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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不畏風雨熱情發送氣球

吳妍華校長(左)頒發畢業證書

師長與畢業生們合唱校歌

Be sure、be bold、be yourself︕交通⼤學九⼗九學年度畢業典禮
勇敢做⾃⼰︕國⽴交通⼤學6⽉25⽇於中正堂舉辦九⼗九學年度畢業典
禮，以「Be sure、be bold、be yourself」作為主題，勉勵交⼤⼈勇
敢做⾃⼰，⼤膽主張、確實築夢，勇敢⾛出⾃⼰的道路︕今年共有5183
名畢業⽣⾃交⼤畢業，包括261位博⼠⽣、3601位碩⼠⽣，以及1321
位⼤學⽣。朝天空⾼⾼拋出⽅帽，象徵這⼀群以知識為⼒量、以熱情做
盾牌的交⼤⼈將要全新出發，⾯對嶄新的未來，全⼒以赴、⻘春出擊︕

 

吳妍華校⻑勉勵畢業⽣勇敢追尋⾃我的理想

第⼀次參與交⼤畢業典禮的吳妍華校⻑在恭賀應屆畢業⽣邁向⼈⽣新階
段的同時也表⽰，她注意到⼤學⽣⼼⽬中嚮往的企業、崇拜的企業家，⼤多是最會賺錢、薪⽔獎⾦優渥的公司或⽼闆，擔
⼼這種單⼀價值觀會讓現實蒙蔽真相，以「Be sure、be bold、be yourself」⿎勵同學揚棄短暫、表⾯的價值，勇敢追
尋⾃我的理想。吳妍華校⻑以交⼤最重要的資產─校友為例，包含宏碁集團創辦⼈施振榮學⻑，以及剛獲得名譽博⼠的嚴
凱泰先⽣，都有專注、熱情、富有理想的特質，在遭遇挫折時堅持⾛下去，成功後回饋社會，並且投⼊公益活動、重視企
業社會責任，⿎勵畢業⽣勇敢追尋⾃我。

吳校⻑也⽤⾃⾝經驗提醒畢業⽣，⼤學教育只是開啟對世界好奇的⼀把
鑰匙。她表⽰，在擔任交⼤校⻑之前，對於交⼤擅⻑的電⼦、資訊領域
可說是⾨外漢，但是擔任校⻑後，她把握每⼀次和專業⼈⼠對談及開會
討論的機會，提出「好奇」，重新學習新的知識領域，因為未來還有很
多需要學習的地⽅，培養主動獲取知識的軟實⼒，當機會來臨時，才能
及時把握，創造無限可能。

在這重要的⽇⼦遇上颱⾵，吳校⻑也以此勉勵畢業⽣，⼈⽣的路途也是
如此，無法預測挫折、失望何時會出現，期許畢業⽣在未來⼈⽣道路上
都能記住今天，不畏⾵⾬的堅持完成⼈⽣⼤事，在遭遇挫折時不畏艱難
的勇往直前。最後，吳校⻑讓畢業⽣互相擁抱，希望在重要時刻不忘感

謝學習路上給予⽀持的家⼈、師⻑以及同學室友們，因為有了他們，讓求學⽇⼦更豐富、更美好︕

 

「挑戰⼈⽣、享受⼈⽣」施振榮董事⻑經驗分享

畢業典禮上，也邀請到傑出校友、宏碁集團創辦⼈施振榮董事⻑以「挑
戰⼈⽣、享受⼈⽣」為題分享他的經驗與理念。施董事⻑認為，在⼈⽣
的過程中總會遇到許多困境與挑戰，但最重要的是要能享受追求⼈⽣價
值的過程，同時在這過程中挑戰創造價值必經的困境，因為⼈⽣的⽬的
就在於創造價值，並且不斷尋找瓶頸並加以突破，「挑戰困難、突破瓶
頸、創造價值」，即是施董事⻑⼀路⾛來的創業精神。

施董事⻑也談到當年進⼊交⼤就學，成為第⼀屆的交⼤學⽣，是⼈⽣的
重⼤機運。在交⼤的學⽣⽣活裡，不論是住宿、社團還是功課，都建⽴起他的信⼼及⼈際關係︔畢業後適逢台灣電⼦產業
起⾶契機，在就業、創業過程都有許多校友貴⼈攜⼿扶持，才造就了今天的他。施董事⻑說，1976年他創⽴宏碁公司，⼀
路⾛來都希望突破華⼈⽂化的瓶頸，包括經營企業時推動、落實的⼈性本善、不留⼀⼿、分散式管理、團隊精神，以及傳
賢不傳⼦理念，都是希望讓每個⼈發揮潛⼒，創造更⾼的⼈⽣價值。

施董事⻑也勉勵有⼼投⼊創業的畢業⽣，要「留住能不斷挑戰的⻘⼭」，並且謹記「不打輸不起的仗」，要事先評估⾵險
與代價，必要時認輸才會贏，徹底體認失敗的原因，重新出發，才有成功的機會。最後，施董事⻑期許畢業⽣在⼈⽣過程
中不斷學習、不斷挑戰，並且建⽴⾃信⼼，因為社會上的機會無所不在，但是只給準備好的⼈，希望所有同學在未來的⼈
⽣路上都能挑戰⼈⽣、享受⼈⽣︕

 

傑出畢業⽣ 允⽂允武⾜為表率

本屆共有三⼗六位畢業⽣獲得傑出貢獻獎，分別為服務類12⼈、體育類24⼈，其中光電系周秉彥同學體育表現傑出，學業
成績也極為優異，其優秀表現不僅獲頒「朱順⼀合勤獎學⾦學業優異獎」，更授證為100年度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在⽐賽場上，我篤信著︓不能放棄任何⼀顆球︕」永不放棄，是周秉彥堅持的信念，也是這樣的堅持，讓他連續在庚
寅、⾟卯梅⽵桌球正式賽中拿下第三點勝利︕國⼩、國中皆是桌球校隊成員的周秉彥，⾼中時期不是以體保⽣⾝份⼊學，
⽽失去進⼊校隊的機會，直到進交⼤就讀，校隊學⻑看出他的潛⼒並邀請他加⼊，才讓他重拾球拍，「荒廢三年，加倍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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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彌補三年空⽩的唯⼀辦法︕」積極參與每⼀次練習的周秉彥，獲得教練與球隊肯定，成 為重點培訓⼈物，⼤⼆更被選
為桌球隊隊⻑，成為隊員、教練與學校之間的溝通橋梁，並負責⾸次上海交⼤教練與培訓員來台訓練計畫，讓隊員們有機
會學習、磨練，進⽽提升球技。信守取之於球隊、回饋於球隊的周秉彥，未來將以培訓球隊學弟為重，對於勝敗，他也有
⾃⼰⼀套看法，「球是圓的，任何事都沒有絕對的輸與贏，全⼒以赴，不要讓⾃⼰留下遺憾就好︕」

除了球藝與領導能⼒精進，周秉彥的課業表現也同樣傑出，「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球技訓練上，相對念書、休閒的時間就
少，所以我常問我⾃⼰︓已經⽐其他⼈少時間讀書了，還有能⼒偷閒嗎︖︕」所以他把握每⼀次學習的機會，四年來從未
翹過課，總成績為全系第⼀名，已簽訂五年學碩學程、提早進⼊專題實驗室，並接下產學計畫、進⾏專題研究，即使忙
碌，他也⽢之如飴，「任何事情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

 

電⼯LIPDUB影⽚爆紅 《再⾒勾勾》勾勒四年回憶

腳踏⾞邊騎邊後退︖傾倒的⾻牌會⾃動站起來︖電⼯100級畢業學⽣共同編織四年回憶，運⽤歐美盛⾏的「LIPDUB」⾵格
拍攝畢業影⽚，近六⼗⼈共同對嘴演出、⼀鏡到底不NG︕動感⾳樂加上活潑的肢體語⾔，重現⼤學四年⽣活場景，不僅展
現畢業⽣的⻘春活⼒，更紀錄下彼此間的默契與友誼︕

發起⼈周婷表⽰，升上⼤四後同學們修不同課程、⾒⾯機會少，希望藉由畢業影⽚拍攝，將⼤家再次團聚在⼀起，「⽽且
歐美很流⾏這樣的拍攝⼿法，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交⼤沒有理由輸國外⼤學⽣︕」在總召江咨霆、執⾏策劃曾⾱
翰、李忠倫、吳昱廷的帶領下，電⼯畢業⽣們⼀呼百應，開始討論各個場景與畫⾯，為了挑戰台灣第⼀，決定影⽚倒著
拍︕拍攝倒帶還原影⽚最⼤的困難在於︓要正向思考畫⾯內容、逆向呈現肢體動作，時間與⼈物出場都要確實掌控，並且
反覆排演，才能確保每個橋段都精準展現。為了讓畫⾯更豐富，影⽚也安排許多演員跑位，「不像國外幾百⼈共同演出，
我們在有限的資源、⼈⼒與時間內，完成屬於我們的LIPDUB，⼩成本、溫馨製作︕」

教室、實驗室、系圖書館，每個場景都留下他們的⾜跡，即使重復拍攝⼗多次，演員的笑容與熱情仍不打折扣︕周婷笑著
表⽰，被浸⽔桶的同學就換了近⼗套⾐服︕⼤家都很累，但是⾯對鏡頭還是打起了精神，「真的很感動，也為⾝為⼀員感
到驕傲︕⼀⽣最⼤的幸運，就是畢業前⼣有這群⼈在⾝邊︕」

就像配樂《再⾒勾勾》的歌詞「go go boy go go girl，就讓我們勾勾⼿，變成更好的我，下次還要記得再⾒，再擁抱
我︕」這群學⽣⽤影像紀錄⻘春、⽤⾳樂傳遞感情，祝福⼤家夢想起⾶、期待有緣再度相聚︕

交⼤電⼦100級畢業影⽚ LIPDUB︓http://www.youtube.com/watch?
v=tMjTYfebIRY&feature=channel_video_title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 Top

校⻑給畢業⽣的⼀封信
⾸先，我要恭喜所有的應屆畢業⽣，即將邁向⼈⽣的下⼀階段。無論是
繼續升學，或者是選擇當兵、就業，相信此刻，各位畢業⽣⼼中除了欣
喜之外，也對未來充滿期盼再參雜了⼀些不安的⼼情。今天是我第⼀次
參與交⼤的畢業典禮，在此我想要和⼤家分享⼀些⼼得。

在2009年⾦融海嘯後，我注意到媒體或⺠調公司，紛紛開始調查⼤學⽣
⼼⽬中最嚮往的企業，以及最崇拜的企業家，結果可以說是令我不意外
但⼜憂⼼。那些名列前茅的企業家或公司，不外乎都是最會賺錢、薪⽔
獎⾦優渥的公司或⽼闆。在座的同學們都是頂尖的優秀⼈才，可能⼀出
校⾨就想要且認為⾃⼰應該要得到⼀份薪資獎⾦⾼、名望⾼的⼯作機

會，但是我卻擔⼼在這種單⼀價值的觀念下，可能會讓現實蒙蔽了真相。在這裡我想要以今年畢業典禮的主題--「Be
sure, be bold, be yourself」⿎勵各位同學揚棄短暫的、表⾯的價值，勇敢追尋⾃我的理想。我要舉交⼤最重要的資產
之⼀--校友，作為例⼦。交⼤擁有許多創業成功或經營企業傑出的校友，譬如說宏碁集團的創辦⼈施振榮學⻑，或者是今
年我們所頒發的名譽博⼠嚴凱泰先⽣，如果現在請他們談過去成功的經驗，會發現他們有⼀些共同的特質，專注、熱情且
富有理想，在打拼的同時不在乎表⾯的附加價值。也因為這些重要的特質，所以遭遇挫折時反⽽更能堅持⾛下去，在成功
之後也能夠回饋社會。最近施振榮學⻑在⼀場論壇中談到他「創業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盡社會責任。」以及嚴凱泰先
⽣⻑期以來，投⼊公益活動、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為，都可作為各位的表率。

第⼆點我想要和⼤家分享的是”好奇⼼”，這也是讓⾃⼰保持求知求新、養成主動學習態度的⽅法之⼀。我在今年⼆⽉擔任
交⼤校⻑之前，對於交⼤所擅⻑的電⼦、資訊等領域可說是⾨外漢。擔任校⻑後，我把握每⼀次和專業⼈⼠對談以及開會
討論的機會，提出我的”好奇”，藉此重新學習新的知識領域。我⽤我的經驗提醒各位，⼤學教育只是開啟你對世界好奇的
⼀把鑰匙，未來還有很多需要學習的地⽅，培養主動獲取知識的軟實⼒，當機會來臨時，才能及時把握，未來的⼈⽣也將
有無限的可能性。

在畢業典禮結束之前，我請各位在座的畢業⽣仔細回想數年前⾃⼰剛進⼊交⼤的樣⼦，幾年後，有哪些地⽅進步了︖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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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第四代行動寬頻測試研發實驗室(4G  Testbed ) 啟用

剪綵儀式

現場貴賓參觀實驗室，感受觀看網路3D電視的流暢度

交大學生花了100天的時間找尋米粉和貢丸背後的動人故

事

熟了︖恭喜各位，在經過交⼤的教育和洗禮後，每⼀位都變的更好。當然，你要感謝⼀路⽀持你的家⼈、教導你的師⻑還
有陪伴你唸書的同學室友們，也許有些⼈只是⽣命中短暫的過客，但也因為有了他們，讓這些⽇⼦更豐富、更美好，記得
給他們⼀個擁抱，謝謝他們。

最後，雖然今天颱⾵天氣不佳，但這就像⼈⽣路途中的⾵景⼀樣，我們不知道挫折失望什麼時候會來，但期許各位在未來
⼈⽣的道路中，都能像今天不畏⾵⾬依然要完成⼈⽣中的⼤事⼀樣，遭遇挫折時能夠不畏艱難、越挫越勇、勇往直前。我
再次恭喜各位，帶著交⼤的祝福與期許展翅⾼⾶。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 Top

交⼤第四代⾏動寬頻測試研發平台(4G Testbed) 啟啟⽤
智慧型⼿機已成為最夯、最受矚⽬的產品，⼿機中的應⽤程式多需要依
賴網路才能使⽤，因此消費者特別重視上網速度與服務品質。交通⼤學
啟⽤的第四代⾏動寬頻測試研發平台(4G Testbed)，就可為消費者預先
進⾏下⼀代⾏動寬頻技術的品質與速度把關。

ITU-T已將3GPP之LTE-A選為IMT-Advanced(4G)之技術。交⼤正式
啟⽤的第四代⾏動寬頻測試研發平台(4G Testbed)將以TD-LTE為切⼊
點、LTE-A為⽬標，協助台灣通訊終端裝置和晶⽚設計廠商加速產品研
發時程，以利產品輸出⾄中國⼤陸與國際市場。

4G Testbed包括了基地台模擬儀器的先期測試，以及真實基地台的電纜傳導測試(Conductive)與空氣傳導測試(over-
the-air，OTA)，針對真實環境中各種使⽤情境與應⽤服務設計測試⽅案。交⼤研究團隊研發更先進的測試⽅法與測試⼯
具，讓4G Testbed不僅僅只有認證標準測試程序，更著重於第四代⾏動網路協定測試與應⽤服務測試。此外，結合交⼤
既有的真實流量(RealFlow)測試技術，未來也將規畫⻑期演進技術真實使⽤者測試平台(LTE Beta Site)，透過使⽤者進
⾏實際測試，讓最真實、複雜的使⽤情境觸發產品問題。

基於交⼤與中國移動通信研究院的合作，未來將試圖讓4G Testbed接
近於中國移動規範的測試內容，使台灣廠商可藉由交⼤平台更貼近⼤陸
市場，⼤幅節省通訊終端業者輸出產品所需花費的時間與經費。

4G Testbed⽬前的贊助與合作伙伴包括中華電信研究所、中國移動、
諾基亞⻄⾨⼦電信、美商⾼通、廣達電腦、⼯研院資通所、安捷倫、羅
德史⽡茲、聯發科、晶復科技等，眾志成城期望透過4G Testbed的建
⽴，加速我國第四代⾏動終端與寬頻產業之蓬勃發展。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 Top

交⼤智慧單⾞客邀您品味與分享屬於你的新⽵⽶粉和摃摃丸
在素有臺灣矽⾕美稱的新⽵城，交通⼤學18位來⾃新加坡、澳⾨的交換
⽣，以及台灣的同學們，在⺠國100年花了100天的時間，騎著單⾞穿
梭在新⽵巷弄之中執⾏⼀項超級任務--找尋⽶粉和貢丸背後的動⼈故
事。

這項超級任務稱之為TASK 10，「1」可以是通向未來的光纖，也可以
是連結傳統的⽶粉︔「0」可以是智慧⼿機裡的晶圓，也可以是放到嘴
裡的摃丸。當九降⾵吹拂⽵塹城，這裡，有著豐富的歷史⽂化，有著蔚
藍的美麗海岸，更有著新⽵⽶粉與摃丸達⼈們的故事。

在新⽵市政府（觀光處與產發處）、地⽅特⾊產業輔導（傳動數位設
計）和新⽵⽶粉摃丸業者（產業公會）的幫忙下，交⼤傳播與科技系林

崇偉教授這學期與18位來⾃新加坡、澳⾨與臺灣的同學們，結合GPS衛星定位、軌跡記錄、⾏動導覽、Web2.0以及
Social Media等最新智慧⽣活與傳播科技，完整記錄下探索新⽵⽶粉與摃丸達⼈們的單⾞踩踏軌跡，出版專書與架設網站
「TASK10︓單⾞客，不只是過客⽶粉+摃丸+科技變⾝智慧旅⼈的故事新⽵篇」，還發起「吃，我的⽶粉摃丸︓全台⼀百
家最好吃的⽶粉攤與最有感情的摃丸湯」網路創意活動，發揮年輕⼈與網路社群⼒量，推廣新⽵的傳統⽶粉摃丸和觀光休
閒遊憩產業。

書中不但介紹焗烤義⼤利⽶粉、⽇式⽶粉捲等創意新吃法，也分享了連⿇雀都愛吃的家庭式古早傳統⽶粉，1938年在城隍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廟⼀代起家、歷經三代的貢丸說書⼈，⾏銷⽇本無印良品的職⼈級好滋
味等故事。初次踏進⽶粉寮的GiveMe5⼩組，採訪的相機鏡頭，不斷的
在濕熱黏的環境中擦乾了⼜起霧，對照起⼯作者的輕鬆淡定，更突顯了
⽶粉家⼈的刻苦與堅持。「黑⽻布」⼩組則在深⼊百年⽼店後，深刻感
受到⼥性如何⽤柔軟⾝段、過⼈毅⼒，開創出⽶粉摃丸的新藍海。

「吃，我的⽶粉摃丸︓全台⼀百家最好吃的⽶粉攤與最有感情的摃丸
湯」網路活動也熱鬧展開，邀請⽶粉摃丸的愛好者，分享專屬於你的故
事。

TASK 10新⽵⽶粉摃丸單⾞客︓http://www.ipeen.com.tw/2011/T10

吃，我的⽶粉摃丸︓網路活動︓http://event.ipeen.com.tw/2011/T10/vote_cmm.php

交⼤︓讓單⾞客‧不只是過客︓http://www.atlaspost.com/bike

傳播與科技系林崇偉教授導讀︓http://www.ipeen.com.tw/2011/T10/info.php

[數位創意與⾏銷策略實驗室/秘書室] | Top

99第⼆學期『TA評量問卷』中獎名單已公佈
請同學⾄教學發展中⼼網站查詢相關資訊 http://ctld.nctu.edu.tw/index.aspx。

[教務處] | Top

交⼤辦理環訓所證照班「甲、⼄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訓練」
8/20⽇開班
即⽇起請上網報名http://ccet.nctu.edu.tw/programs_view.php?id=32

聯絡⼈: 劉素梅⼩姐︔電話︓(03)572-4045 或 (03)571-2121分機52529
Email︓viona@mail.nctu.edu.tw

[教務處] | Top

99學年度 暑期課程選課
親愛的同學︓
暑修開始選課囉!!想要暑修的同學，請於7/4(⼀)請⾄暑修選課系統選課!
http://cos.adm.nctu.edu.tw/SummerVacationCourseTaken/
--------------------------------------------------------------------------------
選課→下載「繳費單」→繳費→繳單⾄課務組（繳單30分鐘後上網「確認選課資料」）
--------------------------------------------------------------------------------
（⼀）需分發的課程(有⼈數限制課程)︓
j7/4（⼀）登記課程→7/5上網查看是否分發上課程→列印繳費單→7/5(⼆)下午5點前繳費/繳單。
備註︓7/5若選上課但不繳費/繳單者，將刪除選課資料，開放給下⼀階段(7/5-6)選課(給更急迫需要的學⽣)。

k7/5-6登記選課→7/7上網查看是否分發上課程→列印繳費單→7/7(四)下午5點前繳費/繳單。

（⼆）不分發的課程(無⼈數限制課程)︓
j7/4-6︓選課。(當天選課，當天就可列印繳費單，完成繳費/繳單)
k7/4-7︓繳費/繳單。

業務諮詢︓課務組
聯絡電話︓03-5712121分機50421、50422、50423、50424

[教務處] | Top

99學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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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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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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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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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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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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學年度第1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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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aspx

[教務處] | Top

財團法⼈中技社100 年度「科技獎學⾦」申請⾃即⽇起⾄2011年9⽉10⽇截⽌，敬
請 踴躍參與
⼀、本年度「科技獎學⾦」活動分⼆類組甄選
1.科技研究組(甲組)名額︓15 名︔毎名獎⾦新台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紙。
2.科技創意組(⼄組)名額︓ 15 名(隊)︔ 毎名(隊)新台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紙。(團隊獎⾦之分配由獲獎團隊⾃⾏決定，
獎狀毎⼈⼄紙。)
⼆、申請⽇期⾃即⽇起⾄2011年9⽉10⽇截⽌（院系彙送），申請辦法請參閱⽣輔組獎學⾦申請網⾴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page=

[學務處] | Top

「失物招領義賣活動」圓滿結束
100年6⽉29⽇⽣輔組於⾏政⼤樓⽣輔組辦公室舉⾏本年度第⼆次「失物招領義賣活動」，義賣物品皆為經校園公告招領
逾六個⽉以上仍無⼈認領之遺失物，由於定價低於市價三折，現場吸引⼤批學⽣蜂擁⽽⾄，使整個義賣會場物品幾近⼀掃
⽽空，並提早三個⼩時結束。

本次所策劃之義賣活動，事前更擴⼤向全校師⽣勸募加⼊義賣⾏列，部分教職員⼯為共襄盛舉，⾃動捐出家中閒置物品參
與此次義賣︔適逢畢業時節，募集物品中也有來⾃即將離校畢業的同學捐贈之書本，⼀⽅⾯資源有效利⽤，⼆⽅⾯發揮學
⻑姊的愛⼼。

值得⼀提的是，本次購買者中有位愛⼼滿滿的會計室同仁，認購⼤量⼆⼿⾐物，並將購得物品全數捐⾄新⽵市家扶中⼼，
更讓這次活動增添⼀樁善舉。由於各位同學們及同仁們熱情參與本次義賣活動，本次義賣所得共為$24,005元，已全數捐
⼊本校學⽣急難濟助基⾦，⽤於扶助家庭遭受急難之同學。

[學務處] | Top

本校交研所⿈⼠軒同學獲核國科會「100年度獎勵⼈⽂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候選⼈撰
寫博⼠論⽂」獎勵⾦
⼀、國科會「100年度獎勵⼈⽂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候選⼈撰寫博⼠論⽂」已經核定，本校獲獎⼈為〝交研所⿈⼠軒同
學〞，指導教授為〝汪進財教授〞。
⼆、獲獎者每⼈可獲核42萬元獎勵⾦，獎勵期間100年8⽉1⽇起⾄101年7⽉31⽇⽌，每⽉3萬5,000元。已依規定辦理
第1期獎勵⾦請領作業，撥款後請獲獎⼈就讀系所按⽉造具印領清冊請款，並於給付時依法扣繳薪資所得稅。

[研發處] | Top

本校獲核46件國科會100年度「⼤專學⽣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國科會100年度「⼤專學⽣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業經核定，本年度本校獲核情形如下︓電⼦系-3件，電機系-2件，光
電系-1件，資⼯系-12件，機械系-2件，材料系-2件，電物系-1件，應化系-5件，⽣科系-7件，運管系-4件，⼯⼯管系-1
件，資管所-3件，財⾦所-1件，傳科系-2件，共計46件（以指導教授所屬系所作統計）。詳細核定名冊亦可⾄國科會網站
查詢，網址︓https://nscnt12.nsc.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已通知獲核指導教授所屬系所轉知指導教授及學⽣於100年7⽉1⽇起開始執⾏計畫及辦理經費請購，國科會撥款後即
可⽀⽤補助款項。本件計畫執⾏⾄101年2⽉底⽌，期滿後1個⽉內(即101年3⽉31⽇前)，請⾄國科會網站線上繳交研究
成果報告電⼦檔，完成檔案上傳，經指導教授上線確認即完成繳交作業。於限期前完成繳交作業者，始得參加研究創作獎
之評獎。

[研發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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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0年度第2期開發型及應⽤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國科會修正「辦理產學研究計畫補助案件之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及「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另100年
度第2期開發型及應⽤型產學計畫受理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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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申請案「應經審核符合本會辦理產學研究計 畫補助案件之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
(⼆)第6點︓修訂計畫申請⼈等應迴避之規定。
三、本次另修正「辦理產學研究計畫補助案件之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第8點主持⼈(申請⼈)與合作企業負責⼈等應迴避之
規定，及新增第9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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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申請⼈於簽署前務必詳閱該原則之規定。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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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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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印製之申請名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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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應辦事項、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及作業要點相關說明詳參函⽂附件及本校製訂之計畫申請注意事項，本案利益迴
避暨保密原則、作業要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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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 | Top

國科會徵求101年度「國防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
⼀、本計畫本年度改為線上申請⽅式，請申請⼈進⼊「研究⼈才個⼈網」，在「申辦項⽬/專題計畫類」項下點選「國防科
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製作，並請於100年7⽉25⽇下午5時前線上傳送國科會(無需備⽂)，通過後請依規定提送正
式計畫申請書。
⼆、其他事項請詳參徵求計畫構想書說明、101年度計畫需求項⽬表及計畫構想申請書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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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3077d3d50130975dcb5100fe&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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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100年度第2次「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試辦⽅案」(⿓⾨計畫)
計畫書
⼀、請申請⼈參考此次公告指定之國外研習機構及關鍵科技領域等資料，依公告說明提出計畫補助申請。主持⼈與(或)共
同主持⼈每年得赴國外研習機構2⼈次，每⼈次停留⾄少1個⽉，2⼈次合計停留3個⽉，每位研習⼈員每年⾄少停留研習機
構10個⽉。
⼆、本計畫已採線上申請，請申請⼈進⼊「研究⼈才個⼈網」，在「研究⼈才網線上申辦」項下點選「國際合作類」下的
「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試辦⽅案」。同時將中、英⽂研究計畫書、參與⼈員中、英⽂履歷及近5年著作⽬錄等
各項⽂件以PDF檔上傳⾄系統後送出。並請於100年8⽉10⽇前由所屬單位列印已確認畫⾯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送計畫業
務組彙辦。
三、另請申請⼈將所有英⽂申請資料（包括計畫書、所有研究⼈員履歷及其著作⽬錄等）併同「國外研習機構參考意⾒
表」寄給擬前往研習之國外研究機構指導⼈，並請該位指導⼈填具所附「國外研習機構參考意⾒表」暨親⾃簽署後，於
100年9⽉9⽇前將該表直接寄達國科會承辦⼈，始完成申請⽂件。
四、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附件，申請書及相關資訊請⾄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3073585a013077039f1a0028&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 | Top

國科會100年度「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挑戰」跨學⾨整合型計畫受理申請
⼀、本計畫僅徵求跨學⾨整合型研究計畫，個別型及單⼀學⾨之研究計畫請勿提出申請。總計畫與⼦計畫之主持⼈及共同
主持⼈資格須符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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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100年8⽉25⽇前彙整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注
意事項請詳參函⽂及徵求公告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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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3077d3d5013090ed213500d9&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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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2012~2013台灣義⼤利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100年9⽉27⽇前彙整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注意事
項請⾄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網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3031992b01307218822c0263&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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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徵求101年度社會發展政策研究之計畫主題建議
⼀、請有意提供者於100年7⽉31⽇前⾄該會全球資訊網﹨政策研究﹨徵求研究主題﹨徵求委託研究主題
(http://www.rdec.gov.tw/sp.asp?xdurl=researchSB/subject_add.asp&mp=100)，逕⾏填送適合之建議主題及研
究重點，或參考附件格式繕妥後，以電⼦郵件寄送該會承辦⼈或傳真該會辦理。
⼆、本件來函及附件請⾄本校研發處網⾴最新消息(系統公告)查詢參閱(網址:
http://rdweb.adm.nctu.edu.tw/page.php?announce=1&charset=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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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補貼作業規定
主旨︓⾏政院⼈事⾏政局函，有關「住宅補貼作業規定」部分規定，業經內政部於100年6⽉1⽇以台內營字第
1000804150號令修正發布，請 查照轉知。
說明︓
⼀、依據教育部100年6 ⽉22⽇臺⼈(三)字第1000105662號書函辦理。
⼆、有關「住宅補貼作業規定」部分規定請參
⾒http://www.ga.nctu.edu.tw/ga4/files/news/20110627105836.pdf 。                                       

[總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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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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