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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機械系呂明璋副教授及教育所孫之元副教授榮獲科技部104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科技部「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受理申請

科技部徵求105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

105年度「教育部補助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徵件須知」

「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補助計畫受理申請

交通大學交通大學X宣捷生物科技宣捷生物科技 共創幹細胞大未來共創幹細胞大未來

交通大學與宣捷生技公司13日共同簽訂產學合作計畫，由交大生物科技

學院與宣捷生技研發團隊攜手合作。在生科院鐘育志院長的號召下，楊

進木教授、黃兆祺教授共同領軍第一波合作計畫，首創間質幹細胞功能

研究結合生物資訊學與大數據分析，將共同解開人類胎盤間質幹細胞對

修復及保護受損神經的作用機制，進而開發幹細胞於精準醫療及個人化

醫療的應用。

張懋中校長表示，博愛校區是打造台灣一兆元產值的電子工業發源地，

具體證明交大是有遠見的偉大大學，在電子穩固的基礎結合Bio-ICT電子

資訊與生物科技，將再造下一個兆元產業。交通大學與宣捷生技合作，同時是生物細胞資訊與大數據分析的結合，對交大

而言是新的方向與前景，今日踏出關鍵的第一步，期許未來有更多生醫產學合作，對國家、經濟與人類健康帶來幫助與貢

獻。

宣捷生技以自主幹細胞研發與轉譯醫學研究及其應用為重點，積極建立產學研合作網絡；其中，由具備臨床醫學及基礎科

研背景的鐘育志院長帶領的交大生科院團隊，更以其開創性研究與技術享譽學研界，吸引了宣捷生技的關注。鐘院長於神

經醫學領域深耕多年，長期投入修復受損神經之藥物及醫療技術的研究開發，也是促成交大與宣捷產學合作計畫誕生的幕

後推手。

宣捷生技與交大生科院第一波合作計畫由楊進木教授與黃兆祺副教授共同領軍進行。楊進木教授專精於系統生物學與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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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首創全球第一的分子交互作用家族概念並應用於蛋白質交互作用網路分析；黃兆祺副教授專精神經突生成的作用機

制研究，並成功建立高通量顯微影像及自動化神經形態分析平台。本合作計畫有效整合產業資源與專業人才，由宣捷提供

品質穩定的間質幹細胞做為研究材料，結合雙方之生物資訊平台並系統性地應用於大數據分析，可望在短時間內擷取、處

理及彙整龐大的幹細胞分析數據，進而從中找出幹細胞修復受損神經的關鍵分子並解析其作用機制。在宣捷與交大的合作

之下，解開人類胎盤間質幹細胞對修復及保護受損神經的作用機制不再遙遠，幹細胞於再生醫學領域的應用更有全面性的

發展，雙方同以落實幹細胞於精準醫療及個人化醫療的應用為願景，攜手共創台灣生技醫療的新契機。

宣捷生物科技公司以創造全人類健康未來為目標，致力發展全方位的幹細胞治療新藥，在總經理宣昶有的規劃執行下，努

力開發幹細胞的醫療應用。宣捷生技研發團隊利用帕金森氏症及缺氧神經細胞模型進行研究，發現人類胎盤間質幹細胞對

受損神經具有修復及保護的功能；為了解人類胎盤間質幹細胞對於損傷神經的作用與影響，宣捷生技研發團隊更進一步收

集人類胎盤間質幹細胞的微陣列影像數據資料，結合生物資訊學與大數據分析，企圖解開修復受損神經的作用機制及關鍵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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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關係媒關係 交大傳科實習展交大傳科實習展

近年實習成為大學生畢業前必做的一件事，將在學校所學的知識與技

巧，於職場上進行實戰磨練，讓寶貴經驗轉化為未來求職的墊腳石。今

年暑假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的大四學生，利用假期的空檔，於媒體

產業進行實習，充分展現「做中學」的價值，透過業界實際體驗，審視

自己的能力並加以強化。

這群職場新鮮人14日於交大浩然國際會議廳舉辦〈媒關係─交大傳播與

科技學系105級媒體實習成果展〉，透過言語、文字與影像，分享在實

習期間的所見所聞。本次成果展主要進行三大媒體類別的實習概況解

說，分別是電視電影多媒體類、公關行銷類與平面出版類。「媒關係」象徵媒體傳播產業界需要極廣的「人脈關係」，學

生在媒體實習的歷程中，不僅是學習業界的技術，更是精進著待人處事的態度。

於映畫製作公司實習的吳建勳，被分配到華視《天王豬歌秀》節目製作部門。透過暑期實習的機會，跳脫以往「觀眾」身

分，親自參與節目的製程。除了例行工作，最特別的莫過於在《料理高校生》中擔任臨時演員，一圓明星夢；短暫的實習

生活中，與藝人的互動是最意外的收穫。

在公關行銷方面，杜以翔在江蕙所屬唱片公司【喜歡音樂】策略行銷部門實習。暑期一位難求的江蕙封麥演唱會，杜以翔

有幸以幕後工作人員的身分，多次參與並實際演練。雖然犧牲了悠閒的假日時光，但見證唱片宣傳與媒體記者間的緊密連

結，使他收穫良多。除此之外，透過實習也了解唱片娛樂公司的網路行銷法則與一般人常忽略的音樂版權問題。

許多人總是嚮往時尚媒體產業的光鮮亮麗，進入職場才體會現實與想像的落差。於《BELLA儂儂雜誌》實習的陳思寧，在

實習的期間有機會參與雜誌的31周年慶，與讀者和公司同仁們一同參與露天復古派對。活動工作證令她非常有成就感，美

中不足的是活動碰上突如其來的大雨，讓精心地打扮略顯狼狽，不過也因此成為難以忘懷的記憶。

這群學生在暑假期間走出校園、踏出舒適圈，經過層層面試關卡，進入到業界實習。「學而實習之，不亦樂乎？」透過職

場上的實戰經驗，實踐做中學、錯中學的道理，提早認識職場生態、獲益良多，同時也為將來的生涯規劃做準備。想了解

更多關於傳科系105級「媒關係」實習生活的點點滴滴，歡迎上活動粉絲團(http://ppt.cc/loPwh)查看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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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學分費繳費日期為學期學分費繳費日期為10月月15-28日日
一、學分費繳費日期為10月15-28日

二、大學部延修生、碩博士、專班、EMBA、碩士學程及選修教育學程課程者(需繳納學分費者)，敬請把握時間繳交！

三、學分費繳費單請至出納組網頁https://tuition.nctu.edu.tw/cashier/ 自行列印！

四、若本學期未選課者，無需繳學分費!

五、學分費若有問題，詢問相關單位

A.選課問題-課務組(分機:50424)；

B.辦理減免及就學貸款-生輔組(分機:50856)；

C.其餘問題-出納組 (分機:3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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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教師】教師】104學年第學年第1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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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4學年度第1學期課務相關日期，請參考：

日期 辦理事項 說明

104年 

9月7-9日

 

新生選課

 

9月月10日日 教師至選課系統教師至選課系統 -下載「下載「臨時臨時點名單」點名單」  

9月14日 上課開始  

9月14~25日 ☆學生加退選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輔導學生

選課

 

9月25日 學生至選課系統-確認選課狀況  

9月29日-10月2日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輔導學生

選課 

☆學生逾期加退選

 

10月月5日日 教師至選課系統教師至選課系統 -下載「下載「正式正式點名單」點名單」  

11月9~13日 期中考試 採隨堂考試、照常上課

12月31日 學生申請課程停修截止  

105年 

1月7-13日

 

學期考試

 

1月31日 教師網路傳送學生成績截止 業務單位：註冊組

[教務處] | Top

【【For教師】教師】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編輯課程綱要」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1.為了學生選課時可了解（查詢）「課程綱要」，請各系所開課教師切實執行上網填寫「課程綱要」。「課程綱要」為學

生選課最基本參考資訊，請各系所開課老師重視課程綱要，以達成填寫率100%的頂尖大學。

2.選課系統：https://course.nctu.edu.tw/ 請點選左選單「編輯課程綱要」，右畫面將出現老師開設的課程（助理將出現該

單位所有課程），請於選課前上網填寫。填寫後，學生將可以在選課系統任何出現該門課程的地方，點選該課程的當學期

課號，就可查詢到該課程的課程綱要，且此課程綱要將永久保留，以後學期仍可查詢。

3.「編輯課程綱要」輔助功能：

（1）老師可複製以前學期的課程綱要，再進行修改之。

（2）老師可設定學生（學號），該學生將可以幫忙填寫課程綱要，請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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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校長講座校長講座-傑出校友孔毅學長「追求卓越：贏在拐點」傑出校友孔毅學長「追求卓越：贏在拐點」

104學年第1學期導師時間課程，邀請享譽IT和通訊產業盛名的本校電子物理系傑出校友孔毅學長，於10/28（三）15:30-

17:20演講「追求卓越：贏在拐點」分享30多年實戰與管理經驗，歡迎全校教職員生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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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野餐日－輕鬆品味你的心交大野餐日－輕鬆品味你的心(限交大學生限交大學生)

https://course.nctu.edu.tw/


秋天就是要野餐啊！不然要幹嘛！？

暑氣過去，暖暖的草坪還留有一些餘溫，

而你有多久沒讓自己喘口氣了呢？

交大諮商中心為你準備了這場豐盛的饗宴，

用美味的食物滋養期中考惹來的消瘦；

我們將在有趣的探索遊戲中，任內在的那個孩子放心玩耍，

親近內心的情緒、也親近身邊的人~

圖片來源http://ppt.cc/FETiN

身為交大人，你，有在交大野餐過嗎?

歡迎三五好友作伙報名，名額有限，咖chu愛緊!

時間：104/11/18(三) PM 2:00- 5:00

地點：工程五館與綜合一館中間草坪 (PM1:50圖書館門口集合)

參加對象：交大學生，名額30位。

活動方式：5~6人一組，透過桌遊及牌卡探索內在情緒

(報名時請先選擇想參加的主題別:親密關係、生涯議題、家庭議題、人際關係、自我探索)

報名方式：請親自至諮商中心報名、繳費，請於附檔下載報名表並至諮商中心繳費(11/11(三)報名截止，11/16(一)通知候

補名單)

參加費用：100元

(費用包含pizza、甜點、水果、飲料、零食及3小時的歡樂時光～)

注意：11/11(三)含當天前取消報名者可退回參加費用，之後取消者恕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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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交大健康週交大健康週go go go
有了健康才有希望的明天，健康百分百，人生才精彩，學生學聯會福利部、衛生保健組邀請您參加健康週活動，有「食在

安全」講座、戒菸達人說明會、健康市集、「健康增重無負擔」講座、免費肝功能、骨密度檢查、還有抽獎活動喔～ASUS

手機、行動電源、西堤禮券、電影票等多項好禮等你來拿。

請先線上報名國立交通大學學生事務處 衛生保健組 (http://health.adm.nctu.edu.tw/)

http://health.adm.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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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機械系呂明璋副教授及教育所孫之元副教授榮獲科技部恭賀本校機械系呂明璋副教授及教育所孫之元副教授榮獲科技部104年度「吳大猷年度「吳大猷

先生紀念獎」先生紀念獎」

一、 依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遴選作業要點」規定，獲獎人遴選方式係由科技部主動遴選符合資格條件者，本校機械

系呂明璋副教授及教育所孫之元副教授本年度榮獲此獎項，已印送函文附件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各獲獎人。

二、 請各獲獎人於104年11月10日前至計畫業務組簽章、填寫聯絡電話及地址，並提供個人存款帳戶存摺封面影本1份，

俾憑造冊辦理獎金請領作業。頒獎事宜將另函通知。

三、 為編印獲獎人專輯，請各獲獎人參照函文規定提供相關資料電子檔，於104年11月30日前E-mail至科技部承辦人黃如

薏小姐(soa188@most.gov.tw)，同時副知本校計畫業務組業務承辦人(pength77@nctu.edu.tw)。



四、 獲獎人如擬依規定提出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於計畫類別勾選「吳大猷先

生紀念獎研究計畫」，並請所屬單位於105年3月7日前彙整造具申請名冊及「國立交通大學申請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聲明書」各一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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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受理申請科技部「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受理申請

一、 本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申請人)及共同主持人資格，需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計畫主持人於

同一年度內申請2件以上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者，應於計畫構想申請書及計畫申請書內列明本計畫為最優先順序。

二、 本計畫旨在鼓勵學研機構與國內企業共同投入前瞻技術研發，由企業籌組聯盟、訂定研究議題，洽特定申請機構(學

研機構)組成團隊進行研究，以強化關鍵專利布局、產業標準建立或系統整合，並協助國內企業進行長期關鍵技術研發人才

培育。

三、 計畫研究經費含科技部補助經費及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合作企業必須以金錢支付至少占配合款40%(以自籌款支應)，

且主導企業以金錢支付之配合款，須達該企業總配合款之40%，其餘配合款得申請經濟部部分補助。企業聯盟每年總配合

款不得少於8,000萬元，總配合款應占總研究經費50%以上。主導之合作企業配合款，每年應達2,000萬元以上。

四、 計畫構想申請書審查通過後始可提計畫申請書，企業聯盟未達3家者，構想書中需強調參與合作企業可達成之外溢效

果。

五、 計畫申請案經核定後，由科技部與申請機構簽約，並函知經濟部與合作企業簽約，且由計畫主持人簽訂執行同意書，

另由申請機構與合作企業簽訂合作契約及相關技術移轉授權合約。

六、 科技部管理費編列請以「向科技部申請補助款」之「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及「國外差旅費」等總和之9%計

算；合作企業配合款支付學校研究經費部分之管理費，則請依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收支要點」規定至少以企業配合

款之20%編列。

七、 請申請人於104年12月28日前將計畫構想申請書一式12份及光碟片1份送交計畫業務組，俾憑於104年12月31日下午5

時前將資料送達科技部辦理申請，逾期未送達者，科技部不予受理。

八、 科技部本次修正「科技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試行要點」第8點及第16點規定，並自104年9月21日生效，試行

要點修正說明如下：

(一) 第8點研究經費：

1. 為強化主導合作企業於企業聯盟之主導性，增訂主導企業以金錢支付之配合款，須達該企業總配合款之40%規定。

2. 參考科技部104年8月20日修正之「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研究主持費編列規定，修正為得視研究需

要，由申請機構、計畫主持人及合作企業共同商議。

3. 配合科技部104年7月9日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項」，將研究人力費得依科技部所訂標準

支領「酬金」改為「費用」。

(二) 第16點：主導企業配合款下限由5,000萬元調降為2,000萬元，使較多國內潛在優質企業符合資格，以提升計畫申請

率，並配合刪除其他參與合作企業配合款合計每年應達3,000萬元以上之規定，以衡平主導企業與其他參與合作企業之權

責，並賦予更大的彈性。

九、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計畫構想申請書及「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試行要點」說明，計畫申請書及要點等相

關文件可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網址：https://www.most.gov.tw/spu/ch/detail?article_uid=44eaabfa-63b3-4553-a716-

46bc90b71492&menu_id=7408cf65-d88f-41c4-835f-09ebd6e392b0&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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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科技部徵求105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

一、 本計畫執行期限自105年1月1日起，請以單一整合型或個別型計畫提出申請。

二、 計畫書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方式上線製作及傳送，並請所屬單位於104年10月23日（星期五）下午5時前上線造具

申請名冊併同「國立交通大學申請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各一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俾依規定期限前送達辦

理申請。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徵求公告及課題說明，相關訊息可至科技部自然司網站

(https://www.most.gov.tw/nat/ch/detail?article_uid=9d48c3fb-a18a-44a6-973a-2dfa80808c83&menu_id=c3071e4c-

8b1b-42ea-bfe4-b65257b8dc8b&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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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教育部補助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徵件須知」年度「教育部補助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徵件須知」

一、 本計畫類別分下列3類：

(一) A類計畫：創新軟體人才培育模式推動計畫。

(二) B類計畫：軟體創作成果加值研發計畫。

(三) C類計畫：軟體人才培育跨校資源中心計畫。

二、 上開A類及C類計畫：每1科系所得擇1類提出申請，1科系所以申請1案為限，得跨科系所聯合提案，每校至多申請2

https://www.most.gov.tw/spu/ch/detail?article_uid=44eaabfa-63b3-4553-a716-46bc90b71492&menu_id=7408cf65-d88f-41c4-835f-09ebd6e392b0&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nat/ch/detail?article_uid=9d48c3fb-a18a-44a6-973a-2dfa80808c83&menu_id=c3071e4c-8b1b-42ea-bfe4-b65257b8dc8b&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案。B類計畫：每位主持教師最多申請2案，同時主持A類或C類計畫之主持教師則以申請1案為限，每校至多申請5案。請

有意申請教師於104年10月13日前先告知所屬系所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申請件數超過規定，將進行校內協調作業。

三、 請申請計畫教師所屬單位於104年10月28日前備妥計畫申請書1份，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4年10月30日前至

計畫網站(http://www.itsa.org.tw/)完成線上申請及用印後計畫書電子檔上傳作業。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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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計畫網站/電子公告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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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補助計畫受理申請「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補助計畫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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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不得單獨申請個別型計畫或整合型計畫。創新型計畫之執行機構若為非園區事業之公司，應於執行期限前核准為科學

工業或於南科園區之育成中心核准進駐。另學研機構主持人申請計畫(含分項計畫)每次以1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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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協議書、計畫申請表及經費總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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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1月10日)前辦理申請。

三、 有意申請創新型計畫教師請於104年11月5日前備妥函(稿)、計畫檢查表一式1份、計畫申請書一式2份會辦相關單位

後，於104年1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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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補助款(不含計畫主持人主持費)之15%編列。計畫申請相關資訊及申請表件等，請逕

至計畫辦公室入口網站(http://www.ksmd.org.tw)查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Design by Liuyaochi

http://www.itsa.org.tw/
http://www.ksmd.org.tw
http://www.templatesold.com/

	2015-10-20 第196期
	交大新聞
	交大新聞
	行政單位
	校園刊物

	行政單位
	前期回顧

	交通大學X宣捷生物科技 共創幹細胞大未來
	媒關係 交大傳科實習展
	104學年度第1學期學分費繳費日期為10月15-28日
	【For教師】104學年第1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
	【For教師】104學年度第1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10/28校長講座-傑出校友孔毅學長「追求卓越：贏在拐點」
	交大野餐日－輕鬆品味你的心(限交大學生)
	2015交大健康週go go go
	恭賀本校機械系呂明璋副教授及教育所孫之元副教授榮獲科技部104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科技部「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受理申請
	科技部徵求105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
	105年度「教育部補助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徵件須知」
	「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補助計畫受理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