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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訊息

第五屆「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招生座談會

學務訊息

2015生命關懷週『獨享孤獨，一個人的時光』！

2015交大海外祭

【交大哈職網】專屬交大人的求職平台

研發訊息

科技部「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科技部105年度「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接受申請

科技部105年度「防災科技學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科技部105年度「特約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教育部辦理補助「智慧生活整合創新教學聯盟推動計畫徵件須知」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5年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動計畫」公開徵求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度補助辦理之科技計畫研究重點一覽表」

總務訊息

104年度第4次「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作業

成功研發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成功研發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業界紛來取經業界紛來取經

想像在不久後的將來，夜間開車行經路燈不足的黑暗區域，車子將自行

增強夜視功能；不必依靠經驗，自動能精準算出與前車距離；刮風下雨

的日子，也不用擔心視線不清而發生意外。多項車用安全新發明，全是

由交通大學電子所郭峻因教授主持的智慧型視覺系統產學小聯盟

（Intelligent Vision System Industry Academia Consortium；簡稱

iVSIAC）耕耘十多年所開發的結果。

iVSIAC在「智慧型行車輔助系統」與「汽車主動防撞系統」兩大領域已

發表15項具產業運用價值之關鍵技術，包含360度環景系統、全球速限

標誌偵測系統、倒車攝影之魚眼鏡校正技術、車道偏移警示系統等等。

今年，郭峻因教授帶領的交大團隊自行組裝一架六軸無人飛行器，方便在室內空間模擬車輛行進時偵測鏡頭的移動。

團隊研發的各項智慧車電技術互相搭配應用，就能創造出具有ADA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功能的車隊管理系統，或是自

動緊急煞車系統，還能結合現在最夯的安全監控、智慧家居、智慧電視手勢控制辨識等尖端產業，受惠的層面十分多元。

搭上全球注目的汽車安全商機，2012年成立至今，智慧型視覺系統產學小聯盟已和逾80家廠商進行技術合作交流與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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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專業技術諮詢、技術產業化輔導等服務。進行實質技術移轉或產學合作的公司，其相關技術產品即將於2016年問世。

龐大貢獻使團隊連續兩年(102/103)獲得科技部產學小聯盟績優團隊。

談到投入車用安全研究的契機，郭峻因教授表示2001年在中正大學服務開始，就致力於貼近產業的研究，他認為研究的產

出可以不只是論文或人才培育，更能運用到現實生活中，對社會做出貢獻。能運用到多面向的研究，也正是國外大學近年

來努力的目標，使郭峻因教授更加確定團隊的方向，於是在任教期間積極帶領團隊開發一系列車電影像處理技術，並申請

專利、栽培學生參與比賽。

來到交大後，因為鄰近新竹科學園區方便與廠商密切合作，再加上2012年與中正大學電機系葉經緯教授、雲林科技大學電

子系蘇慶龍教授、逢甲大學電子系陳冠宏教授等跨校合作成立聯盟，更能夠整合資源，達成產學合作的目標。

智慧型視覺系統產學小聯盟現階段的努力目標，是希望視訊雷達能偵測出所有和駕駛相關的標誌，不僅止於現階段的速限

標誌、車牌、紅綠燈等，相信接下來的發明必會為駕駛帶來更安全、便利的行車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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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社會企業獲法國卡地亞靈思湧動全球女性創業家大賽亞太區冠軍众社會企業獲法國卡地亞靈思湧動全球女性創業家大賽亞太區冠軍

交大女孩，台灣之光！2015法國卡地亞靈思湧動全球女性創業家大賽

（Cartier Woman Initiative Awards）15日於法國多維爾頒獎，臺灣交大

众社會企業代表周涵（外文系）、黃孟淳（人社系）從全球一千多位女

性創業家中脫穎而出，成為亞太區冠軍，創下台灣女性企業家／社會企

業家首度參賽即榮獲世界大獎的亮眼成績。

「卡地亞靈思湧動女性創業家獎」是一項國際創業企劃大獎，由卡地亞

聯同美國麥肯錫公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和國際女性論壇於

2006年共同創辦，每年在美洲、北美、歐洲、南撒哈拉非洲、中東和北

非地區、亞太地區分別選出一件由女性領導且具有創新意義的傑出商業

企劃案，得獎者可獲得兩萬美元資金及為期一年的業務培訓機會，以此支持、鼓勵女性創業家。

2006年辦理迄今全球已選出44位獲獎者，卻從無台灣女性企業主參與。由交大畢業生周涵與黃孟淳在2014年所共同創辦

的众社會企業，致力推廣無障礙友善餐廳的行動通訊服務，發展提供無障礙餐飲育樂、公共服務資訊的智慧行動APP，在

各國高度關注高齡和平權社會發展的趨勢下，兼具人文關懷、科技創意與社會創新的众社會企業獲得國際評審的青睞，自

100個國家、1700組申請名單中脫穎而出，成為台灣首度入選並獲獎的女性企業家，讓國際看見台灣女性與青年創業發展

的驚人能量。

「過去外出用餐我們從未發現任何阻礙，直到幾年前與使用輪椅的朋友邀約餐館喝下午茶，尋找三十分鐘後，我們找不到

任何一間讓身障者方便出入的餐廳。」體會到身障者的身不由己，周涵決定創立方便身障朋友獲取生活資訊的供給站，彙

整適合身障者的公共場所資訊，讓身障朋友不再面臨外出不便，甚至因此不想外出的問題。

結合青年人才、技術人士與身障朋友的支持，周涵與黃孟淳在前交大傳播與科技學系林崇偉教授的支持下創立众社會企

業，發展出提供各種無障礙餐飲育樂、大眾交通、公共服務之引導資訊的智慧行動APP，「現在只要十秒，就能透過智慧

型動裝置搜尋到友善餐廳。」不僅便利長者、婦嬰、身障者等行動不便者與家屬，同時為身障者打造出全新的職業「友善

特派員」，聘僱身障者實地前往各餐廳、場所，調查並建置智慧城市的無障礙友善資訊與智慧引導服務，同時也為政府機

關與企業提供無障礙友善設施改善、人員訓練提升、諮詢輔導認證等服務。

創辦至今，众社會企業已訓練並專兼任聘僱了218位專兼任身障者，友善餐廳APP服務遍及台灣與香港八個城市，近期更

受馬來西亞與菲律賓政府和企業委託，帶領台灣「友善特派員」前往訓練當地身障者建置無障礙資訊服務。

獲國際獎項肯定讓周涵與黃孟淳這兩位交大女孩信心大增，她們說：法國米其林餐廳林立，但是一個台階就成了行動不便

者與美食間最遙遠的距離；台灣在人口快速老化下展開的各種創新科技服務，將成為我國資訊服務產業的藍海市場。众社

會企業期許，有一天讓全世界都能知道：美食米其林，來自法國；而友善米其林，來自台灣！

看到交大學生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今年七月自交大請辭投入推動友善社會企業的林崇偉教授表示，特別感謝交大師長對

師生運用科技來推動人文創新一路來的支持。众社會企業緣起交大智慧生活科技區域整合中心Eco-City的智慧城市創新科

技研發，其後結合教育部資科司智慧生活整合人才培育計畫連結服務學習以及場域實證的創新課程，從課程中衍生出長期

投入的師生創新團隊，更連結跨越12所大專院校的智慧友善城市跨校教學聯盟，開發各種無障礙友善資訊的創新服務，目

前累計獲得超過40項國內外科技創新與社會創業的大獎，並透過結合交大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新興產業加速育成計畫，

進駐由交大產業加速器中心與新北市政府合作的新北創力坊，逐步成長茁壯，在今年（元月）成為國發基金第一個正式投

資的社會企業，也是國內少數以運用科技創新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企業。

兩位獲獎的交大女孩目前還在巴黎，林崇偉代表全體團隊說，沒有众人的力量，我們，走不到這裡！「我為人人，人人為

我，友善城市，有你有我。」團隊未來將秉持這樣的理念，持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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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竹苗最大就業博覽會桃竹苗最大就業博覽會 交大交大Open House熱力招募中熱力招募中

一年一度的Open House交大企業校園徵才招商中！Open House企業校

園徵才博覽會一向是桃竹苗區最大就業展，秉持「讓一流人才進一流公

司」的初衷，幫助交大及桃竹苗大專院校優秀應屆畢業生順利進入職

場。明年預定3月12日舉辦，誠摯邀請各界公司共襄盛舉。

今年3月落幕的博覽會吸引196個單位和企業參展，釋出3萬多個職缺，

參觀人次突破2萬5千人，不含線上履歷，現場即投出1萬4千多份履歷，

順利媒合優秀人才與職缺。

1988年開辦至今的Open House交大企業校園徵才，從三十多間廠商參與的規模開始，逐漸發展擴大，除了就業博覽會，

還陸續開辦系列創業座談會、就業相關講座、公司說明會，帶領同學前往企業參訪，並邀請企業職場導師提供免費的一對

一就業諮詢。

Open House的創立從零開始，由當年交大應屆畢業生徐濤和林天明一手包辦，抱持著對學校有所貢獻的想法，努力搭起

廠商和學生之間的橋樑。在手機與網路不普及的時代，兩人靠著公共電話與廠商一家家聯絡，有些廠商在撥了上百通電話

後才答應參展。靠著衝勁與不放棄的決心，成功邀約三十多家企業參加，包括聯電、華航、宏碁等知名公司。搭配宣傳與

豐富抽獎活動，第一屆Open House就業博覽會吸引眾多學生、民眾參與，場面熱鬧非凡，引起廣大迴響，一舉打開交大

企業校園徵才的知名度。

除了畢業季前的企業校園徵才，Open House每年9至10月特別舉辦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讓役男與產業研發不脫軌。今年

申請研發替代役的757位交大役男，就有679位順利錄取，占全國研發替代役的12.39%，錄取率為國內學校之首！

本著「Open up！ Open your mind！」的核心價值，Open House透過多種管道，幫助交大學生打開視野與職場接軌，體

現交大人「飲水思源」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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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招生座談會第五屆「領袖人才培育學分學程」招生座談會

第二場次時間：2015年11月27日(五)中午12:10-13:10(11/26報名截止)

地點：交大工程五館一樓106教室

對象：大學部各院系學生

備有精美的午膳，敬請提早報名！！

學程臉書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Leadership.program

報名學程資訊請洽網頁：http://aadm.nctu.edu.tw/leader/index.html

主辦單位：教學發展中心陳小姐(分機50135) 

聯絡信箱：fayechen@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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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生命關懷週『獨享孤獨，一個人的時光』！生命關懷週『獨享孤獨，一個人的時光』！

生命關懷週是由諮商中心志工團的志工自行發想規劃設計籌辦的活動，

從2010年開始，今年已邁入第六屆囉!

今年要帶大家一起來體驗孤獨，享受獨處的美好!

孤獨可以很寂寞，也可以很自在愜意

孤獨時不需要在意別人的目光

能夠真正與自己相處

想學到如何獨享孤獨嗎?

那就不能錯過生命關懷週的活動

>>>單獨，不孤單 - 手冊集點活動<<<

活動時間:11/19~12/23

手冊發放時間至12/4

（請至諮商中心領取，ALONE擺攤亦有發放，發完為止）

完成手冊的單獨任務

https://www.facebook.com/Leadership.program
http://aadm.nctu.edu.tw/leader/index.html


就有機會獲得機票、行李箱等大獎！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0

>>>ALONE我問你答<<<

擺攤活動時間

11/19(四) 11/20(五) 12:10~13:00 @二餐

11/23(四) 11/24(五) 12:10~13:00 @女二

（當天亦可領取集點手冊）

線上分享問答活動時間

11/19(四)~12/3(四)

活動方式:參加擺攤或者分享粉專並回答問題

回答小問題就能夠更加認識孤獨

深層的探索自己的內在小宇宙

還有機會抽電影票、誠品圖書禮券等好禮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1

 

>>>獨樂「樂」- 手做迷你樂高模組體驗<<<

活動時間:11/26(四)18:30~20:30

報名時間:即日起到11/24(請至諮商中心報名)

PS.在11/20前報名，可選擇樂高樣式哦

完成了可愛的樂高模組，認識了真實的內在自己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2

>>>享受屬於我的食刻 - 手做薑餅屋體驗<<<

活動時間:12/01(二)18:30~20:30

報名時間:即日起到11/27(請至諮?中心報名)

建出一間可口的薑餅屋，繪出內心深處的藍圖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3

 

>>>ALONE工作坊<<<

活動時間:12/05(六)9:00~16:00

報名時間:即日起到12/03(請至諮商中心報名)

隨意地舉起筆，豪放地落在白紙上

輕巧地反映出內在的自我，你"繪"懂孤獨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4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11/16起開放報名！

參加對象:全校學生與教職員

主辦單位:交大諮商中心志工團

詳細活動資訊請密切鎖定諮商中心網站及

交大諮商中心FB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counseing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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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交大海外祭交大海外祭

2015交大海外祭活動開跑囉！

想要留學美國、歐洲苦無諮詢管道？

要出國讀研究所卻因經濟因素未能圓夢？ 

想踩著先鋒者步伐出國探索世界？ 

11月16日起， 2015年交大海外祭不但給你一次完整答案；

參加者集點有吃有拿還中大獎！ 

求學就是要出國呀！不然要幹嘛!? 

趕快上網報名去！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0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1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2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3
http://counsel.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6/admunit_news/view.php?n_id=334
https://www.facebook.com/counseingcenter


主辦單位：學務處就業與升學輔導組、國際事務處 

協辦單位：美國在台協會、戴爾美語、英國文化協會、德國文教中心、AIESEC、EF國際文教機構

活動內容：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8pSOb8D7xrajJiWURkRFlDeHM/view?usp=sharing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fTBhILmXz0nhC4Ls6nvfhUSpESgNwpzVpNzAj5qY98

[學務處] | Top

【交大哈職網】專屬交大人的求職平台【交大哈職網】專屬交大人的求職平台

尋找工讀家教‧參與企業實習

豐富履歷內容‧線上求職媒合

11月新增職缺資訊如下表，更多就業訊息請上交大哈職網查詢。

11月新增職缺及實習相關資訊月新增職缺及實習相關資訊  
★工讀兼職機會★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止日期

就輔組(代po)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徵面訪員 2015年12月4日

★全職/研替工作★

公司名

稱
職缺名稱

刊登

截止

日期

Garena儲備幹部菁英計畫座談會

2016

年6

月1

日

就輔組

(代po)

臺北市身心障礙福利機構聯合徵才 

新北市違章建築拆除大隊徵約僱人員（技士職務代理人） 

APT徵才-Business Consultant (Full-time and Summer Intern),Database Analyst 

長榮航空公司2015年招募訊息

2015

年12

月31

日 

2015

年12

月31

日

2016

年1

月20

日

2015

年11

月23

日

交大創

新育成

中心

【迪英佳科技徵才】後端工程師、iOS開發工程師、Mobile App開發工程師

2015

年12

月31

日

高鼎精

密材料
國內銷售工程師、實驗室/品管檢驗助理工程師

2015

年11

月30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08pSOb8D7xrajJiWURkRFlDeHM/view?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fTBhILmXz0nhC4Ls6nvfhUSpESgNwpzVpNzAj5qY98


日

勁鑽科

技
研發工程師、總經理特別助理、總經理秘書助理、研發助理工程師

2015

年12

月31

日

友順科

技

RF IC 設計工程師-新竹、IC佈局工程師-新竹、財務主管(財務長)、IC設計高階主管(派駐中

國大連)、電源IC應用工程師/高級工程師、晶圓模組製程經理(派駐廈門) 、IC佈局(Layout)

資深工程師 / 主管、產品測試/驗證工程師、產品企劃處--助理工程師、國內業務人員-原

廠、國外業務人員、國外資深業務人員--日本線、國外業務主管(課級/經副理)

2016

年12

月31

日

NVIDIA Mobile Software Engineer

2015

年12

月31

日

★實習工作★

公

司

名

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

止日期

億

霈

科

技

【RA】學生實習-研發助理工程師 Research Assistant、【MA-A】學生實習-實習行銷助理

Marketing Assistant、【MA-D】學生實習-商業設計行銷助理 Marketing Assistant-Design
2015年

12月31

日

查詢更多徵才資訊，歡迎連結《交大哈職網》http://ejob.nctu.edu.tw/。

[學務處] | Top

科技部「科技部「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一、 105年度全面實施線上申請作業，申請計畫資料皆全面上線製作及電子檔傳送，免送紙本資料，請申請人配合辦理。

申請人務請進入科技部網頁(http://www.most.gov.tw/)或本校研發處計畫業務組/科技部計畫資訊網頁內點選「專題研究計畫

線上申請」，以「研究人員及學生」身分登入後上線執行。

二、 校內收件日期：104年12月29日(週二)中午12時前，系所交送資料如下：

(一) 單位及學院主管簽章後之各歸屬處別申請名冊（橫印）各一式3份及「國立交通大學申請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

書」1份。

(二) 若有屆齡退休人員申請計畫，請一併交送單位主管簽章後之「屆齡退休人員參考名冊」及相關文件各一式1份(延長服

務人員請附聘書或延聘證明；已退休人員請附獎項證明、同意繼續使用空間校內簽呈影本及系所同意書等文件)。

(三) 申請書內表CM05有填列配合補助款者，請另交送單位主管簽章後之「配合補助款機關參考名冊」一式1份。

(四) 表CM01、CM05(整合型需另附CM04)影本各1份，請依申請名冊順序附後，以便抽存備查。

三、 其他說明詳見計畫業務組印發之105年度計畫申請通知、科技部函文及其他附件等各種注意事項。請申請人及系所單

位務必按校內收件時間交送申請資料，以俾查檢退件修改補件，計畫業務組並將依規定期限彙整申請文件送達科技部辦理

申請。「特約研究計畫」、「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等各別申請案，請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分開造冊，請另依各別通

知辦理。

[研發處] | Top

科技部科技部105年度「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接受申請年度「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接受申請

一、 本計畫主持人之資格，須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且年齡在45歲以下（1971年1月1日以後出

生）。45歲之前曾有生育事實者，每生育1胎得延長2歲，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二、 申請人請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計畫類別請勾選「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並請所屬單位於104年12月29

日中午12時前彙整及上線造具申請名冊一式3份(請系所確實查核主持人申請資格，並於科技部線上系統逐案確認申請案件

時一併確認符合何種資格。)附同「國立交通大學申請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正本、申請書表CM01、CM04、

CM05影本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三、 本案請與105年度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及其他研究計畫申請案分開造冊，將另案函送辦理。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

http://ejob.nctu.edu.tw/
http://www.most.gov.tw/


徵求公告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

subSite=main&article_uid=0c160135-b8d2-4b22-abb3-acaae9095bf6&menu_id=9b7b455c-006b-11e5-aa78-

bcaec51ad21b&content_type=P)，各司其他規定請詳參各學術司網頁公告。

[研發處] | Top

科技部科技部105年度「防災科技學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防災科技學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一、 本計畫請以整合型研究計畫或新進人員個別型研究計畫(含隨到隨審)提出。本年度接受一般整合型計畫申請（恕不受

理單一整合型計畫），總、子計畫應各自研提計畫書；每一整合型計畫必須至少3件子計畫獲得推薦通過才能成立。請於計

畫書中文摘要中敘明依公告中何種課題與研究內容進行研究計畫書撰寫，並請依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規定方式提出申

請，屆時請所屬單位上線造具申請名冊一式3份併同「國立交通大學申請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正本、申請書表

CM01及CM05影本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二、 目前已執行中之延續性計畫，請依原申請年度之公告課題提出後續年度之計畫書，由各總計畫與子計畫主持人循科技

部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規定方式提出計畫申請。

三、 申請名冊請與105年度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合併造冊。計畫申請說明及其他申請相關注意事項可至科技部自然司

網頁(https://www.most.gov.tw/nat/ch/detail?article_uid=1a005111-12eb-4c2f-a8d3-e58540bf2913&menu_id=c3071e4c-

8b1b-42ea-bfe4-b65257b8dc8b&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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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科技部105年度「特約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特約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一、 本計畫為至多3年期計畫，於同一期間內，以申請1件為限，但計畫主持人得同時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規定申請一般專題研究計畫。

二、 計畫主持人執行特約研究計畫，最多以2次為限。曾執行1次3年期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者，視同執行1次特約研究計畫。

計畫主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前述次數之限制，但與執行特約研究計畫期間合計不得超過6年：

(一) 曾執行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因科技部公告規定轉為一般型計畫。

(二) 配合科技部特殊任務而執行其他重大專案計畫致須終止特約研究計畫。

於執行特約研究計畫或傑出學者研究計畫或前述第2款之重大專案計畫合計滿6年者，由科技部頒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牌。

三、 請符合資格之申請人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104年12月30日中午12時前於科技部系統線上逐

案確認主持人資格及造具申請名冊1份，連同「國立交通大學申請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1份及送存資料等交計

畫業務組彙辦。另請務必於申請名冊備註欄內註明申請人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之年度。

四、 本案請與105年度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及其他研究計畫申請案分開造冊，將另案函送辦理。有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申請書等及其他相關注意事項，請詳參計畫業務組轉發通知之「科技部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及附件

辦理。

五、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文及附件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計畫徵求查詢下載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1e08f785-6f0d-42f3-95b0-

524e9be90d03&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研發處] | Top

教育部辦理補助「智慧生活整合創新教學聯盟推動計畫徵件須知」教育部辦理補助「智慧生活整合創新教學聯盟推動計畫徵件須知」

一、 依本計畫徵件須知之計畫申請原則及方式，各整創聯盟以中心學校為計畫申請單位，同一中心學校至多申請1案。每

一夥伴學校至多以參與2個整創聯盟為原則，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4年11月20日前告知所屬系所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全校

申請件數超過規定，將進行校內協調作業。

二、 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4年12月9日前備妥計畫書一式7份及含計畫書電子檔光碟1份，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於

104年12月11日前(郵戳為憑)逕送「智慧生活整創聯盟推動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

三、 計畫徵件須知及相關附件(含計畫申請書格式)，請逕至教育部網站(首頁/本部各單位/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電子布告欄)查

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5年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年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

動計畫」公開徵求動計畫」公開徵求

一、 本計畫分個別型、整合型及創新型3種補助計畫類型，學研機構僅得申請整合型計畫之分項計畫或創新型計畫，不得

單獨申請個別型計畫或整合型計畫。且若為創新型計畫，學研機構應於計畫執行期程結束前於南科之育成中心核准為育成

事業或核准為科學工業。 

二、 有意申請整合型計畫教師請備妥學研機構計畫主持人聲明書、產學合作研究意向書(請加蓋計畫主持人章)、計畫申請

表及計畫經費總表，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用印，再送交合作之主導公司，由其依規定於限期(105年1月31日)前辦理申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main&article_uid=0c160135-b8d2-4b22-abb3-acaae9095bf6&menu_id=9b7b455c-006b-11e5-aa78-bcaec51ad21b&content_type=P
https://www.most.gov.tw/nat/ch/detail?article_uid=1a005111-12eb-4c2f-a8d3-e58540bf2913&menu_id=c3071e4c-8b1b-42ea-bfe4-b65257b8dc8b&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1e08f785-6f0d-42f3-95b0-524e9be90d03&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請。 

三、 有意申請創新型計畫教師請於105年1月26日備妥函(稿)、申請檢核表及計畫申請書各一式1份等文件會辦相關單位

後，於105年1月31日前(郵戳為憑)寄送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 

四、 學研機構行政管理費皆請以學研機構補助款之「研究人力費(不含研究主持費)」及「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總

和之15%編列。計畫申請相關文件可至該局網站http://www.stsipa.gov.tw(點選園區通報)或計畫網

站http://greenpower.scipark.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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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5年度補助辦理之科技計畫研究重點一覽表」年度補助辦理之科技計畫研究重點一覽表」

一、 請有意申請計畫教師於限期(104年11月30日)前至「農業計畫管理系統(http://project.coa.gov.tw/coaWeb)」研提計畫

說明書，並請將書面資料以掛號郵件逕送各計畫主辦專家收辦。至於該會所屬行政機關(農糧署、漁業署、防檢局、水保

局)主辦計畫收件日期，則依各機關網頁公告為準。

二、 計畫研究重點請逕至該會網站(該會首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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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第年度第4次「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作業次「單房間職務宿舍」申請作業

一、有意申請借住單房間職務宿舍者（包括編制內及約聘僱人員），請於104年11月25日(星期三)16：00前完成借用職務

宿舍申請程序。

二、職務宿舍相關表單刊登於保管組網頁→表單下載→職務宿舍(http://www.ga.nctu.edu.tw/ga4/download.php?

class_id=23)項下，歡迎下載使用。

三、若有與本次職務宿舍申請相關疑義，請洽保管組張小姐(03-5712121轉51913)。

[總務處] | Top

Design by Liuyaochi

http://www.stsipa.gov.tw
http://greenpower.scipark.tw/
http://project.coa.gov.tw/coaWeb
http://www.ga.nctu.edu.tw/ga4/download.php?class_id=23
http://www.templates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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