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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新型態資安實務課程計畫徵件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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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歷年甄選入學低收入戶學生數

頂大不是夢想　經濟弱勢生進交大頂大不是夢想　經濟弱勢生進交大

剛自新北市立板橋高級中學畢業的廖翊凱，今年透過交通大學實施的

「旋坤揚帆計畫」，錄取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家境清寒的廖翊凱，家

中負債百萬，唯一的經濟支柱是從事保養品行銷的母親，經濟狀況無法

資助他補習，準備學測時廖翊凱每天留校晚自習，最後學測成績總級分

為60級分。

廖翊凱提到，一開始考慮填中字輩大學，但也不一定有機會能錄取，之

後看到交大推出旋坤揚帆計畫，在班導師協助下順利錄取，他開心地

說：「沒想到自己能上交大。」

交大跟進保障弱勢生 人數驟增

台灣社會因為城鄉和貧富差距的問題，弱勢生家庭的教育支出低於一般家庭，導致學習資源較不足，升學方面也較為弱

勢，進入頂尖大學就讀的人數偏少。教育部近年提出保障弱勢學生升學之措施，於個人申請管道提供弱勢學生優先錄取名

額，使各大學弱勢學生數，從102學年度6校123名增加至104學年度23校824名，頂大也陸續提出相關辦法，如交大旋坤揚

帆計畫、清大旭日計畫、政大政星計畫等。

交通大學「旋坤揚帆招生計畫」於104學年度首次施辦，提供經濟弱勢生進入交大就讀的全新管道。該計畫將學測科目檢

定的最高門檻由頂標放寬至前標，經濟弱勢生學測分數只要達均標至前標即可申請，共有26名額，分為電機資訊、工程、

理學生科、管理和人文社會5個學群招生。

負責招生相關事務的交大綜合組組長張漢卿提及，過去交大個人申請第一階段通過後會優先錄取低收入戶考生，但能通過

第一階段標準的弱勢生並不多，甚至最後入學人數為個位數，因此降低第一階段門檻，讓弱勢生有機會能進入頂大。第一

年執行旋坤揚帆計畫，透過計畫錄取的經濟弱勢生即高達24名，使得甄選入學（包含繁星推薦和個人申請）招收的低收入

戶學生數比往年高出許多。

交大不吝嗇 開放二十六位名額

旋坤揚帆計畫共有26位名額，和清大旭日計畫13位、臺大希望入學10位等頂尖大學弱勢生升學方案相較，交大提供名額數

較多。對此交大教務長陳信宏表示，教育部希望各學校提供全校人數百分之二的名額，交大也認為值得實行，主要是相信

是環境使經濟弱勢生的學習表現較不亮眼，進入大學後，結合學校各輔導處室，學生的能力可以被重新認定，所以訂定百

分之二、招收二十六位名額。

弱勢生入學輔導措施 交大持續強化

交大生活輔導組助理員曾信雄表示，學校也提供獎學金供弱勢學生主動申請，以及學雜費、宿舍費減免辦法，另外提供生

活助學金給予弱勢學生更優渥的工讀機會。低收入戶劉同學就表示：「我需要申請獎學金，而且學校申請管道算滿多的，

年年都有申請。」

除了經濟上的輔助，若於學業遇到障礙，交大也有課業輔導的措施，教務長陳信宏表示，他相信是環境的關係使弱勢生較

欠缺教育資源，弱勢生進來交大夠上進努力，相信能順利畢業，若學習上有困難，學校也會啟動輔導機制。

教育部自104學年度起推動「起飛計畫」，鼓勵國立大學擴大招收弱勢學生，而且匡列1.9億補助公私立大學扶助弱勢學生

就學，而交通大學亦為申請的大學之一，目前正在審查中，若能通過審查，交大也將運用此經費，強化弱勢學生的學習輔

導機制，提供更多就學資源，落實社會正義。

[教務處| Top

2015暑期國際志工開幕式暨授旗典禮暑期國際志工開幕式暨授旗典禮

夏日炎炎，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國際志工團及交通大學國際志工團的熱情

與之匹敵！台聯大國際志工共有浙江團、甘肅團、馬來西亞團，交大國

際志工有印尼及印度團，6日甘肅、馬來西亞、印尼及印度團一同參與開

幕式暨授旗典禮。

台聯大曾志朗校長及交大吳妍華校長親自為國際志工團授旗，曾志朗校長以自身的經驗跟同學們分享，海外服務既是一種

美德，也是一種力量，在服務的過程中也能讓台灣被看見。吳妍華校長更是肯定同學們走出校園服務的精神，並鼓勵同學

勇敢踏出校園舒適圈，會有更多不同的收穫及成長的空間。吳校長也反覆叮嚀學生要照顧自己、注意安全及身體狀況，期



望大家都能順利平安的完成海外服務。

台聯大國際志工團將前往甘肅省蘭州市的通遠中學進行服務，包括英語

教學、衛生教育推廣、文具物資的募集與捐贈、圖書館整理、管理功能

建置等服務項目；馬來西亞團以New Villages、Perkampungan Orang

Asli、Old Folks Home三個服務地點為據點，進行社區服務、文化交

流、教育輔導及家庭訪問。

交大印尼團I DO到印尼亞齊省Takengon，以舉辦咖啡教育工作坊、分享

小農經驗、交流生態農法為主軸，協助當地農民以「小農模式」經營農

業，不受跨國農企集團箝制；印度團Jullay今年到印度拉達克延續永續經

營和大手拉小手的設計理念，設計一系列課程，內容有數位教學計畫、英文、數學等課程並協助當地校園設備、圖書管理

與工程維護。

國際志工團的成員皆來自不同科系、不同背景，卻展現同樣的服務熱枕，期望在這個暑假出團服務的過程中，能一起學習

成長。國際志工團，加油！你們好棒！

[服務學習中心| Top

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碩博士班新生學期碩博士班新生(含僑生含僑生)註冊入學須知註冊入學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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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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學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

1.學士、碩士逕修讀博士學位，請依各系所規定期限內，檢附相關資料向各系所提出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

2.陸生逕博資格，申請範圍限定103~104學年度曾招收陸生之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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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年度玉山「培育傑出管理人才」獎學金學年度玉山「培育傑出管理人才」獎學金

財團法人玉山志工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長期培育家境清寒之碩士班優秀學生努力向學，順利完成學業，日後成為國

家、社會傑出管理人才。特設置玉山「培育傑出管理人才」獎學金，即日起至8月15日止開放特定系所碩士班一年級新生

(非在職生)，家境清寒或突遭變故者，均可提出申請，獲獎金額每學年20萬元整，培育至受獎人碩士班畢業，申請詳情請

見本校獎學金申請系統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2259。

[學務處] | Top

103學年度績優導師名單出爐學年度績優導師名單出爐

103學年度績優導師經審查小組會議票選結果出爐，獲獎導師名單請見生輔組網

頁http://scahss.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admunit_news/view.php?n_id=351。

[學務處] | Top

諮商中心諮商中心104年暑期社區電話諮詢及電影欣賞講座年暑期社區電話諮詢及電影欣賞講座7月開張！月開張！

一、電話心理諮詢服務：

1. 諮詢主題包括親子教養、情感失落與情緒照顧、同志與性別議題。

2. 諮詢方式：請在您方便的時段撥打諮詢專線：03-5731997，即會有交大諮商中心團隊為您提供諮詢服務。

3. 服務期間自104年7月1日至8月28日止（詳細服務時段參見下表）

※服務時段表：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10：：00-12：：00 X X 提供各主題諮詢

14：：00-16：：00提供各主題諮詢提供各主題諮詢X

二、電影欣賞及映後座談分享：

第一場：愛回來/ 7/22(三) Pm2:00-4:30

第二場：我的意外爸爸 / 8/06(四) Pm2:00-4:30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index.aspx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2259
http://scahss.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admunit_news/view.php?n_id=351


第三場：我想念我自己 / 8/26(三) Pm2:00-4:30

1. 活動地點：國立交通大學人社一館二樓216教室。

2. 參加方式：每場名額30位，請連結此網頁報名

(http://140.113.100.253/activities/ )，或直接至現場後補報名入場，每場於活動前20分鐘開放報名及入場。

3. 場內禁止飲食，請勿攜帶食物入場

4. 『愛回來』為輔導級影片，其餘兩部皆為普遍級影片，父母如欲帶孩子一同觀賞，請確認年齡是否適宜喔！

主辦單位：交大諮商中心，行政聯絡電話：03-5712121#51307

交大諮商中心網頁：http://counsel.adm.nctu.edu.tw/ 

交大諮商中心FB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counseing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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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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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新增職缺及實習相關資訊月新增職缺及實習相關資訊

★全職/研替工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止日

期

交大客家文化學

院
專任計畫助理

2015年7月

16日

世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智慧資源規劃處/顧問

2015年12

月31日

就輔組(代po)

臺北市政府體育局 「104年籌辦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專業人力」勞務

採購案第二次專業人力甄選公告 

Apple Job Position

2015年7月

20日

★實習工作★

公司名稱
職缺名稱 刊登截止日期

高高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生 2015年9月1日

Logitech Far East Ltd. 羅技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

Internship Program(2 to 6 months)- CMF

intern

2015年7月31

日

睿穎弘大科技
實習招募 2015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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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構想表接受申請年度「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構想表接受申請

一、 本計畫主持人應於每年8月底前提出「經典譯注計畫構想表」，請有意申請者填具經典之書名、著作人、版本等相關

資料，並檢附計畫主持人洽詢其中文正(繁)體字著作權授權狀況之函件影本，於104年8月31日前以電子郵件逕寄科技部人

文司承辦人(無需備文)。計畫構想表經審查通過者，請於科技部10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期間提出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之申

請。

二、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附件，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網址：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f403bb85b74c47d5a8341b4c2476d395&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 | Top

http://140.113.100.253/activities/
http://counsel.adm.nct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counseingcenter
http://ejob.nctu.edu.tw/
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f403bb85b74c47d5a8341b4c2476d395&ctunit=31&CtNode=42&mp=1


科技部徵求科技部徵求105年度「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年度「大學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地方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計畫

一、 本計畫請以單一整合型計畫提出。每一申請機構限申請1件。

二、 本計畫訂於104年7月22日下午2時假科技部2樓第13會議室舉辦說明會，欲參加者請先填妥報名表後於期限前以E-

mail報名，屆時請自行前往。

三、 計畫書請上線製作及傳送，並請所屬單位於104年9月24日下午5時前彙整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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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俾依規定期限前送達辦理申請。

四、 詳細資訊請參閱計畫徵求公告，或可自行至科技部網頁(網址：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393d6e5c5dd349a68b0f1257e5a1a521&ctunit=31&CtNode=42&mp=1)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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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科技部徵求「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 『能源科技策略小組』、『能源『能源科技策略小組』、『能源

政策之橋接與溝通小組』與『國際合作小組』政策之橋接與溝通小組』與『國際合作小組』105年度研究計畫」補助案年度研究計畫」補助案

一、 本計畫申請以單年期之單一整合型計畫為限(由總計畫主持人將所有相關計畫彙整成1份計畫書)，係目標導向型計畫，

未獲補助者，不得申覆。申請人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請於104年8月10日前由所屬單位彙整造具申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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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徵求書說明，或至科技部網頁最新消息查 詢下載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24dfc8320faa452091f7203a862db2f0&ctunit=31&CtNode=42&mp=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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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科技部104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核退申覆案受理申請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核退申覆案受理申請

一、 審查意見請逕自登入科技部「學術研發服務網」查閱，104年度得提出申覆範圍限依科技部下列公告函申請且未獲補

助原因為「未獲推薦」之專題研究計畫:

(一) 103年11月21日科部綜字第1030084163號函(專題研究計畫)。

(二) 103年11月21日科部綜字第1030084160號函(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三) 103年11月27日科部文字第1030085285號函(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專書寫作計畫)。

二、 如經通知未獲補助欲申覆者，請進入科技部網站，以「研究人員」身分登入後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104年8月31

日前彙整造具申請名冊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送計畫業務組彙辦，俾於限期前送達科技部辦理申覆。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作業要點，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網址：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bc3fe4a1537b4e81b23fdd1ea41842d1&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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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新型態資安實務課程計畫徵件須知」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新型態資安實務課程計畫徵件須知」

一、 本計畫申請方式以校為單位彙總提案，每校至多提出2件課程計畫申請書。每1課程計畫由負責開課之教師擔任計畫主

持人，且每位教師以撰寫1個課程計畫為限。每1課程計畫申請書獨立裝訂。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4年7月15日前先告知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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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應具備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專任師資，且於3年內曾開設與計畫徵件須知第6點第1款所列主題領域相關之

資安課程。

三、 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4年7月28日前備妥計畫書一式7份及電子檔光碟1份，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4年7月

31日前(郵戳為憑)逕寄至「資安菁英人才培育先導計畫推動辦公室 吳國賓先生」收辦。

四、 計畫徵件須知及相關附件(含申請書格式)可至教育部網站(首頁/本部各單位/資訊及科技教育司/電子布告欄)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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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與科技部共同推動之經濟部工業局與科技部共同推動之104年度「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產學合年度「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產學合

作研發類別受理申請作研發類別受理申請

一、 經濟部工業局與科技部共同推動之104年度「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產學合作研發類別，受理申請日期自104

年6月1日至104年7月31日。

二、 本案計畫主持人為業者，協同主持人為大專校院，補助類型如下:

(一) 共同申請：須由1家業者及1家大專院校共同申請。

(二) 聯盟申請：須由至少2家業者及至少1家大專校院組成研發聯盟共同申請，且業者(含主導業者)家數須大於或等於大專

院校數。

三、 經濟部工業局為單一收件窗口，申請方式分「一般申請」及「線上申請」。請有意申請教師所屬單位備妥下列申請文

件，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陳核後用印，再送交合作之主導業者，由其依規定提出申請。應備資料(一式2份)如下:

(一) 計畫申請表。

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393d6e5c5dd349a68b0f1257e5a1a521&ctunit=31&CtNode=42&mp=1
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24dfc8320faa452091f7203a862db2f0&ctunit=31&CtNode=42&mp=1
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bc3fe4a1537b4e81b23fdd1ea41842d1&ctunit=31&ctnode=42&mp=1


(二) 申請大專院校基本資料表。

(三) 聯盟申請案成員之協議書及成員間彼此非關係人之切結書。

(四) 計畫書及計畫書電子檔1份。

(五) 附件：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建議迴避之人員清單、其他附件得依計畫實際情況檢附相關資

料。

四、 本案總經費分為政府補助款(分別為經濟部工業局補助業者之款項、科技部補助大專院校之款項)及業者自籌款，其中

業者自籌款至少應為總經費50%以上，另大專院校執行經費不得超過總經費之30%。

五、 本計畫經費編列時，本校管理費請依「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8點研究經費補助項目之規定編

列，即科技部補助款與業者配合款之管理費合計應達向科技部申請補助款(不含管理費)金額之15%以上，其中9%應編為科

技部補助款之管理費，另其中6%請編為業者配合款之管理費，由業者負擔，若上開業者配合款之管理費占業者配合款比例

未達20%，請依本校「建教合作計畫管理費收支要點」規定至少以業者配合款之20%編列。

六、 計畫申請須知及相關計畫書格式等資料，請逕至計畫網站

(http://www.citd.moeaidb.gov.tw/CITDweb/Web/download.aspx)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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