傑出校友與名譽博⼠，傑出校友包括宏碁集團創辦⼈施振榮董事⻑、華碩電腦
施崇棠董事⻑、聯華電⼦曹興誠榮譽董事⻑、合勤集團創辦⼈朱順⼀董事⻑、聯強國際集團杜書伍總裁、群聯電⼦公司潘
健成董事⻑、花旗集團台灣區管國霖總裁、⻑榮航空鄭光遠董事⻑、滾⽯唱⽚集團段鍾潭董事⻑︔名譽博⼠包含聯華電⼦
宣明智榮譽副董事⻑(同時為傑出校友)、台灣積體電路張忠謀董事⻑、聯發科技蔡明介董事⻑、美國四⼤國家科學院院⼠
錢煦博⼠、裕隆集團嚴凱泰執⾏⻑、雲⾨舞集創辦⼈林懷⺠︔知名校友則有⾳樂製作⼈⿈國倫，以及近⽇以改編電影紅透
全台的九把⼑（柯景騰）等等。

吳妍華校⻑表⽰，每⼀位傑出校友及名譽博⼠在台灣產業居領導之位，仍投⼊社會公益活動回饋社會，成為造福社會的傑
出企業家，勉勵學⽣養成基本素養與核⼼能⼒的同時，重視品德倫理、不忘飲⽔思源。另外，以理⼯⾒⻑的交⼤也培育出
⾳樂、電影⻑才，⿎勵學⽣們在⼤學四年發揮創意，挖掘⾃⼰更多的可能，也期許新⽣加⼊交⼤⼤家庭後，⼀同為交⼤創
造更好的歷史︕

100學年度⼤學部新⽣開學典禮中，也表揚了17位傑出教學與優良教學的教師，以及5位在服務學習表現優異的學⽣和25
位⼊學成績優異的新⽣，最後在掌聲中完美落幕。下午及7⽇整天，交⼤也為新⽣安排了充實豐富的校園簡介，由各處室
⻑官向新⽣介紹多元的軟硬體設施及年度活動。9⽇（週五）中午開始，更有精彩吸睛的社團博覽會即將登場，當天共有
80個陣容堅強的社團為新⽣帶來表演及展⽰。100學年度開學之際，交⼤全體師⽣莫不卯⾜全⼒動員，希望將最好、最優
秀的持續傳承給新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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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環工所蔡春進教授研發「平板式濕式分離器」獲

100年度國家發明創作獎銀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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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所蔡春進教授研發「平板式濕式分離器」獲國家發明創作獎
台灣科技產業發達，⽣產IC晶⽚、晶圓時需⼤量使⽤鹽酸、硝酸等酸鹼
液體進⾏濕蝕刻，在製程中產⽣⼤量廢氣，若處理不當將會造成空氣汙
染，也可能造成潔淨室的微汙染。交通⼤學環境⼯程研究所蔡春進教授
與林冠宇博⼠共同研發「平板式濕式分離器」(Parallel plate wet
denuder，PPWD)，可快速檢測⼤氣環境氣體，有助於環境空氣品質改
善，此研究獲100年度國家發明創作獎銀牌肯定。

平板式濕式分離器由兩⽚壓克⼒平板製成，厚度為2.5cm，平板間隙為
4mm，⽽吸收表⾯為多孔玻璃板製成，其表⾯塗敷奈⽶⼆氧化鈦
(TiO2)凝膠以增加潤濕性，奈⽶TiO2凝膠擁有附著性良好、不易脫落的
特性，當蒸餾⽔⾃分離器上⽅⽔槽注⼊後，會沿吸收表⾯溢流⽽下，均
勻擴散於整個玻璃表⾯形成⽔膜，此時打⼊欲測試的氣體，氣體在平板

間的⼩間隙流動⽽被吸收，讓蒸餾⽔達到完全吸收氣體的⽬的。

蔡春進教授表⽰，多孔玻璃平板塗敷奈⽶TiO2的表⾯親⽔性佳、接觸⾓趨近零度，⽔膜均勻度良好，且⻑時間操作無乾燥
區塊產⽣，在適當的氣體流量下，氣體中汙染物的吸收率接近100%，蒸餾⽔吸收氣體後平順均勻的流⾄分離器下⽅，利
⽤蠕動泵將液體吸出，再結合離⼦層析儀IC分析液體濃度，即可檢測氣體受汙染程度及汙染物質，可做為⾃動酸鹼氣體監
測器，使⽤於⼤氣、潔淨室及煙道的酸鹼氣體連續⾃動監測，有助於IC產業良率的提昇及環境空氣品質的改善。

蔡春進教授補充，台灣過去所使⽤的⼿動微粒分離器製作耗時、費⼯且容易造成誤差，國外分離器則有⽔膜不均勻、親⽔
膜含有機雜質的問題，此次研發的平板式濕式分離器不僅製造、安裝容易，準確度⾼，校正結果也符合理論，且結合離⼦
層析儀IC監測週期僅需20分鐘，可改善⽬前國內煙道酸性氣體⼿動採樣的缺點，有助於提升採樣分析的⽅便性及準確性。

平板式濕式分離器⽬前已提供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所研究⼤氣中酸鹼氣體的變化︔上海復旦⼤學測試環境中酸性氣體
及SO2氣體的變化︔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使⽤於半導體廠房中的微污染氣體監控。蔡春進教授表⽰，晶圓製程需完全乾
淨的無塵潔淨室，平板式濕式分離器可廣泛運⽤於各種半導體及⾼科技製程檢測︔科技⼤廠、⽯化產業廢氣是否會汙染環
境的問題也可透過平板式濕式分離器進⾏⻑時間的⾃動監測，進⼀步達成改善廢氣處理、提升環境空氣品質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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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啟數學與藝術的另⼀扇窗
交通⼤學通識教育中⼼陳明璋副教授花⼗年時間研發數位內容設計與展
演的軟體̶AMA(阿嬤)，此⼀軟體有兩個核⼼功能，分別為激發式動態
呈現(Trigger-based Animation, TA)及結構式複製繪圖法
（Structural Cloning Method, SCM）︔後者以數學幾何點線變換的
概念，輕鬆⽤軟體繪製成錯綜複雜的對稱圖形。另外也可以將簡單的幾
何圖形組合在⼀起，繪出⼀幅⽔墨⼭⽔畫，加上⾊彩妝點則⼜變成為另
⼀幅美麗的仿油畫⾵景畫，讓數學變的更有趣、畫畫變的更簡單。這些
美麗⼜有趣的畫作，分為類似⽔墨的⼭⽔畫、線段疊合質感細緻的紋
路、對稱中有亂的紋路三⼤類，著重質感，即⽇起⾄9⽉30⽇在交⼤圖
書館⼤廳展⽰。

陳明璋副教授表⽰，只要透過AMA軟體中的「結構式複製繪圖法」，就可以將點、線交錯⽽成的圖形，依作者隨意翻轉、
複製成⼭、雲、草原、⽯頭、磚⽡等等，無限複製擴充的特性也讓創作者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幅美麗畫作。平⾯圖形加
⼊的不同⾊彩，還可以在紙上呈現⽑線、絨布的質感。仔細端詳，圖形還會轉動、跳出畫⾯成為時下流⾏的3D⽴體圖。特
別有趣的是，同樣⼀幅圖，有⼈看起來像表情詭異的打坐者，有⼈看起來卻像佈滿整幅畫的蜘蛛⼤隊，也因此展覽的畫作
⼤多沒有命名，希望由觀賞者⾃由詮釋，增加賞畫樂趣。

此外，畫展之外也特別另闢專區，將幾何圖案變成禮物包裝紙、隨⾏杯、筆記本封⾯，還有泳裝設計、玻璃藝術，完美呈
現科學與應⽤藝術的結合。

陳明璋教授表⽰，AMA外掛於普遍使⽤的PowerPoint軟體，原本是要協
助教師更輕鬆的掌握數位教材，以及減少數位落差，這套軟體⽬前已申
請近好幾個專利，並持續向國中⼩學教師推廣。在交⼤「幾何造型」通
識課中，學⽣可以透過創作學習錯覺、對稱結構、碎形理論、幾何構圖
等基礎數學概念。也可以透過「數位內容設計與展演」的課程來學習如
何掌握訊息的認知歷程，有效的傳遞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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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數學幾何概念設計的圖案變成禮物包裝紙、隨行杯、筆

記本封面

AMA 放置於 http://ama.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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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舉薦100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
本校將推選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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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9⽉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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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00082/application.doc
2. 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10800082/rule.pdf
3. 名譽博⼠與傑出校友名錄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10800082/list.pdf

※ 聯絡⼈︓秘書室邱美玲⼩姐 (分機︓3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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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季︕10⽉5⽇⽌，交⼤出版社網站書籍全⾯85折起，加送⽕紅書⾹袋︕
活動期間交⼤出版社網站平⾯出版品85折，數位出版品9折，還有多本新書上市熱賣中︕凡於活動期間，每單筆訂單出貨
加送⽕紅書⾹袋⼀只，祝您讀書考試「鴻」運當頭︕好運旺旺來︕（每筆訂單限贈⼀個，恕不累積贈送。）

3本新作同步推薦︓
◎⾵吹柳絮．李泰祥⾳樂精選．改編給⽊笛的合奏曲（⾳樂CD）特價270元－李泰祥唯⼀⼀張專為⽊笛改編的樂曲，收錄
橄欖樹、⼀條⽇光⼤道等經典名曲，集合國內知名⾳樂⼈及⽊笛團製作演出，搭贈13⾸譜例，各⼤唱⽚⾏熱賣中︕

◎學術研究倫理數位教材 （多媒體光碟）特價180元－由教育所周倩⽼師編著，以flash動畫及案例說明等呈現⽅式，讓
研究⽣在進⾏研究前，能先瞭解應遵守的倫理規範，建⽴正確的研究態度，並為⾃⼰的研究⾏為負責。本教材共⼆⼤單
元、四⼩時，第⼀堂課︓倫理與責任、第⼆堂課︓避免抄襲與剽竊。

◎機率（DVD）特價2070元︓由電機系吳炳⾶教材講授，完整介紹基礎機率的理論，⽤⽣活常⾒例⼦來說明不易理解的
機率法則，並以嚴謹的定理及證明，深⼊的解析複雜的物理意義︔再透過⾃製圖表的⽣動說明，使讀者能透徹了解機率精
髓，建⽴紮實的機率觀念。全套8⽚DVD附單冊講義。

華通書坊交⼤⾨市同步優惠中︕

洽詢電話︓03-5712121分機31542．31784 
交⼤出版社網址︓http://pres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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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1學期休學申請
開學後辦理休學要繳全額學雜費，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依本校⾏事曆及學⽣辦妥離校⼿續⽇期計算，以下均
同)離校者，退費三分之⼆︔未逾學期三分之⼆離校者，退費三分之⼀︔逾學期三分之⼆離校者，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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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1學期畢業離校
8、9⽉份通過學位考試並繳交論⽂⼝試委員會審定書⾄註冊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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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9開學前︓繳交學⽣平安保險費及急難濟助⾦︔
（⼆）9/13開學後離校者,則須先繳交全額學雜費，之後再辦理離校︓
1.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1/3離校者，退費2/3。
2.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2/3離校者，退費1/3。
3.學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3/2離校者，不退費。
碩⼠學位及博⼠學位授予作業規章︓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rul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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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學期排名與99學年度畢業排名-可排名系所
可排名系所公佈於註冊組網⾴最新消息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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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輔系（所）、雙主修及學分學程注意事項
⼀、申請⽇期︓每學期開學後加退選截⽌前（本學期為9/23）申請︔⼤學部學⽣申請修讀雙主修、輔系者⾄遲在修業第七
學期申請。
⼆、申請程序︓
（1）修讀輔系(所)/雙主修/學分學程申請表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GetFile.aspx?
type=1&id=f942929e-d521-4e19-9d97-3469ea1392d5
（2）修讀雙主修者請附歷年成績單供系所主管參考。
（3）各項程序辦妥後，註冊組承辦⼈影印申請單加蓋職章後交申請⼈留存。
三、注意事項︓
（1）申請修讀後，符合主修系所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輔系(所)或雙主修規定學分，欲放棄加修逕以主修系所畢業者，請備
放棄修讀聲明隨時洽註冊組辦理。
（2）申請修讀學分學程者，在修滿學分學程規定學分後，請填寫「學分學程科⽬審查表」，併同歷年成績單影本，經學
分學程召集⼈審核後，再送註冊組，憑以製發學程學分證明書。
（3）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學⽣修讀輔系(所)辦法、學⽣修讀雙主修辦法，及課務組公佈之輔系(所)/雙主修系所表、各學
系必修科⽬表、各碩⼠班修課規定、學分學程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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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上註冊貼紙可就近於系所索取
1.因本校已實施教師全⾯以網路傳送成績，且為讓教師即時掌握修課學⽣之 
⼈數與名單，因此課程之「點名單」亦將由任課教師⾄網路選課系統下載。
2.100學年度第1學期課務相關⽇期，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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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9/29正式起跑
2011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9/29~10/20⽌,共舉辦49場公司說明會及10/22公司⾯談會
相關資訊及舉辦時程請活動官網 http://openhouse.nctu.edu.tw/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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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中⼼100學年第⼀學期系列活動訊息
修課同學需擇2場參加

報名網址︓http://140.113.2.154:8088/reg/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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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處公告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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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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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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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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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配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修正後公布。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各學⾨推薦書單及其他相關附件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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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2a56837f012a5bb1648c0044&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 | Top

國科會100年度第3期開發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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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第9點規定「計畫主持⼈（申請⼈）應於線上簽署利益迴避暨保密聲明，計畫申請機
構函送本會之申請案，應經審核符合本利益迴避原則。」。另國科會補充說明上開原則第8點第1款「委任」之認定，請申
請⼈於簽署前務必詳閱該原則及函⽂補充說明之規定。
三、 本項申請全⾯採取線上作業，申請⼈請登⼊國科會網⾴上線作業，並請於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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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份。
(⼆)上線印製之申請名冊⼀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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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補充說明事項詳參函⽂及計畫申請注意事項，本案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及第8點
第1款補充說明、作業要點、計畫申請書等相關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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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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程處徵求101年「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增列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構想書
⼀、 本計畫主持⼈資格須符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且年齡在45歲以下(1967年1⽉1⽇以後出⽣)。45
歲之前曾有⽣育事實者，每⽣育1胎得延⻑2歲，請附相關證明⽂件。
⼆、 本計畫僅徵求個別型計畫，計畫之執⾏期限為2-3年。申請⼈⾄多僅可提出1件構想書申請案，並同⼀年度以執⾏1件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為限，已獲補助並執⾏⼯程處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三、 線上系統開放申請確定時程國科會將另⾏公告於⼯程處網⾴，請有意申請者屆時上線作業，並請於100年10⽉17⽇
下午5時前將構想書線上傳送國科會(無需備⽂)，通過後請依規定提送正式計畫申請書。
四、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徵求公告及構想書格式，或請⾄國科會⼯程處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網
址︓http://www.nsc.gov.tw/eng/ct.asp?xItem=20040&ctNode=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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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案推動計畫辦公室徵求101年「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案」計
畫
⼀、 配合⾏政院核定之「⽣技起⾶鑽⽯⾏動⽅案」，國科會、經濟部及衛⽣署積極規劃推動跨部會之「醫療器材跨部會發
展⽅案」計畫，並由推動計畫辦公室配合各部會辦理計畫徵求。
⼆、 本計畫類型分為技術研發、創新萌芽及產業推動等3類型計畫。申請⼈資格應符合計畫補助部會（國科會或經濟部或
衛⽣署）相關規定。
三、 申請國科會及衛⽣署補助者:請⾄國科會網站上線申請，申請書內請勾選補助單位為國科會或衛⽣署，並請於100年
10⽉12⽇前由所屬單位備函檢附申請名冊⼀式2份會相關單位後送國科會辦理申請。
四、 申請經濟部補助者︓
(⼀)本校⽬前可申請計畫案為「在地型產業加值學界科專計畫」，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0年10⽉17⽇前，備妥計畫申請書
（經濟部學科在地型計畫構想書）紙本資料⼀式2份及電⼦檔磁碟⽚或光碟⽚1份，逕寄「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案推動計
畫辦公室」陳瑞穗⼩姐收辦，並將電⼦檔案寄⾄app.rdmd01@gmail.com。
(⼆)⽇後若獲計畫辦公室審查推薦並轉介經濟部後，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備妥函稿及在地型學界科專計畫構想書審查階段
所需⽂件，會辦相關單位後寄送經濟部辦理申請。
五、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公開徵求說明，或請⾄「醫療器材跨部會發展⽅案推動計畫辦公室」網⾴最新消息查詢（網
址︓http://www.apprdmd.com.tw/p6-news_detail.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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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強化臺灣特⾊之⼈⽂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才培育計畫」受理100
年度第2次申請
⼀、 本案計畫包括以下2項，其計畫執⾏期程如下︓
(⼀)「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新計畫」︓A類計畫⾃100年12⽉1⽇⾄102年1⽉31⽇⽌︔B 類計畫⾃100年12⽉1
⽇⾄101年7⽉31⽇⽌。
(⼆)「⼈⽂社會科學應⽤能⼒及專⻑培育計畫」，⾃100年12 ⽉1⽇⾄102年1⽉31⽇⽌。
⼆、 申請「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與⾰新計畫」，除備妥計畫申請書外，並應檢附全校課程規劃相關權責單位或會議同
意證明，請有意申請教師，向本校課務組提出相關⽂件，並報請教務會議審查，取得同意證明。
三、 請有意申請教師於規定期限前完成線上申請，並於100年9⽉28⽇前備妥請印單、計畫申請書⼀式5份及電⼦檔等⽂
件，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9⽉30⽇前寄⾄各指定地點辦理申請。
四、 已獲100年度第1次徵件通過補助之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計畫申請相關資訊及申請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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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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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智慧⽣活整合創新課程計畫徵件事宜」
⼀、 因1校以申請1案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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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以上，將進⾏校內協
調作業。
⼆、 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0年9⽉29⽇前備妥請印單、計畫申請書⼀式6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10⽉3⽇前逕
送「國⽴臺灣⼤學電信⼯程學研究所博理館315室」辦理申請。計畫徵件事宜相關附件（含計畫申請書格式）請逕⾄計畫
網站(http://www.smartliving.org.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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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環境保護署「⼟壤及地下⽔污污染研究與技術提昇補(捐)助計畫」受理申請
⼀、 請有意申請者於規定期限前⾄計畫申請網站進⾏線上申請作業，並於100年9⽉28⽇前備妥函稿及以下書⾯資料各1
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9⽉30⽇前送達環保署辦理申請。應備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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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書(⾏政管理費請依各項費⽤總和之10%編列)。
(⼆)法⼈登記及設⽴之證明⽂件影本。
(三)近幾年國、內外與申請計畫類似之研究或現地試驗計畫書⾯資料。
(四)申請現地試驗計畫者，另應提出下列⽂件︓
1.現地試驗場址⼟地使⽤同意書。
2.現地試驗場址所在地主管機關同意函。
⼆、 相關申請資訊與作業須知請逕⾄環保署網站（網址︓http://sgw.epa.gov.tw/public） 查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100年度校園廢棄腳踏⾞拖吊及認領作業時程表
執⾏單位︓總務處事務組 
依據法令︓國⽴交通⼤學校園⾞輛管理辦法第53、54條

⽇期
⼯作項⽬ 備註

9/13~9/23
公告廢棄腳踏⾞拖吊及認領作業時程
表

將於事務組網⾴、校園公告及Email通知

9/22~9/30 外勤班於廢棄腳踏⾞上張貼拖吊單  

10/1~10/17

⾞主確認腳踏⾞是否被張貼拖吊單 1.教職員⽣在這段期間注意⾃⼰的腳踏⾞停放位置及是否被張貼拖吊
單，如⾮屬廢棄腳踏⾞則請⾞主撕掉拖吊單。 
2.⾞主若未移置適當位置或撕掉拖吊單者，⼀律拖吊以廢棄物處理。
3.⾮屬⾃⼰腳踏⾞請勿移動腳踏⾞或撕毀拖吊單，據為⼰有，否則可
能涉及刑法問題。

10/18~10/24
外勤班開始拖吊廢棄腳踏⾞ 拖吊集中場在外勤班附近 

光復校區服務⼤樓附近

10/25~10/27

1.學⽣攜帶學⽣證親⾃到場領取腳踏
⾞，並於切結書簽名。 
2.每⼈只能認領⼀台，採現場隨到隨
領。

領取地點︓拖吊集中場 
上班領取時間（假⽇不領取） 
09︓00~11︓00
13︓30~15︓30
領取腳踏⾞聯絡⼈ 
范先⽣0935270179
⿈先⽣0932291821
彭先⽣0930040356

10/27~10/28

1.教職員攜帶識別證親⾃到場領取腳
踏⾞，並於切結書簽名。 
2.每⼈只能認領⼀台，採現場隨到隨
領。

備註︓校園廢棄腳踏⾞所回收為腳踏⾞⻑期未使⽤有局部損壞或已不堪使⽤等情形，必須修復確認堪⽤始可騎乘，因此請
教職員⽣勿對校園廢棄腳踏⾞之品質抱持太⼤期望，有實際需要才來領取，並記得維修妥善始可騎乘。

[總務處] | Top

總務處⾺上辦〜給您好⽣活

總務處《⾺上辦中⼼》GO..GO..GO…“ “珍惜您的建⾔，美化我們的⽣活””

⾺上辦記錄摘要︓

Q1 【有關停⾞收費】 
使⽤學⽣計次停⾞證，超過30分鐘但在⼀⼩時以內者之收費為何︖

A1 若已辦理學⽣計次識別證，同⾨進出未達⼀⼩時則免收費。

Q2 【問機⾞證申請】 
機⾞證申請到何時可以使⽤?短程和⻑程個需要多少時間?

A2 如需申請機⾞證，請先⾄駐警隊網⾴填寫申請表，列印後攜帶申請表與相關證件先⾄駐警隊辦理，當⽇即可
領證且於隔⽇⽣效啟⽤。 另⻑距卡⽬前已發完，已請廠商趕製中，預計於 8/15後開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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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電動機⾞⾏駛於校內的適法性?】 
⽬前政府推動電動機⾞，⾏駛時不會產⽣噪⾳，很適合在校園內當作代步⼯具。但國⽴交通⼤學校園⾞輛管
理辦法第五章第⼆⼗九條直接禁⽌所有機⾞⼊校，想請問是否可放鬆此法條，讓電動機⾞可於校內⾏駛?
另，⽬前市⾯上也有電動腳踏⾞的產品，是否等同於⼀般腳踏⾞的管理辦法。

A3 電動機⾞在認知上仍視為機⾞，其時速最⾼可達於60-70km/hr，若在校園內⾏駛恐因速度過快⽽影響⾏⼈
安全，故不開放電動機⾞在校園內⾏駛。如有代步之需，建議可使⽤機踏⾞、電動腳踏⾞。

Q4 【光復校區的游泳池】 
光復校區的游泳池的⼯程做了很久都還沒完⼯，之前聽說99年7⽉即將完⼯ 現在已經100年8⽉了，想請問
什麼時候能夠使⽤?因為想要游泳就必須要到清⼤或是博愛校區⻑久下來⾮常不⽅便。

A4 室內溫⽔游泳池已辦理完⼯驗收請領使⽤執照中，依法需取得使⽤執照後⽅可使⽤，開放使⽤時間請洽體育
室。

Q5 【環校⾞道】 
環校⾞道⼊⼝只要學⽣證就可以通⾏嗎?還是需要有辦校內停⾞?

A5 環校機⾞道柵欄管制系統已於 100年 8⽉ 1⽇正式啟⽤，限當年度有效機⾞證之機⾞通⾏。如有通⾏、停
⾞之需，建議⾄駐警隊辦理停⾞證。

Q6 【教職員⼯機⾞識別證】 
欲申請機⾞識別證，請問⾞主⼀定要是本⼈ 配偶或直系親屬嗎?

A6 依據「國⽴交通⼤學校園⾞輛管理辦法」第三⼗⼀條︓教職員⼯汽⾞機⾞識別證以⼀年⼀換為原則。必須是
本⼈、配偶或直系親屬持有之機⾞⽅得申請。

Q7 【畢業證書遺失】 
若要補發畢業證書，要如何辦裡︖

A7 有關畢業證書補發相關細節請洽本校⾏政⼤樓⼀樓，教務處"註冊組"，或請洽03-5712121分機31999會
有專⼈解答。

Q8 【清⼤⽣可否申請停⾞證】 
清⼤學⽣若需要⾄交⼤修課，可否申請交⼤停⾞證?

A8 學⽣機⾞識別證限交⼤學⽣辦理，並不開放校外選修⽣申請。如有停⾞之需，擬建議停放於校外機⾞棚︓C
棚(位於⼤學路上)、H棚(位於新安路上)。

Q9 【環校⾞道】 
開學之後環校⾞道感應機制的問題，要實施"⼀進⼀出"的機制嗎?換句話說:每張卡⽚進環校之後必須出環校
才能再感應進環校。

A9 環校機⾞柵道管制系統⽤於8⽉1⽇開始試⾏，為讓系統運作更為順利，近期維持每⽇定時測試並逐⽇延⻑
管制時間，待系統穩定將於開學後實施全⽇管制，屆時將採取⼀進⼀出的機制。

Q10 【卸貨區臨停違規開單疑問】 
有關⼯程六館側邊的卸貨區臨停，請問該區卸貨區在⾮上班時間(晚上10點過後，早上七點以前)轎⾞臨停
於該區卻被開單，因臨停時有靠右邊，並無阻檔無障礙空間與通道，這是否有彈性空間?並撤銷違規單?

A10 各館舍卸貨區限卸貨⾞輛暫時停放，其他⾞輛請勿停放。如有停⾞之需，建議停放於各停⾞場或環校道路外
圍，避免受罰。

Q11 【學雜費減免】 
原住⺠⽣學雜費減免要申請嗎?還是像⾼中⼀樣直接減免?

A11 原住⺠學雜費減免要向⽣輔組提出申請，相關事項需請洽⽣輔組曾先⽣連絡 
（03-5712121轉50854）。

Q12 【就學貸款相關資訊】 
在學校網站上未看到就貸的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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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關於就學貸款的相關事項，請參閱以下⽣活輔導組的說明連
結︓http://scahss.adm.nctu.edu.tw/uvpage

/modules/catalog_1/admunit_basic/b_main.php?b_id=8 
或是和⽣活輔導組陳⼩姐（5712121轉31405）連絡。

更多的留⾔訊息請點閱⾺上辦中⼼網站 
http://www.ga.nctu.edu.tw/rightAway/，您可依餐廳、交通、流浪⽝、修繕、校園環境、其他等六⼤主 
題分類查閱。服務專線︓(03)571-2121轉31456，歡迎全校師⽣有任何總務⼯作的建⾔來電洽詢。

 

[總務處] | Top

新聞稿發布作業流程
敬請各處室、院系所提供師⽣活動、獲獎訊息、⼈物故事等相關訊息，秘書室可事先協助評估是否具新聞價值及協助辦理
媒體邀請、新聞發佈，或將訊息放置在適當平台。
詳細流程請⾒︓http://www.pac.nctu.edu.tw/Activity/activity_album.php?Page=2&id=144#01

[對外事務組] | Top

校友聯絡中⼼Facebook粉絲專⾴7/4正式上線
希望把每⼀位交⼤校友連結起來，不管你在哪裡，都歡迎與我們分享往⽇⼤學時光或⽬前⽣活點滴，⽽我們也會在這裡，
跟關⼼交⼤的你，分享校園近況。

在100.7.4，這個網⾴正式上線，請搜尋[交⼤校友聯絡中⼼]加我們為好友:-D

[校友聯絡中⼼] | Top

9、10⽉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22⽇

上班族 服飾

17號草堂 ⼿⼯⼤餅

宜⼒ 乳酸菌、優格

陳師傅 ⼿⼯餅乾

啟榮 ⾬傘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施美 清潔沐浴乳

泓栗 蔓越莓汁

玖紘企業社 超細纖維⽑⼱

29⽇

上班族 服飾

嘉錸企業 勝寶益無毒修護

17號草堂 ⼿⼯⼤餅

簡⽼爹 宜蘭滷味

嵐媽卡喜 ⽇式甜點

⽥園都市瑝 德國豬腳

樸鈺 客家養⽣蛋糕

陳家麵 麵條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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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恩國際商⾏化裝包、⼿機包、零錢包

 

10⽉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6⽇

上班族 服飾

17號草堂 ⼿⼯⼤餅

宜⼒ 乳酸菌、優格

嘉錸企業 勝寶益無毒修護系列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東燁茶藝⾏ 茶葉、茶具

 烘⾖⽥(漢克)
單品咖啡⾖、濾泡式咖啡 

(⽿掛包)

宏視有限公司 隨⾝卡拉OK組、多媒體播放器

花⽔⽊ 髮飾、Kitty系列(⽇、韓)

Acomo杏睎科技 空氣殺菌機

13
⽇

上班族 服飾

敏傑 吸⽔⽑⼱、記憶枕

17號草堂 ⼿⼯⼤餅

玖紘企業社 超細纖維⽑⼱

天藍養蜂場 蜂王乳(蜂蜜醋)

誠晉布業 功能性襪⼦(預防⾹港腳)

開元⾷品 (華航)蛋糕、甜點果汁

聖⼼ ⼥⽤服飾

嵐媽卡喜 ⽇式甜點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20⽇

舞⽶樂 黑棗、紅棗養⽣茶

17號草堂 ⼿⼯⼤餅

恩典 ⾬傘

陳師傅 ⼿⼯餅乾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嘉錸企業 勝寶益無毒修護系列

威妤貿易(股)公司 洗髮精、沐浴乳、室內芳⾹劑等(法國、美國原裝進⼝)

⼤懶⽜業⾏ 電動按摩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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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班族 服飾

17號草堂 ⼿⼯⼤餅

簡⽼爹 宜蘭滷味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豐⺠ 包包、銀式飾品

樸鈺 客家養⽣蛋糕

  

  

  

  

[員⽣社] | Top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
《預知傳播紀事》︓⿆克魯漢的觀點
時間︓2011/9/21（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預知傳播紀事》︓⿆克魯漢的觀點
主講⼈︓陳偉之副教授兼資訊傳播學院院⻑ (⽞奘⼤學資訊傳播學院)

 

談契訶夫⼩說的⼥性形象︓以《跳來跳去的⼥⼈》、《 寶⾙兒》、《帶⼩狗的⼥⼠》、《新娘》為例
時間︓2011/9/28（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談契訶夫⼩說的⼥性形象: 以《跳來跳去的⼥⼈》、《 寶⾙兒》、《帶⼩狗的⼥⼠》、《新娘》為例
主講⼈︓劉皇杏助理教授(淡江⼤學俄國語⽂學系)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台灣公司赴德國上市說明會
主 題︓台灣公司赴德國上市說明會 
地 點︓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台灣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8號) 
時 間︓2011年 10⽉27⽇(星期四) 下午2時 ⾄5時 
網 址︓www.centillion.com/listingingermany2011/chi 
報名截⽌⽇︓2011年9⽉30⽇(星期五)

在德交所上市的國內企業，所從事業務含蓋範圍廣泛，有再⽣能源，⾼科技，醫療保健和消費⾏業︔再加上歐洲和德國投
資者漸漸喜歡加⼊中國企業於其投資組合中，德意志交易所正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選地之⼀。

赴德上市已成為企業登陸歐洲資本市場的其中⼀種選擇及趨勢。
例如: 2007年是中國企業德國上市的元年，⼭東中德集團率先登陸德意志証券交易所主板，⽽截⾄2010年12⽉已有27家
中國企業在德意志交易所成功掛牌上市。

來⾃德意志証券交易所的⾼層管理⼈員及擁有豐富經驗的專業顧問，將在論壇中為各位與會者透過分享其上市融資的經驗

相關議題之剖析︓

1) 介紹德意志証券交易所前景與新趨勢 
2) 赴德上市的優勢 
3) 德意志証券交易所板塊的介紹-上市的基本規則和流程 
4) 吸引到歐洲投資者的⾏業 
5) 成功上市企業的案例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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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壇並設有互動與開放式的環節，讓與會者能夠全⾯參與其中，各抒⼰⾒，並就所關⼼的問題獲得針對性的解答。不要
錯失良機︕ 

主辦/其他⽀持單位~ 
本論壇由瑞⽣國際律師事務所 (Latham & Watkins)，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台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 及 
投資銀⾏Silvia Quandt & Cie. AG公司⿍⼒贊助，並誠邀德意志交易所集團 國際業務部副總裁 阮宇星先⽣發表主題演
講。

邀請⼈~ 
瑞⽣國際律師事務所 (Latham & Watkins)，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台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 及 
投資銀⾏Silvia Quandt & Cie. AG公司 
有問題請洽: Owen,PwC 資誠 Taiwan, Director Tel: +886 2- 2729 6666 ext. 23480 / +886 975109599

⽇期/地點: 
2011年10⽉25⽇(星期⼆) 廣州海航威斯汀酒店(中國廣州市林和中路6號天河區)
2011年10⽉27⽇(星期四)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台灣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8號)
時間: 下午2時⾄5時
語⾔: 本論壇將提供中英⽂同步翻譯
費⽤︓ 會議及茶歇免費︔其他請與會者⾃⾏安排
注冊⽅式︓ 請填寫隨附的「企業在德國上市論壇」報名表並傳真⾄+852 2521 6876，或掃描並電郵⾄
forums@centillion.com或可於網上報名www.centillion.com/listingingermany2011/chi。
截⽌注冊: 2011年10⽉14⽇。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主辦機構: ⾹港盛潪集團Centillion Forums 〔聯系⼈: ⿈⼩姐〕
電話︓ +852 2521 6505
電⼦郵件︓ forums@centill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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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持裝置技術發表會暨暨商談會
時間︓2011 年 10 ⽉ 3 ⽇ 13:00〜16:30
地點︓交通⼤學電資⼤樓⼀樓 第三會議室
費⽤︓免費
報名⽅式︓http://www.m2mcenter.org/act/actnews.php?Sn=5

參加商談︓請於報名系統「場次」⼀欄點選感興趣之技術項⽬代號，將於活動當天下午安
排 4 家廠商代表與發表⼈進⾏每場次 15 分鐘⼀對⼀商談，並於活動前 4 ⽇通知⼊選公司
確切商談時段。

聯絡⼈︓葉專員／03-5712121 分機 53258 ／ Lulu@nctu.edu.tw
主辦單位︓國⽴交通⼤學 M2M 技術中⼼
協辦單位︓國⽴交通⼤學運籌中⼼、矽導⽵科商務中⼼、交通⼤學育成中⼼

技術講題摘要 
技術 A︓林⼀平教授/副校⻑ ／■技轉■專利授權■產學合作
講題︓⼿機創意設計
摘要︓
在此演講, 我們討論⼀些⼿機創意設計. 有些很實際,有些很瘋狂. 我們並說明⼿
機創意設計可以美化⼈⽣,也可能造成犯罪.
技術 B︓ 曾建超教授／■技轉■專利授權■產學合作
講題︓智慧⼿持裝置應⽤(暫定)
專題講者介紹及摘要 
業界邀約中
講題︓待定
摘要︓待定
鄭秋蘋產業分析師／交⼤產業分析師
講題︓智慧⼿持裝置產業分析
摘要︓
‧智慧⼿持式裝置產業定義
‧智慧⼿持式裝置產業市場現況
‧智慧⼿持式裝置產業合作模式‧智慧⼿持式裝置產業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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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度研發替代役制度校園宣導說明會即將開辦〜請把握機會︕
為使碩⼠以上役男得以明瞭其服役義務，並在多元化服役⽅式中，做出最適合個⼈⽣涯規劃之服役選擇，內政部役政署將
於10⽉份舉辦北、中、南共計5場的研發替代役校園宣導說明會，會中將針對研發替代役役男相關權利義務，進⾏詳盡說
明，歡迎碩⼠以上役男踴躍⾄「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http://rdss.nca.gov.tw)完成報名程序，踴躍參加。各場次
說明會中，主辦單位特別規劃抽獎活動，役男在瞭解個⼈權利義務之餘，還有機會把仟元禮券⼤獎帶回家︕

役男報名研發替代役不需具備預官（⼠）資格，只要是國內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國外⼤學校院碩⼠以上學歷，不限理、
⼯、醫、農等學科，且為國內常備役體位或替代役體位役男、海外留學⽣具有履⾏兵役義務者，得報名甄選服研發替代
役，研發替代役役期為3年。服役期間分為3階段，第⼀階段為軍事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期間（4週），第⼆階段⾃軍事基
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期滿，分發⽤⼈單位之⽇起，⾄替代役體位應服役期之⽇⽌（11個⽉）。第三階段為⾃服滿替代役體位
應服役期之⽇起，⾄所定役期期滿之⽇⽌（2年）。

其他更多關於研發替代役役男相關權益與福利（例如薪資、保險…等）相關訊息，都將於說明會中有更詳盡的說明，歡迎
⼤家踴躍報名參加。

100年10⽉北、中、南共計5場校園宣導說明會之舉辦時間、地點如下︓

場次
規劃涵蓋縣市 預定地點 預定場地 預定時間

1 台北/宜蘭 新北市政府
507⼤型會議室/

5樓
10/03(⼀)

下午2:00~4:00

2 桃園/新⽵/苗栗 交通⼤學 中正堂/⼤禮堂
10/05(三)

下午6:30~8:30

3 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中興⼤學
圖書館/7樓 
國際會議廳

10/11(⼆)
下午2:00~4:00

4 嘉義/台南 成功⼤學
光復校區 

成功廳

10/23(⽇)
下午2:00~4:00

※配合學校校園徵才博覽會辦理時間。

5 ⾼雄/屏東
⾼雄海洋 
科技⼤學

楠梓校區 
致遠樓/5樓 
多功能教室

10/24(⼀)
下午2:00~4:00

主辦單位︓內政部役政署
協辦單位︓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
活動報名網址︓內政部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http://rdss.nca.gov.tw）
電話︓(代表號) (02)8969-2099 轉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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