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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120--時光寶盒典藏回憶-60年後再開啟

交通大學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推動全球公民教育

交大友聲

交大友聲495期：劉克振、鍾孟宏、張修維、詹金和、黃淑君學長姐、莊重、胡竹生教授專訪、劉助學長演講

行政單位行政單位

教務訊息

環訓所證照班甲/乙/丙級廢棄物清理技術人員訓練 ，2017/2/12起開班熱烈招生中

助教評量問卷

105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作業」

105學年度第2學期「初選時間」

105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教室借用系統公告

學務訊息

近期校外獎學金申請訊息

研發訊息

科技部徵求106年度「科研能量巨量資料應用研究專案計畫」

科技部公開徵求「歐盟癌症轉譯跨國多邊型研究」計畫書

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6年度「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受理申請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延長公開徵求106年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

交大交大120--時光寶盒典藏回憶時光寶盒典藏回憶-60年後再開啟年後再開啟

交通大學創建於1896年（清光緒22年），當時清朝大臣盛宣懷因為深感

中國科技的落後與人才的匱乏，於是奏請朝廷，在上海創立南洋公學，

為交通大學前身。

經過120年的淬鍊與成長，今年(2016年)適逢交通大學創校120週年暨在

台建校58週年。而在這歲末年終之際，交大舉辦交大120-時光寶盒典藏

回憶，由學聯會向校內師生及校友徵集稿件，以及徵集相片圖集、時光

便籤，請師生錄製對未來交大及自己的想像，共同為120週年校慶畫下

完美的句點，也為開創下一甲子慶賀。

時光寶盒將封存著這代交大人的共同記憶，也埋下2016年對交大下一甲子的期許。時光寶盒預計於60年後、民國165年

（公元2076年）再度開啟，屆時將會見證這一代交大人青年時期的夢想以及成長的軌跡，別具意義。

交大學聯會會長廖宣堯表示，活動共徵集稿件11篇、校景圖40張、錄音檔20份，以及時光便籤約200份。此外，也將120

週年校慶紀念酒、郵冊、隨身碟、馬克杯、文集等紀念品，以及今日活動簽名卷軸，共同放入時光寶盒中。他也表示，期

待60年後的開箱，依然能夠共襄盛舉。

張懋中校長表示，交大歷史的巨輪永不停，交通大學即將邁入第三個甲子，真切期盼交大的精神永遠延續，成為一所偉大

的大學。60年後，當光寶盒再度開啟時，能與下一世代交大人共同見證交大為全人類福祉所做的貢獻。

此外，國立交通大學於今年4月9日擴大舉辦校慶大會，廣邀校友回母校共同慶賀；舉辦一系列活動，如：校史文化展、特

色短片競賽、發行紀念品及出版120週年紀念專刊、歷任校長油畫像展、校園VR虛擬實境、出版方賢齊傳記專書；也與對

岸四校交大(上海、北京、西安、西南)共同舉辦體育交流賽、共同發布交通大學賦，以彰顯120年，五所交大對人類舉足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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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貢獻。

更多照片請見：https://www.facebook.com/pg/NCTU120Anniversary/photos/?tab=album&album_id=1387855991224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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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推動全球公民教育交通大學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共同推動全球公民教育

「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19日舉行開幕儀式，由張懋中校長

主持，邀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全球學習與全球公民教

育」主席Carlos Torres教授參與開幕剪綵。Torres教授目前任教於美國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教育學院，於2015年獲選為首任「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全球公民教育主席。為了協助其推廣此重要任務，交通大

學與 Torres 合作成立「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Center, NCTU），旨在以台灣為基地、將亞洲與

東南亞納入其範圍，進行研究推廣與教育實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15年擬定的「2030教育行動綱領」，將全球公民教育的推動列為未來15年的重要執行策略之

一。目的在透過教育行動，讓學習者能主動結合在地議題與全球趨勢，培養批判與創新思維，共同解決全球性的挑戰，最

終促進世界的永續發展。「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同樣重視此議題，2018年時「全球能力」 (global

competence) 將納入其對高中生的能力測驗範圍，以提升下一代全球認知 (global awareness) 與包容 (tolerance) 的能

力。

現階段「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將推動以下三項任務：第一，結合交通大學與國內、外學者進行學術研究出

版、推動研究計畫，並引領台灣學者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活動、發表研究成果。第二，舉辦相關演講、工作坊、

研討會與教育培訓等活動，提高臺灣與周邊國家對全球公民教育議題的關注與討論。第三，以臺灣為基地，建立與周邊國

家學術單位合作與民間組織連結，成為全球公民教育研究與實踐之交流平台。

為了實踐以上目標，交通大學聘任 Carlos Torres 為講座教授，同時敦請其擔任「交通大學全球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國際

主任一職，此舉開啟了台灣學術界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之新模式、實質交流之契機。本次開幕邀請的來賓，包括

來自美國、紐西蘭、香港、馬來西亞與台灣的專家學者參與。其中在紐西蘭擔任全球公民教育主任的 Libby Giles，於開幕

後將與來賓進行座談、分享其全球公民教育實踐之豐富經驗。

作為全臺灣第一個以全球公民教育為主題的研究中心，猶如在臺灣栽植一顆「全球公民教育」的種子。國立交通大學希望

透過中心的成立與國際合作的推動，讓全球公民教育能在台灣不斷地萌芽與茁壯，進而將臺灣的實踐成果推廣至政府新南

向政策所涵蓋的國家，逐步成為亞洲與東南亞地區全球公民教育的開創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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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訓所證照班甲環訓所證照班甲/乙乙/丙級廢棄物清理技術人員訓練丙級廢棄物清理技術人員訓練 ，，2017/2/12起開班熱烈招生起開班熱烈招生

敬請踴躍報名!報名請至:

http://ccet.nctu.edu.tw/programs_view.php?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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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評量問卷助教評量問卷

1. 問卷填答時間：105年12月29日至 106年1月13日止

2. 填答網址：http://tasurvey.nctu.edu.tw/。

3. 登入帳號/密碼同選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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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作業」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作業」

一、 本學期將於105年12月28日至106年1月8日實施網路教學反應問卷，請同學務必要耐心、中肯、公平且公正的填答。

二、 請勿擔心作答內容與學期成績有相關，問卷結果是下學期開學時才送出，且是不記名的，學校絕對會保護同學的權

益，將原始資料做最佳的保護。

三、 選課系統https://course.nctu.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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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初選時間」學期「初選時間」

105學年度第2學期的初選將於1月3-5日及1月10-12日進行。選課前，請同學先參考「課程時間表」→「選課使用說

明」https://course.nctu.edu.tw/Description/ 

及課務組首頁之最新消息http://aadm.nctu.edu.tw/chcour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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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一、105學年度第2期學生選課時間訂於106年1月3-5日及1月10-1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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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彈性薪資的重要參考，請各系所開課

老師重視課程綱要，務必達到填寫率100%的頂尖大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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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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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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借用系統公告教室借用系統公告

一、寒假期間開放時間為：2017年01月16-25日、02月2-5日、2月11-12日。

1.春節假期教室閉館時間：2017年01月26日至02月1日。

2.本校將於2017年02月9-10日，舉行105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全校各館舍之教室將作為考場使用，教

室將暫停借用。因應碩班考試，2017年02月6-8日做為考場佈置日，故教室也將暫停借用。

二、教室借用系統關閉時段，如有不便之處，敬請海諒！

三、105學年度第2學期教室借用系統將於2017年01月10日起開放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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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校外獎學金申請訊息近期校外獎學金申請訊息

總統教育獎 

綠產業中等以上學校優秀學生獎學金 

漢翔航空獎助碩博士獎學金 

三重東區扶輪社獎學金 

行天宮急難濟助 

晶電獎學金 

外交獎學金 

胚芽獎學金 

電腦技能基金會獎學金 

嘉義西區扶輪社獎學金 

更多獎學金訊息，請查詢更多獎學金訊息，請查詢獎學金申請系統獎學金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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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徵求科技部徵求106年度「科研能量巨量資料應用研究專案計畫」年度「科研能量巨量資料應用研究專案計畫」

一、 申請人請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研提整合型研究計畫，並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線上申請系統製

作申請書。請所屬單位於106年2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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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二、 本次徵求計畫之研究範疇、申請注意事項及執行規範等請詳閱徵求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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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公開徵求「歐盟癌症轉譯跨國多邊型研究」計畫書科技部公開徵求「歐盟癌症轉譯跨國多邊型研究」計畫書

一、 本次公開徵求之主題為：Minimally and Non-Invasive Methods for Early Detection and/or Progression of Cancer。

二、 本計畫1件計畫只需要線上提送1份計畫書(由多國團隊共同寫1 份)，故如我國研究人員與歐洲研究人員共同組成1隊並

由歐洲人員擔任計畫主持人(Coordinator)，則由歐洲計畫主持人(Coordinator)線上一併提出Pre-Proposal，我方則配合計

https://course.nctu.edu.tw/Description/
http://aadm.nctu.edu.tw/chcourse/
https://course.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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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團隊所需提供計畫相關資料；如我國乃計畫之計畫主持人(Coordinator)，則必須協調歐洲團隊提供資料，並由我方於指

定時間內線上提出申請。

三、 請依附件Pre-Proposal格式完成構想申請書，於106年2月13日前(Central European Time–CET 16:00前)上傳Pre-

proposal至TRANSCAN-2線上計畫申請系統。該系統將於106年1月2日(Central European Time–CET 16:00前)開啟接受

Pre-Proposal，並請另以E-mail方式通知科技部陳禹銘博士備查。

四、 計畫申請書將透過兩階段之審查：分別為Pre-Proposal及Final Proposal。通過之Pre-Proposal將會由TRANSCAN-2

委員會另行邀請於106年6月7日(Central European Summer Time–CEST 16:00)前，於TRANSCAN-2線上申請系統上繳交

Final Proposal。

五、 通過Final Proposal審查獲推薦之計畫將會於TRANSCAN-2網站上公告，計畫獲推薦之主持人將會收到正式通知，如

我國所參與之計畫經Final Proposal審查後獲推薦者，經聯繫科技部承辦人後，可透過科技部學術研發服務網提出申請。屆

時請由所屬單位備函檢附申請名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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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會辦相關單位後辦理

申請。

六、 詳細申請方式、作業流程、申請規則及審查要點等細節，請參閱科技部網站「學術人士」上公告之附件(網址:

https://www.most.gov.tw/sci/ch/detail?article_uid=bd01f33a-244b-4d20-863c-97ee4ae3c4ab&menu_id=b3aa92b4-

989b-43a9-b21d-0122c2ab4bc9&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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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6年度「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年度「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

計畫」受理申請計畫」受理申請

一、 本計畫申請機構資格為依「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3條規定設立，且財務健全之園區科學工業，透過產學合

作模式，結合學研機構提出申請。申請機構需於106年2月17日中午12時前完成線上申請，並將紙本申請文件送達該局(以

郵戳為憑)辦理申請。

二、 請有意申請教師所屬單位備妥學研機構主持人聲明書、合作研究意向書(請加蓋主持人章)、申請總表及計畫經費總

表，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用印，再送交合作之園區廠商，由其依規定提出申請。【計畫經費編列時，本校管理費請以學

研機構補助款之「人事費(不含研究主持費)」、「耗材、物品及雜項費」總和之15%編列；本年度並請勿編列「研究設備

費」】。

三、 計畫相關辦法、申請注意事項及相關申請文件請逕至該局網站（http://www.sipa.gov.tw）或計畫網站

（http://rpcp.scipark.tw/）查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延長公開徵求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延長公開徵求106年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年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

進產學合作計畫」進產學合作計畫」

一、 本計畫原公開徵求受理期間至106年1月2日下午6時止，將延長至106年1月31日下午6時止。

二、 計畫徵求相關訊息請詳見本校105年11月7日交大研計字第1051012165號書函及計畫業務組同日登載於校園公告/學

術公告、研發處網頁公告暨E-mail通知。計畫申請相關文件請至本計畫網站(http://rpcp.scipark.tw/南科所屬計畫)查詢下

載。

[研發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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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st.gov.tw/sci/ch/detail?article_uid=bd01f33a-244b-4d20-863c-97ee4ae3c4ab&menu_id=b3aa92b4-989b-43a9-b21d-0122c2ab4bc9&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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