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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校長吳妍華、校友捷安特總經理何友仁授旗給第二屆

籌備成員--北區校友會會長林嘉勳，以象徵傳承

五校交大騎心環島，出發前合影。（校旗左至右：新竹交

大、西安交大、西南交大、上海交大、北京交大）

理學院
國⽴交通⼤學理學院徵求院⻑候選⼈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軍醫•學者•⽂豪︓森鷗外及其作品

第⼆期「邁向頂尖⼤學計畫」審議結果出爐 交⼤獲10億補助
4⽉1⽇教育部公布第⼆期五年五百億結果，本校共獲得10億補助，較去年增加1億︕此外，「前瞻奈⽶電⼦與系統研究中
⼼」、「智慧資通訊研究中⼼」、「前瞻光電科技研究中⼼」、「⽣醫電⼦轉譯研究中⼼」四所研究中⼼分別通過審查。
與清⼤共同合作的「前瞻物質基礎與應⽤科學中⼼」、「神經網路體研究中⼼」，以及與陽明、中央合作的「腦科學研究
中⼼」，也都通過審查獲得補助。

教育部⾃95年推動「發展國際⼀流⼤學及頂尖研究中⼼計畫」，本校在頂尖計畫的挹注之下，無論在教學、研究、產學合
作、國際化、國際排名及學術影響⼒，均穩定成⻑。上海交通⼤學世界⼤學排名（ARWU）從447名（2006年）進步⾄
313名（2010年），為頂尖⼤學中進步最多，同時也是台灣第三︔⼯程與電腦領域的排名為全世界第47名，電腦科學為
第36名，兩項領域的傑出表現皆居於國內領先地位。此外，在2010年ESI學術論⽂數及被引⽤次數的統計數據中顯⽰，本
校電腦科學學⾨排名世界第23名，蟬聯國內第⼀︔⼯程學⾨排名世界第32名︔物理、社會科學學⾨均為國內第⼆名。

本校在產學合作績效的成績也有⽬共睹，技術轉移⾦額五年來累積4億2290萬元，成⻑22.3％，智慧財產的推廣也屢次獲
頒獎項︔⾃95學年度起⾄99學年度，本校國際學⽣⼈數成⻑66％、出國交換及研修的學⽣成⻑兩倍、全球建⽴超過150
所姊妹校，這些成果具體展現了全體師⽣共同努⼒及追求卓越的精神。

吳妍華校⻑表⽰，未來本校發展以「培育優質跨領域⼈才」、「延攬傑出⼈才」、「頂尖研究︓推動科技整合、跨領域研
究」、「深化產學合作」、「寬廣國際視野及落實國際合作」、「校園空間整體規劃及永續經營」六項為主要發展策略，
落實全⼈教育及精進教學以培育跨領域領袖⼈才，同時也會持續提升頂尖研究中⼼在全球之學術地位與影響⼒，讓本校成
為世界頂尖⼤學及全球⾼科技產業研發創新的重鎮。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 Top

交⼤騎⼼ 希望共鳴--台灣交⼤校慶 五校交⼤⾃⾏⾞環島祈福
為慶祝交⼤在台建校53週年校慶，『台灣新⽵交通⼤學』與『台灣交通
⼤學校友總會』於3⽉31⽇共同主辦第⼀屆五校交⼤（上海、⻄安、⻄
南、北京、新⽵）⾃⾏⾞環島活動，由台灣新⽵交⼤校⻑吳妍華授旗宣
告⼗天九夜的單⾞環島正式起跑。發起活動的交⼤校友會單⾞社期望53
名參加的校友及同學們能夠體驗⾃⾏⾞環島精神，在過程中學習互助並
分享喜樂。

在捷安特協助下，此次環島活動分為六段，分別由各校交⼤領騎，最後
⼀段則⼀起從嘉義返抵新⽵交⼤參加4⽉9⽇舉辦的校慶⼤會。整段路程
中同時也協助公益夥伴伊甸基⾦會宣傳，參與者並全程攜帶環保筷，希
望以交⼤「飲⽔思源」的精神，⽤節能減碳⽅式回饋寶島、回饋⼤地。

曾在交⼤任教的交通部部⻑⽑治國也在這次單⾞⾏的規劃過程中熱⼼提
供建議，宜蘭到花蓮的路段將結合交通部觀光局推動的兩鐵，以響應政
府倡導的⾃由⾏，也讓兩岸來台灣旅遊的校友、同學體驗台灣之美。

⾃⾏⾞環島是個醞釀交⼤⼈團結精神的開端，許多熱⼼的校友包括悅智
全球公司⿈河明董事⻑、北區校友會前任會⻑普誠科技姜⻑安董事⻑、
現任會⻑零壹科技林嘉勳董事⻑、GB鮮釀葛⻑林董事⻑、Payeasy蔡孟
峰董事⻑、⾃⾏⾞⾐品牌Frontier范姜逸豪創辦⼈等都⼤⼒⽀持贊助並
錄製加油影⽚。交⼤吳妍華校⻑、張俊彥前校⻑、吳重⾬前校⻑，以及
許千樹副校⻑、交⼤校友總會陳俊秀執⾏⻑等交⼤⼈，也⿑聲應援活
動，⾼喊「交⼤騎⼼、希望共鳴︕」

(http://www.youtube.com/biketo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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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做毛巾娃娃教學，完成後可送給關心的人

在交大校友來去騎車之家高子漢社長帶領下全體成員齊呼

口號：「交大騎心，希望共鳴！」

抱抱天使與抱抱者合影並給予祝福

⼗天九夜的環島之旅在交⼤校友來去騎⾞之家社⻑⾼⼦漢帶領全體校友
及同學⾼呼⼝號︓「交⼤騎⼼︕希望共鳴︕」後出發，活動將在4⽉9
⽇、交通⼤學創校115週年暨在台建校53週年校慶上，由台灣⾃⾏⾞代
表性⼈物捷安特劉⾦標董事⻑、傑出校友智融集團施振榮董事⻑、伊甸
基⾦會⿈琢嵩執⾏⻑、主婦聯盟陳曼麗董事⻑共同出席，獎勵所有參與
本次活動的嘉賓、幫助公益及騎完全程的校友、同學，並共同慶祝53週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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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抱抱天使跟你⼀起傳送愛與祝福
「同學你好，我可以跟你抱抱嗎︖」

3⽉28⽇起為期四天的中午，在⼥⼆舍前的廣場上，有⼀群穿著天使服
的天使到處穿梭募集擁抱，⽽在⼀旁的⾓落，⼀群⼈專注的摺著⽑⼱娃
娃與寫祝福卡。

這是諮商中⼼舉辦的天使⽉活動，想透過寫祝福卡及做⼿⼯禮物，在交
⼤募集100個擁抱，來傳達對⾝邊親友的愛與祝福。

在籌畫活動時，諮商中⼼的⽼師們原本擔⼼可能找不到同學⾃願擔任抱
抱天使，但募集天使的訊息⼀傳開，便接到許多同學想報名擔任天使，其中也有不少外籍學⽣主動加⼊天使⾏列。『很喜
歡被擁抱的感覺，因此也想把擁抱的溫暖傳遞給其他交⼤的同學們』、『想在冷冷的天氣將⾃⼰熱情的擁抱送出去』、
『很想試著突破⾃⼰，嘗試⼀次打開⾃⼰的肢體，送上⼀份簡單的祝福給交⼤的朋友們︕』、『Hugs donʼt need new
equipment, special batteries or parts; just open up your arms and open up your hearts.』這週的活動中，共
有40位天使輪番上陣募集擁抱。為期四天的抱抱天使募集，30⽇進⼊第三天，30⽇與31⽇中午12︓00-13︓30將在⼆
餐募集擁抱。⾄30⽇為⽌，已經募集了457個擁抱了，抱抱天使們邀請交⼤同學們敞開你的⼼，看到天使時，主動過去給
他們⼀個⼤⼤的擁抱吧︕

除了募集擁抱，天使⽉還有⼿做⽑⼱娃娃教學，親⼿摺⼀個可愛的娃娃
並寫張祝福卡，送給想關⼼的⼈，我們每個⼈都能成為別⼈的天使。30
⽇與31⽇⼆天中午在7-11前的廣場也有⼿做教學，其他教學場次也可
以上諮商中⼼網⾴查詢︓ http://counsel.adm.nctu.edu.tw/。

轉⾝看看在你⾝邊有沒有你想關懷的⼈︖同學、朋友、⽼師、家⼈、情
⼈、陌⽣⼈…。表達⾃⼰的關⼼⼀點都不難，只要⼀句祝福，⼀個抱
抱，⼀個⼿做禮物，就能把你暖暖的⼼意送給對⽅。

諮商中⼼邀請你來寫祝福卡，做⼿⼯禮物，⼀起在交⼤募集100個擁
抱︕ 

[諮商中⼼] | Top

2011財經科技論壇卓越系列講座
舉辦⾄今已邁⼊第五屆的財經科技論壇，在交通⼤學證券研習社(以下簡稱交⼤證研社)的同學們積極籌備規劃之下，已蔚
為近年來新⽵市最盛⼤的名⼈講座。本活動除了對交⼤師⽣開放外，也期待全新⽵市⺠都能⼀同參與這場知識饗宴，藉由
與⼤師們現場互動對談的⽅式，讓他們的智慧在演講過程中激盪並綻放出價值，使他們的精神延續與傳承、帶領更多年輕
⼈邁向成功的康莊⼤道。

今年財經科技論壇邀請各領域翹楚來為新⽵市⺠分享他們的成功經驗，分別為財經場、⽂化場，以及科技場等三個場次。
於四⽉13⽇舉辦的「財經」場，邀請到國際知名投資顧問公司̶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副總裁，羅尤美⼥⼠，為我們分析
2011年的全球投資趨勢與個⼈理財︔於四⽉27⽇舉辦的「⽂化場」，邀請到台灣知名輕⼩說作家御我⼥⼠，以「御我遇
⾒我」為講題，和我們分享她如何⽤新奇有趣的⽂筆⼀圓⾃⼰的夢想︔於五⽉4⽇舉辦的「科技場」，邀請到HTC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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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交⼤EMBA校友的卓⽕⼟先⽣，為我們分享HTC的⼼路歷程，⼜為何會在站上⼈⽣的巔峰後，毅然決然地放
棄⼆⼗億分紅，投⾝教育界培養「有品德的⼈才」。

交⼤證研社成⽴宗旨是希望全⺠都能夠培養理財的正確知識與習慣，藉由學校社團的⽅式，每周固定邀請業界講師給予同
學們講授最新的趨勢分析與觀念。此財經科技論壇舉辦⾄今亦邁⼊第五年，年年獲得學校與師⽣的⼤⼒⽀持。歷年邀請過
的講者均是業界各領域的成功⼈⼠，如亞都麗緻集團總裁嚴⻑壽、Google台灣區總經理簡⽴峰、聯電榮譽董事⻑曹興誠、
PIXNET總經理李俊廣等…期盼他們的親⾝經驗能夠帶給⼤家不⼀樣的衝擊、多⽅位的思考以及飽含國際化與世界觀的⾒
解。

⽽交⼤證研社的幹部在投資⽅⾯也個個⾝⼿不凡，例如社⻑盧敬和就曾在兩個⽉內淨賺⼗萬，本次論壇總召張育菖更在今
年年初作多某⽀鋼鐵股，單⽉獲利近20%。除了股票操作外，證研社也培育出許多創業⼈才，現為⼤四學⽣的前社⻑徐浩
哲及前公關⻑商雅婷，在學期間就創辦了思彼⽂化事業有限公司。社⻑盧敬和表⽰投資理財沒有捷徑，只有靠著不斷吸取
新知以及關注全球財經產業的脈動，在多⽅⾯努⼒耕耘下才有辦法享受到甜美果實。活動網
站︓http://www.nctus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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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事曆
本校100學年度⾏事曆，已於3⽉25⽇經⾏政會議通過。各單位如有需要，可⾄交⼤⾸⾴/校園資訊/⾏事曆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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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申請
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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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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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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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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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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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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2學年註冊統計⼈數、98學年度畢業統計⼈數
99學年度註冊統計⼈數及98學年度畢業⼈數已公佈於註冊組統計資料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sta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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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費繳費⽇期3⽉30⽇⾄4⽉11⽇⽌
99學年度第2學期學分費繳費⽇期為3⽉30⽇⾄4⽉11⽇⽌。請⼤學部延修⽣、碩博⼠⽣、專班、產專、EMBA、碩⼠學程
及選修教育學程課程學⽣(需繳納學分費者)，敬請把握時間繳納︕
學分費繳費單請⾄出納組網⾴http://140.113.103.55/cashier/ ⾃⾏列印︕若本學期未選課者，無需繳學分費︕若同學
有學分費問題，請詢問相關單位（A.選課問題-課務組分機:50424︔B.就學貸款-⽣輔組分機: 50856︔C.其餘問題-出納
組分機:31602）學分費逾期未繳費者，視為註冊未完成，並得勒令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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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務資訊】99學年第2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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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學年度第2學期課務相關⽇期，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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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好書全⾯85折
活動期間︓100/4/8〜4/28

活動內容︓凡於活動期間，⾄交⼤出版社網站購書全⾯85折，任購⼆本（含）以上，加送「mini慢遊」便利貼⼀組。（每
筆消費限送⼀組，不累積贈送）

同步熱賣（各合作網站活動內容及時間請各洽）︓博客來網路書店「交⼤的不簡單︓翻閱交⼤53歲的故事」單本85 折、
三⺠書局「交⼤校慶－兩岸交⼤聯展」精選85折／任選三本75折／買再送贈品、華通書局「交⼤校慶特賣」85折／機器
⼈專區限量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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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學推廣教育中⼼⼄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訓練班4/9即將開課，敬請相關⼈員踴
躍報名

報名⽅式︓⼀律採線上報名，請⾄交通⼤學推廣教育中⼼網
站http://ccet.nctu.edu.tw/→推廣教育課程→證照課程→網路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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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企業校園徵才展⽰會
為辦理本校「2011企業校園徵才展⽰會」，100年4⽉6⽇23時⾄4⽉10⽇8時⽌，綜合⼀館⼀樓廣場及地下⼀樓停⾞場
將進⾏封場，敬請協助公告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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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4⽉份起，本校⼤學部學⽣⼯讀助學⾦調漲⽀付標準為100元/⼩時
本校「⼤學部學⽣⼯讀助學⾦實施辦法」已於99學年度第9次⾏政會議（100.02.25）通過修正調整本校⼤學部學⽣⼯讀
助學⾦⽀付標準為100元/⼩時，於4⽉1⽇起實施，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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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1學期⼤學部新⽣⼊學成績優異獎學⾦
該項獎學⾦已於4⽉1⽇逕匯⼊個別帳戶，恭喜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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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1學期書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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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獎學⾦已於4⽉1⽇匯⼊獲獎同學帳戶，恭喜獲獎同學︕ 獎狀4⽉中旬將送⾄各系所辦公室，請協助轉發給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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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宿舍網路申請第三階段公告
100學年度學⽣宿舍取得住宿權名單及第三階段上網完成宿舍舍申請及第⼆階段分配結果名單。 申請及分配⽅式說明︓

壹、第⼀階段取得住宿權名單及備取名單、申請分配⽅式及流程請參閱住宿服務組網⾴，網址http://
housing.adm.nctu.edu.tw/，申請問題請洽住服組校內分機31495、31497或專線03-5131495、03-5131497。

貳、第三階段︓⾮原住宿⽣申請宿舍
（⼀）申請時間︓100年3⽉25⽇上午9時⾄4⽉11⽇下午15時⽌。
（⼆）為取得住宿權未完成第⼆階段申請者，分配原則是各組︓
1.⼈數優先4⼈組>3⼈組>2⼈組>1⼈組。
2.未扣點數者優先>扣點數者。
3.原則按『選課系統⽅式分配』。
4.各組別由系統亂數排序，先依序滿⾜所有4⼈組第⼀志願，無法滿⾜第⼀志願宿舍所有組別再依序滿⾜其第⼆志願，餘
類推，若組別所有志願均無法分配，同⼀組別室友會被拆開再依宿舍志願分配宿舍。4⼈組申請志願處理完，再處理3⼈組
申請志願，餘類推。
5.各宿舍寢室均由⼀樓寢室向上排序分配。
（三）第三階段處理⽅式如下︓
1.依學⽣宿舍管理委員會決議第三階段志願僅能填寫宿舍別，不可填寢室。
2.申請宿舍若同組任⼀同學未完成上網確認，此同學將最後分發(優先順序最低)，原申請組將視已確認⼈數決定。
例1︓四⼈組中有⼀⼈未完成確認，已確認的同學成為三⼈組，未確認同學留到最後分發。
例2︓四⼈組中有⼆⼈未完成確認，已確認的同學成為⼆⼈組，未確認同學留到最後分發。
例3︓三⼈組及⼆⼈組同上類推處理。

參、未完成者視為放棄100學年度宿舍申請權。

肆、第⼆階段分配名單請參閱住服組網⾴選宿舍系統，
網址︓http:// housing.adm.nctu.edu.tw/。
伍、100學年度宿舍五階段時程及作業內容詳⾒本組99.12發各寢室系所之『100學年度宿舍申請作業流程』卡⽚或逕上
住宿服務組網⾴「100學年宿舍申請流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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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獎學⾦，提供給特別需要幫助的您︕
嘉新兆福獎學⾦
符合低收⼊戶資格，並領有低收⼊戶卡之⼤學部同學。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1041

慈濟基⾦會莫拉克災區⼤專⽣獎助學⾦
凡為"莫拉克颱⾵"受災戶，⽬前設籍於雲林縣、嘉義縣、台南縣、⾼雄縣、屏東縣、台東縣及南投縣之學⽣，皆可由校⽅
統⼀造冊提出申請。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1037

更多獎學⾦訊息，請查詢⽣輔組獎學⾦申請網⾴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page=

如有問題，歡迎電洽⽣輔組承辦⼈（分機5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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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慶祝⼤會請各系指派帶隊⼈員引導學⽣
本校53週年校慶預訂於100年4⽉9⽇星期六10︓00時於中正堂舉⾏，請各系指派帶隊⼈員引導學⽣於09︓40時就位完
畢（中正堂座位分配圖已於3⽉29⽇函送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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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第2期「補助在台成⽴跨國頂尖研究中⼼計畫」試辦⽅案構想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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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上開中⼼所需經費採申請機構、國外合作單位及國科會補助共同分攤為原則，國科會補助經費之額度不超過三分
之⼀，國外出資合作單位不應少於三分之⼀。申請時並應繳交「申請機構投⼊資源承諾書」，即配合計畫執⾏所承諾投⼊
經費（學校⾃籌款）及⾏政配合之證明⽂件，須由校⻑具名。
⼆、請申請單位於100年4⽉26⽇前，造具構想書申請名冊併同中、英⽂構想書(含「申請機構投⼊資源承諾書」及「國外
單位合作意向書」)、主持⼈及共同主持⼈個⼈資料表各⼀式2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另請申請⼈將構想書及個⼈資料表
等電⼦檔，以E-mail ⽅式傳送國科會國際合作處。
三、構想書格式及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附件說明或可⾄國科會網⾴查詢下載(網址: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e4c4ac1012e5c0fe53b0089&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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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然處徵求建⽴「分析化學實驗室-化學⽣物分析技術」計畫
⼀、請有意申請教師告知所屬學院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申請計畫件數超過1件以上，將進⾏校內協調作業。本計畫須檢
附機關⾸⻑簽名之「機關承諾書」與主持⼈簽名之「主持⼈承諾書」，請填妥後送計畫業務組影印備存，並將「機關承諾
書」送請校⻑簽名後，與計畫內容合併上傳，由申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送出。
⼆、請所屬單位於100年4⽉12⽇下午5時前上線造冊連同機關及主持⼈承諾書正本送計畫業務組彙辦，以俾依限於100年
4⽉15⽇前辦理申請。
三、計畫徵求書及其他申請相關注意事項詳參函⽂說明及請⾄國科會網⾴查詢下載(網
址︓http://www.nsc.gov.tw/nat/ct.asp?xItem=19403&ctNode=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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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0年度「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暨執⾏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本計畫受理對象包括正研究學者、副研究學者及助理研究學者，本年規定申請單位對各申請⼈之申請補助資格，應依
相關學術審查程序審定後予以推薦，並於申請時線上傳送申請機構完成審查程序之相關證明⽂件(如經過三級三審校教評會
通過審查之會議紀錄或校教評會決議通知函)。
⼆、另本案新修訂之「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3點申請⼈已刪除「特約博⼠後研究學者」規
定，不再受理特約博⼠後研究學者申請。
三、申請書表格等相關資料務請上線製作及傳送，申請單位請於4⽉19⽇前上線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事項詳參函
⽂說明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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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2e6ecc32012e9f4cd8b601e1&ctunit=31&CtNode=42&mp=1 ）。
四、計畫業務組將協助處理有關計畫申請造冊彙整事宜，餘有關延攬研究學者相關問題請向⼈事室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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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2012台越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會
⼀、欲申請計畫者，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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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5⽉12⽇前彙整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欲申請雙邊研討會者，請申請⼈下載相關申請表格填寫，並請於校內截⽌⽇前將申請書⼀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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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下載(網址: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ec4a56a012ed741dfdf0033&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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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般型學界科專計畫）」申請案
⼀、本計畫係⿎勵學校⻑期且持續投⼊前瞻技術研究，促使學校與業界或法⼈單位建⽴緊密之中⻑期（約4~5年可將技術
落實⾄產業發展）合作模式。計畫以3~5年的開發時程進⾏未來符合市場需求的技術或產品，且可視計畫性質研提全程多
期計畫。並需依照提案主題之領域及學校所在之區域，納⼊配合單位30%〜8%等不同⽐例之配合款。
⼆、因同⼀年度內各⼤學於同⼀主題，所研提計畫構想書之申請件數，以1項為原則，每校同⼀時期申請及執⾏之「⼀般
型學界科專計畫」件數以不超過3件為原則。本次將選出2件送經濟部審查，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0年4⽉22⽇前備妥計畫
⼤綱、計畫申請表、計畫基本資料表及配合單位合作意願書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俾憑提報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審查。
三、請通過校內審查之計畫主持⼈所屬單位備妥函稿及以下⽂件（含電⼦檔），會辦相關單位後寄送經濟部技術處「學界
科專專案辦公室」辦理。構想書審查階段應備資料如下︓
(⼀)申請表⼀式1份。
(⼆)學校基本資料表暨⾃評報告⼀式2份。
(三)計畫基本資料表⼀式2份。
(四)學術機構合法登記證明影本⼀式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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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2e6ecc32012e9f4cd8b601e1&ctunit=31&CtNode=42&mp=1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402881d02ec4a56a012ed741dfdf0033&ctunit=31&CtNode=42&mp=1


(五)計畫構想書⼀式15份。
(六)申請計畫通過校內形成程序之證明⽂件⼀式2份。
(七)資格⽂件檢核表⼀式1份。
四、計畫申請應備資料格式及權利義務與注意事項等請參照「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般型）」申請須知（查詢下載網
址︓http://tdpa.tdp.org.tw/index.ph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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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計畫辦公室徵求100年度「南部⽣技醫療器材產
業聚落發展計畫」
⼀、南部⽣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計畫辦公室依據南科管理局函⽂公告「南部⽣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
100年4⽉15⽇⽌受理申請。
⼆、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0年4⽉13⽇前備妥函稿及計畫申請書1份(請加蓋計畫主持⼈章)會辦相關單位後，於限期（100
年4⽉15⽇下午5時）前送達計畫辦公室並副知南科管理局辦理申請。計畫經費編列時，⾏政管理費請以經費總額之10%
編列。
三、計畫申請相關資訊、申請表件等資料，請逕⾄計畫辦公室⼊⼝網站(http://www.ksmd.org.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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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雄才偉略⼤獎」及「⻘年雄才計劃」之受理申請訊息
1、勞⼒⼠(Rolex)為表揚對世界及⼈類有所貢獻的傑出⼈⼠，⾃即⽇起⾄2011年5⽉31⽇開始受理2012年勞⼒⼠「雄才
偉略⼤獎」之報名，凡於科技創新、⽂化傳承、環境保護、探險發現、科學醫療等領域之作出努⼒及貢獻之優秀⼈才，皆
可提出申請。詳情請參閱http://rolexawards.com，填寫及遞交初選申請書。
2、勞⼒⼠(Rolex)為了發掘⻘年才俊的潛能，釋放創新思維，特別增設「⻘年雄才計劃」，以⿎勵及⽀持他們接受21世紀
的挑戰，為世界作出貢獻。該計劃涵蓋的範疇⼤致與「雄才偉略⼤獎」相同，但是較著重參選計劃的教育價值，詳情請參
閱以下網址http://rolexawards.com。

[研發處] | Top

2011第六屆「⿓騰微笑競賽」即⽇起⾄5⽉9⽇⽌受理報名，敬請 踴躍參與
⼀、 2011第六屆「⿓騰微笑競賽」由宏碁基⾦會、天下雜誌教育基⾦會、余紀忠⽂教基⾦會主辦，國科會協辦，旨為
「促成科技研發產能化」，希望能藉此競賽，推動學界研發能量，參與產品、技術、營運模式與品牌⾏銷的研發，藉以提
升台灣產業中知識經濟的產值。
⼆、本活動⼀律採線上報名，詳情請⾒官⽅網站︓或 http://longterm.me.nt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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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化總會第六屆「總統⽂化獎」甄選訊息
國家⽂化總會第六屆「總統⽂化獎」之設置宗旨為促進群⼰共榮之公⺠社會、⺠主和平之⽂明社會、永續發展之現代社
會，凡有明確信念並以持續實踐致⼒於此，⽽有卓越成就與貢獻，堪稱典範⾜為表率之個⼈或團體，為「總統⽂化獎」表
彰之對象。該獎項⾃100年3⽉1⽇⾄5⽉15⽇⽌受理申請，獎項類別︓公益獎、⼈道獎、環保獎、⽂藝獎、創意獎，詳細
之辦法及參選表格，請 參閱國家⽂化總會網站下載，網址︓http://www.ncatw.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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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校園影⽚創作競賽」優勝作品公告
資訊技術服務中⼼舉辦「99學年度校園影⽚創作競賽」，已經由全校教職員⽣線上評分，選出前10名優勝作品。優勝作品
名單已公告在資訊中⼼網站(http://www.it.nctu.edu.tw)及活動網站(http://video.nctu.edu.tw)上。此外，參與線上
評分者所舉辦的抽獎活動，亦於3/29⽇中午於本中⼼訓練教室完成公開抽獎，抽獎結果亦同時公告在資訊技術服務中⼼網
站及活動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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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資安素養⾃我評量」活動
教育部函轉請全校師⽣踴躍上網參與「全⺠資安素養⾃我評量」活動，(網址︓https://isafe.moe.edu.tw/2010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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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空調施⼯公告
施⼯原因︓光復校區圖資⼤樓空調節能統包⼯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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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地點︓圖書館
施⼯⽇期︓99 年1 ⽉1 ⽇ ⾄ 100 年 4 ⽉ 30 ⽇
施⼯期間將進⾏空調節能改善⼯程，圖書館空調將有部份時段暫不供應 (停⽌供應時間將另⾏公告)，請⾒諒並予以配合。
施⼯影響及注意事項
◎因進⾏施⼯等事宜，屆時將產⽣噪⾳、震動及造成出⼊不便之情事，請稍為忍耐。
◎施⼯、材料堆放處及廢棄物臨時置放區域，⼈員避免靠近，以免發⽣危險。

施⼯廠商︓霖冷凍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267-2695
聯絡⼈︓陳先⽣ 0921036026
翁先⽣ 0915688998

監造單位︓廣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2711-2688
聯絡⼈︓宋先⽣ 0919382070

承辦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電話︓(03)5712121
承辦⼈︓王先⽣︓分機 52073 (0917531031)
圖書館連絡⼈︓⾼先⽣ 分機 52665
施⼯期間諸多不便敬請⾒諒，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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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交通⼤學理學院徵求院⻑候選⼈
本學院公開徵求理學院院⻑，聘期⾃⺠國壹百年⼋⽉⼀⽇起，任期三年，歡迎學術界⼈⼠推薦。

理學院現況
⽬前有三系七所⼆個研究中⼼⼀個碩⼠專班及⼀個跨領域科學學⼠學位學程班，分別是電⼦物理系(所)、應⽤數學系(所)
及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所、應⽤化學系(所)及分⼦科學研究所、統計學研究所、物理學研究所、分⼦科學研究中⼼、數學
建模與科學計算中⼼、理學院碩⼠在職專班(科技與數位學習組及應⽤科技組)、跨領域科學學⼠學位學程班。現有專任教
師102⼈，⼤學部學⽣725⼈，碩⼠班學⽣625⼈，博⼠班學⽣272⼈。

院⻑職責
1.扮演學術領導⼈的⾓⾊︔
2.肩負協調院內各系所之教學與研究，及整合院內各項資源並促進跨系(院、校)際之研究與建教合作，使交⼤理學院之⼈
⼒和物⼒，發揮最⼤的功能。

候選⼈的條件
1.具教育部認可或審定之國內外⼤學教授資格者。
2.在學術上有卓越表現並富⾏政經驗及領導能⼒者。
3.未曾擔任本院院⻑⼆任(含)者。

應備資料
1.被推薦者個⼈詳細履歷、著作⽬錄及五年內著作抽印本。
2.對院務發展的看法及其他相關資料（如︓推薦信函）。

收件截⽌⽇期
請於⺠國100年4⽉29⽇（星期五）下午5點整前，備⿑資料寄達交⼤理學院『理學院院⻑遴選委員會』收。

國⽴交通⼤學理學院院⻑遴選委員會
聯絡地址︓新⽵市⼤學路1001號 國⽴交通⼤學『理學院院⻑遴選委員會』
助 理︓劉佳菁⼩姐【聯絡電話︓03-572 7077  傳真電話︓03-571 9507】

[理學院] | Top

軍醫•學者•⽂豪︓森鷗外及其作品
時間︓2011/4/13（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軍醫•學者•⽂豪︓森鷗外及其作品
主講⼈︓邱若⼭先⽣(靜宜⼤學⽇本語⽂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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