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大新聞

交大友聲 

交大友聲515期交大活動訊息、全球產經新聞來囉！(2018年8月-I) 

行政單位

秘書室訊息 

請推薦107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 

 

教務訊息 

職人帶你挑好書：交大出版社《漫˙話三傑》獲選 

 

學務訊息 

107學年度學士班「新生開學典禮」、「新生家長座談會」及「新生入學輔導」 

敬邀蒞臨9月18日(二) 107年教學奬暨績優導師頒獎典禮 

近期校外獎學金申請訊息 

【交大哈職網NCTU e-Job 】專屬交大人的求職平台 

 

研發訊息 

恭賀本校土木系吳俊良、生科系謝明修及陳品帆、資工系王馨嫻及陳志勝、資財系張筑珺、管科系鄒雅雯、應化系許倬維

同學榮獲科技部「106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指導教授分別為王維志、尤禎祥、楊裕雄、陳志成、易志

偉、陳安斌、黃思皓、李遠鵬等教師 

恭賀本校教育所游師柔同學及社文所蔡岳璋、李佳霖同學獲核科技部「107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

博士論文」獎勵金 

科技部107年度「推動科技部研究計畫產學加值鼓勵方案（達陣方案）」(ARRIVE方案)，於107年8月1日起受理線上申請 

科技部「2019年度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理化學研究所(RIKEN)共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科技部「2019年度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 構(NIMS)共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科技部公開徵求2019年與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BA)、英國皇家學院(RS)以及英國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BBSRC)

雙邊人員交流及研討會計畫案 

科技部「臺灣-德國(MOST-DFG)雙邊協議擴充加值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科技部「2019年度臺灣-以色列共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科技部「臺灣與法國國家癌症研究院(MOST-INCa)雙邊擴充加值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科技部107年度第2期「補助國內舉辦學術研討會」受理申請 

科技部107年度「傑出研究獎」受理申請 

教育部函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108年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計畫」並公開徵求補助計畫 

教育部函轉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徵求108年度補助研究計畫案」公告 

請推薦107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

本校將推選107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依作業辦法，需先請各方碩彥推薦候選人，再行後續之審查程序。 

倘蒙推薦，敬請於107年10月15日前，將推薦書及相關資料，寄送秘書室或E-mail: tiffanychiu@mail.nctu.edu.tw。 

相關資料請上網下載： 

1. 推薦書 

https://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80800019/application.doc 

2. 名譽博士學位及傑出校友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 

https://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80800019/rule.pdf 

3. 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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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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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新鮮報

傳科喀報

前期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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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lumni-voice.nctu.edu.tw/epaper/week/515-1/index.html
https://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80800019/application.doc
https://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80800019/rul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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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ac.nctu.edu.tw/files/enews//html/2018/155/index.html


https://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80800019/list.pdf 

※ 聯絡人：秘書室邱美玲小姐 (分機：3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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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人帶你挑好書：交大出版社《漫˙話三傑》獲選

第40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張玉佩編著《漫˙話三傑》(交大出版社出版)獲選！為了開拓國內閱讀風氣，提升國中小學

生閱讀視野及興趣，文化部舉辦「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選書評選活動。讓專業職人為學童精挑優質書單，提供選擇近

年優良出版品給家長及老師，不用在茫茫書海中挑書。

今年中小學優良課外讀物推介評選活動，獲選名單於8月14日出爐，本次評選共分8大類：圖畫書類、自然科普類、人文社

科類、文學類、文學翻譯類、叢書工具類、漫畫類、雜誌類。今年參選讀物共計2,932本，並從中評選書71本推薦讀物。

人文社科類評選委員為清大華文文學所副教授丁威仁、高雄三餘書店店長鍾尚樺及生態作家張永仁共同評選，《漫˙話三

傑》獲選本類推薦課外讀物。交大出版社於2017年11月出版《漫˙話三傑》張玉佩編著，介紹臺灣60年代三位漫畫家：

「以精緻典雅的畫風改編傳統女性故事，傳遞忠孝節義理念的漫畫家」陳定國、「四、五年級共同回憶，探究諸葛四郎為

何從天下無敵到自廢武功的漫畫家」葉宏甲以及「以『大嬸婆』展現濃郁客家風味、『機器人』傳遞科學知識的漫畫家」

劉興欽。

在動盪的臺灣社會下，如1966年政府頒布「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審查制度，扼殺臺灣本土漫畫的發展。如何在壓迫之

中，創造不同的漫畫視野並建構其燦爛的想像世界。

 

第40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網站：http://book.mo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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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學士班「新生開學典禮」、「新生家長座談會」及「新生入學輔導」

107學年度學士班「新生開學典禮」、「新生家長座談會」及「新生入學輔導」籌備工作已規劃完成，請參閱時程表。 

國立交通大學107學年度學士班「新生開學典禮」時程表  

集合時間：107年9月4日（星期二）09：30  集合地點：中正堂前廣場 

項

次
時程 時間 內       容 主持人 地點

1 09：30-10：00 30 集合、引導就位 各系教官 中正堂

2 10：00-10：50 50 校長演講 校長 中正堂

3 10：50-11：00 10 頒發優良服務學習獎 校長 中正堂

4 11：00-11：10 10 頒發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 校長 中正堂

附

註

出席人員：  

校長、副校長、主秘、教務長、學務長、副學務長、總務長、國際長、研發長、各院院長及系主任、受

獎人員、新生

 

https://infonews.nctu.edu.tw/files/20180800019/list.pdf
http://book.moc.gov.tw/


國立交通大學107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家長座談會」時程表  

時間：107年9月4日（星期二）13：40

項

次

時程 時間 內       容 主持人 地點

1
13：40-13：50

10
主席致詞 校長 資訊館2樓  

國際會議廳

2
13：50-15：20

90
新生家長座談 校長 資訊館2樓  

國際會議廳

3
15：20-15：30

10
主席結論 校長 資訊館2樓  

國際會議廳

附

註

一、出席人員：  

校長、副校長、主秘、教務長、學務長、副學務長、總務長、國際長、研發長、各院院長、圖書館館

長、資訊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住服組組長、課外組組長、衛保

組組長、生輔組組長、諮商中心主任、事務組組長、駐警隊隊長、註冊組組長﹑課務組組長、學聯會

代表  

二、響應政府環保政策，請家長自備環保杯

 

國立交通大學107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入學輔導」時程表一  

集合時間：107年9月4日（星期二）13：00  集合地點：中正堂前廣場

項次 時程 時間 內       容 講授人（單位） 地  點

1 13：00-13：20 20 集合、引導就位 各系教官 中正堂

2 13：20-13：30 10 社團表演 課外組 中正堂

3 13：30-13：40 10 校歌練唱 友聲合唱團 中正堂

4 13：40-13：50 10 節能宣導 營繕組 中正堂

5 13：50-14：05 15 修好愛情學分-尊重、包容與性別平權 性平會 中正堂

6 14：05-14：20 15 服務學習與社會實踐 服務學習中心 中正堂

7 14：20-14：30 10 防治學生藥物濫用教育宣導 生輔組 中正堂

 14：30-14：50 20 休息(破解火場逃生的三個迷思影片播放) 軍訓室 中正堂

8 14：50-15：00 10 選擇你的大學生活 學聯會會長 中正堂

9 15：00-15：20 20 做個傑出的交大人 校友會執行長 中正堂

10 15：20-15：40 20 基礎科學教育在交大
基礎科學教育改進  

小組召集人
中正堂

11 15：40-16：00 20 兵役介紹與作業說明 軍訓室 中正堂

 16：00-16：20 20 休息（CPR教學影片播放） 衛保組 中正堂

12 16：20-17：30 70 消防安全講習與演練 新竹市消防局 中正堂及周邊空地

 

國立交通大學107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入學輔導」時程表二  

集合時間：107年9月5日（星期三）07：00   演練地點：10舍、12舍及竹軒

項

次

時程 時

間

內       容 講授人（單位） 地 點



1
07：00-07：

30
30 學生宿舍防災疏散演練 住服組

10舍、12舍

及竹軒

 
07：30-07：

40
10 休息  

中正堂

2
07：40-08：

00
20 集合、引導就位 各系教官

中正堂

3
08：00-08：

10
10 交大印象─校園短片播放 軍訓室 中正堂

4

08：10-08：

20 

08：20-08：

30 

08：30-08：

40

30 學務處關心您的大小事

住服組組長  

衛保組組長  

生輔組組長

中正堂

5
08：40-09：

00
20 與你/妳交心 諮商中心主任

中正堂

 
09：00-09：

20
20 休息  

中正堂

6
09：20-09：

35
15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與我們 台聯大副校長 中正堂

7
09：35-09：

50
15 校園環境簡介 總務長

中正堂

8
09：50-10：

10
20 智權保護簡介

產學運籌中心主

任

中正堂

 
10：10-10：

25
15 休息  

中正堂

9
10：25-10：

45
20 有圖書館真好！    圖書館館長

中正堂

10
10：45-11：

00
15 如何善用交大IT資源豐富學習與生活 資訊中心主任 中正堂

11
11：00-11：

15
15 好動分子最健康 體育室主任

中正堂

12
11：15-11：

30
15 推動學習齒輪、邁向卓越 教務長

中正堂

13
11：30-11：

45
15 交大外語學習 語言中心主任

中正堂

14
11：45-12：

00
15 愛上通識課 通識中心主任

中正堂

 
12：00-13：

20
80 休息  

 

15
13：20-13：

30
10 社團表演 課外組

中正堂

16 13：30-13： 15 藝文饗宴-交大藝文生活 藝文中心主任 中正堂



45

17
13：45-14：

00
15 社團簡介 課外組組長

中正堂

 
14：00-14：

20
20 休息  

中正堂

18
14：20-15：

00
40 新竹采風 李聖德老師

中正堂

19

15：00-15：

10 

15：10-15：

20

20
校園生活好朋友  

校園有品好生活

軍訓室主任  

生輔組組長
中正堂

20
15：20-16：

00
40

校園安全法律宣導-網購詐騙、侵權誹謗、預防失

竊
新竹市警察局

中正堂

 
16：00-16：

20
20 休息  

中正堂

21
16：20-17：

20
60 騎(乘)機車安全教育 吳宗修老師

中正堂

附

註

˙中正堂內不得飲食

 

[學務處] | Top

敬邀蒞臨9月18日(二) 107年教學奬暨績優導師頒獎典禮

107年教學奬暨績優導師頒獎典禮於9月18日(二) 11:50-14:00假交映樓國際會議廳舉行，表揚106學年教學獎及績優導師之

獲獎教師，敬邀全校師生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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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校外獎學金申請訊息

飲水思源獎學金  

慈暉嬌桃紀念獎學金 

交大女子籃球代表隊獎學金  

平院1937級刻苦自勵獎學金  

僑生清寒獎學金  

夏以儉獎學金  

巽華獎學金  

丁世祺校友清寒獎學金  

孟湯婉如清寒獎學金  

莫王德祥獎學金  

袁靄如紀念獎學金  

陳芝霖紀念獎學金  

楊母李太夫人百齡紀念獎學金  

教育部學產低收入戶助學金  

中華扶輪獎學金  

台東縣林坤池獎助學金  

陳果夫先生獎學金  

黃遠東教授紀念獎助學金  

玉山志工培育傑出管理人才獎學金  

得力清寒獎助學金  

許成己先生紀念獎學金（貳）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69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69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70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68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54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55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47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48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49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50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52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53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56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57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57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45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45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41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42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46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32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31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38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28


許成己先生體育紀念獎學金  

鴻海獎學鲸  

鴻海科技獎學金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延攬大學院校優秀學生獎助金  

更多獎學金訊息，請查詢獎學金申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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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哈職網NCTU e-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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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就業訊息請上交大哈職網查詢https://ejob.nctu.edu.tw/ 

107年7-8月新增職缺及實習相關資訊/  
Employment Information  

 

★工讀兼職機會/ Part-time Jobs/ Short Term Jobs★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職缺名稱  

Job Title

刊登截止日期  

Expiration Date

raynergytek 時薪工讀生 2018年8月31日

研廣無線物聯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研究助理 2018年8月31日

就輔組(代po) 勤勞基金會2018年下半年學期工讀計畫開放申請 2018年8月17日

★全職研替工作/ Full-time Jobs/ R&D Alternative Service★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職缺名稱  

Job Title

刊登截止

日期  

Expiration

Date

就輔組(代

po)

財團法人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徵「副執行長」  

台灣美光記憶體，徵製程、製成整合工程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年學生農業打工計畫」

2018年8

月23日  

2018年9

月14日  

2018年11

月30日

Botrista

Robotics
機構工程師

2019年1

月10日

中山大學南

區促進產業

發展研究中

心

類比IC設計工程師、電子工程師
2018年10

月20日

Tomofun_友

愉股份有限

公司

Front-end Web Developer 網頁前端工程師、Android / iOS developer、Digital

Marketing Manager - Paid Acquisition、Ecommerce Marketing Manager,

Conversion Optimization

2019年12

月31日

創順科技有

限公司

QA Engineer、DevOps 運維工程師、React Native Engineer、Front-end

Engineer、Python Engineer

2018年12

月31日

梭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機械結構工程師/高級工程師/課長、【急徵】MIS 工程師、機械工程師/高級工程師

(技術部)、機械(構)設計工程師、視覺 AOI 設計工程師/高級工程師、軟體工程師/高

級工程師、FAE 售服工程師 (需派駐大陸地區)、業務專員 / 業務副理 / 業務經理

2018年12

月31日

東培工業股 應用工程師 (泰國)、應用工程師 (越南) 2018年12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29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02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01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3307
https://sasystem.nctu.edu.tw/scholarship/index2.php?page=
https://ejob.nctu.edu.tw/


份有限公司 月31日

京鼎精密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業務人員(環保產業)、精密加工製造工程師、品管人員、稽核人員、專案管理主管、

教育訓練專案人員、半導體設備工安人員

2018年9

月25日  

2018年9

月30日

全友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
Notes系統維護工程師

2018年9

月1日

台星科企業

股份有限公

司

【廠務】輪班工程師、客服管理師、產品工程師、生管工程師、設備工程師、製程

工程師

2018年9

月30日

威旭資訊有

限公司
C++軟體開發工程師

2018年8

月31日

嬌生股份有

限公司
[Medical Devices] Management Trainee

2018年9

月15日

★實習工作/ Internship★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職缺名稱  

Job Title

刊登截止日期  

Expiration Date

Botrista Robotics 品牌營運實習生 2019年1月1日

Tomofun_友愉股份有限公司 Product Manager Intern 2019年12月31日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暑期實習)市場企劃助理 2018年8月31日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lick on the link below.  

https://ejob.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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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土木系吳俊良、生科系謝明修及陳品帆、資工系王馨嫻及陳志勝、資財系

張筑珺、管科系鄒雅雯、應化系許倬維同學榮獲科技部「106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研究創作獎」，指導教授分別為王維志、尤禎祥、楊裕雄、陳志成、易志偉、陳安

斌、黃思皓、李遠鵬等教師

一、 科技部106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本校依限繳交報告參與評選者共30件，獲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共8人如下:

系所 獲獎學生 指導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吳俊良 王維志

生物科技學系 謝明修、陳品帆尤禎祥、楊裕雄

資訊工程學系 王馨嫻、陳志勝陳志成、易志偉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張筑珺 陳安斌

管理科學系 鄒雅雯 黃思皓

應用化學系 許倬維 李遠鵬

二、 獲獎者每人可獲核2萬元獎金及獎狀1紙，指導教授獲頒獎牌1座。請本次獲獎學生於107年8月27日前至計畫業務組蓋

章、填寫聯絡地址及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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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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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job.nctu.edu.tw/


恭賀本校教育所游師柔同學及社文所蔡岳璋、李佳霖同學獲核科技部「107年度獎勵
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勵金

一、 本校107年度申請案共6件，獲獎者共3人如下； 

(一) 教育所游師柔同學，指導教授為孫之元教授。 

(二) 社文所蔡岳璋同學，指導教授為楊儒賓及劉紀蕙教授。 

(三) 社文所李佳霖同學，指導教授為林叔芬教授。

二、 獲獎者每人可獲核43萬2,000元獎勵金，獎勵期間107年8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每月3萬6,000元。請本次獲獎

學生即刻至科技部網站「學術研發服務網-研究人員及學生登入」進行線上簽署「切結書」,並請至計畫業務組簽章，俾便

造冊辦理第1期獎勵金請領作業。另請獲獎人就讀系所按月造具印領清冊請款，本案獎勵金並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8

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研發處] | Top

科技部107年度「推動科技部研究計畫產學加值鼓勵方案（達陣方案）」(ARRIVE方
案)，於107年8月1日起受理線上申請

一、 此方案申請係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7點第1項第2款規定辦理，申請機構及計畫主持人請務必先

行詳閱各項規定。 

二、 申請注意事項如下: 

(一) 此案申請標的為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適用類別如申請須知)衍生產學合作研究案(以下稱合作案)。 

(二) 合作案須未向科技部或其他機關重複申請補助，且合作案之企業，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依我國相關法律設立之獨資事業、合夥事業及公司，或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認

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 

2. 依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評比機構於當年度或前一年度納入評比(例如經美國商業雜誌富比士(Forbes)刊登屬該雜誌評

比全球前二千名)者。 

(三) 追加經費：合作案企業就與研究計畫相關部分，已撥付挹注金之10%。追加經費之支用：須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內支

出；得支用項目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6點及第7點規定辦理；其中研究主持費，除研究計畫原核定金

額外，追加之研究主持費，每月不逾8萬元；研究主持費及研究人力費，得自申請受理當月起核給。 

(四) 挹注金撥付：同一合作案如企業採分次撥付挹注金，得分次申請追加；申請當次所出具之企業已撥付挹注金(不含歷次

企業挹注金)須至少30萬元，惟研究計畫屬人文領域者，須至少10萬元。 

(五) 經費繳回：企業已撥付之挹注金若有退還至合作企業，請計畫主持人及執行單位負責按實際撥付挹注金之比例繳回已

追加之經費。

三、 此方案採隨到隨審，與企業完成簽訂合約書且企業已撥付挹注金後，由計畫主持人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內，至科技部

網站線上檢附相關文件申請補助經費追加，線上送出後請列印「專題研究計畫變更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各1份，經相關

單位核章後辦理變更申請(核決層級比照科研採購審查核定層級，當次已撥付挹注金金額未達200萬元由研發處核定，超過

200萬元以上者，由校長層級核定)。須提供文件如下： 

(一) 申請表(含計畫主持人聲明書、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人主持人利益迴避聲明書)。 

(二) 合作案之合約書，以及足資證明合約內容係與研究計畫相關之文件。 

(三) 企業已撥付挹注金之證明文件。 

(四) 企業屬第2點第2款第1目者，須檢附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經我國法律登記之證明文件；企業屬第2點第2款第2目

者，須檢附國際排名證明文件。 

(五) 研究計畫衍生之合作案，非全由該研究計畫衍生者，須於合作案之合約書明定相關分配比例，或由執行機構出具追加

經費分配各研究計畫議定比例聲明文件(請以簽案先行檢附聲明文件會辦計畫業務組、主計室、產學運籌中心、研發處、秘

書室陳核用印後辦理)。 

四、 相關資訊請參考「科技部研究計畫產學加值鼓勵方案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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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2019年度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理化學研究所(RIKEN)共同研究計畫」
受理申請

一、 此案申請人須為刻正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類計畫主持人，並於該計畫項下擴充加值為國際合作計畫。計畫之執行期程

自108年4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止，為期2年，須與日方共同研究計畫之執行期間相同。 

二、 請申請人至科技部網站之「學術研發服務網」，依序點選「專題研究計畫」、「雙邊協議型擴充加值(add on)國際合



作計畫」辦理申請，同時將計畫英文摘要、雙方計畫主持人及主要研究人員之英文履歷及近5年著作目錄等相關資料、雙方

計畫主持人簽名之合作確認書彙整為單一PDF檔上傳至系統。請所屬單位於107年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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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計畫聲明書」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申請須知，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網址：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591ec4fa-7da4-494c-a91b-

626805f08352&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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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2019年度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物質材料研究機 構(NIMS)共同研究計
畫」受理申請

一、 此案申請人須為刻正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類計畫主持人，並於該計畫項下擴充加值為國際合作計畫。計畫之執行期程

自108年4月1日至110年3月31日止，為期2年，須與日方共同研究計畫之執行期間相同。 

二、 請申請人至科技部網站之「學術研發服務網」，依序點選「專題研究計畫」、「雙邊協議型擴充加值(add on)國際合

作計畫」辦理申請，同時將計畫英文摘要、雙方計畫主持人及主要研究人員之英文履歷及近5年著作目錄等相關資料、雙方

計畫主持人簽名之合作確認書彙整為單一PDF檔上傳至系統。請所屬單位於107年9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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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計畫聲明書」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申請須知，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網址：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8b76d3ad-093a-4ae7-adb8-

ab6d55a48bde&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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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公開徵求2019年與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BA)、英國皇家學院(RS)以及英國生
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BBSRC)雙邊人員交流及研討會計畫案

一、 請申請人至科技部網站之「學術研發服務網」，在「國際合作類-雙邊國際合作與交流管理系統」下點選「雙邊交流

研究計畫」辦理申請，填寫時應上傳文件及校內收件截止日如下： 

(一) 與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BA)「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小型合作研究計畫：請同時將中文研究計畫書（附件K09表）、

英文研究計畫書（可採用英方送BA計畫書）、雙方所有參與計畫暨訪問的人員英文履歷及近5年著作目錄等各項文件以

PDF檔上傳至系統後送出，校內收件截止日為107年11月2日。 

(二) 與英國皇家學院(RS)雙邊合作人員交流計畫：請同時將中文研究計畫書（附件K03表）、英文研究計畫書（可採用英

方送RS計畫書）、雙方所有參與計畫暨訪問的人員英文履歷及近5年著作目錄等各項文件以PDF檔上傳至系統後送出，校

內收件截止日為107年9月27日。 

(三) 與英國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BBSRC)國際夥伴關係建立暨交流計畫（IPA）及雙邊學術研討會(IW)：請同時

將英文活動規劃書（附件Table_K11）、雙方所有參與計畫暨訪問的人員英文履歷及近5年著作目錄等各項文件以PDF檔上

傳至系統後送出，校內收件截止日為107年11月12日。 

二、 請所屬單位於上述校內收件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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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計畫聲

明書」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三、 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26點第9款規定，請相關人員儘早完成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自

106年12月1日起，請計畫主持人、執行系所單位及一級單位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本校首次申請科技部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請於送件申請前至本校

「學術倫理時數系統」登錄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3年內，完成至少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證明文件。 

(二) 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請於起聘日起3個月內檢附修習6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訓練相關證明文件至本校「學術倫理時數系統」登錄，並請計畫主持人、執行系所單位及一級單位負責督導事宜。 

四、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徵求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網址：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

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l=ch&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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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臺灣-德國(MOST-DFG)雙邊協議擴充加值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一、 此公告計畫之補助係由雙邊協議機構共同選定，科技部將補助擴充加值國際合作經費，未獲補助案件恕不受理申覆。

申請須由雙方計畫主持人共同研議完成，並分別向科技部及德方(DFG)提出申請案。任一受理方未收到申請書，則合作案

無法成立。 

二、 請申請人至科技部網站之「學術研發服務網」，依序點選「專題研究計畫」、「雙邊協議型擴充加值(add-on)國際合

作計畫」辦理申請，專題計畫基本資料表(CM01)之計畫名稱，請修正為此項國際合作研究之計畫名稱。同時將共用英文申

請表「臺德合作研究計畫英文申請書(Table_DE_02_JPR_MOST-DFG)」、德方計畫主持人英文履歷及著作目錄等相關資

料合併為單一PDF檔上傳至系統。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591ec4fa-7da4-494c-a91b-626805f08352&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8b76d3ad-093a-4ae7-adb8-ab6d55a48bde&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list?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l=ch&view_mode=listView


三、 請所屬單位於107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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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

計畫聲明書」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四、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申請須知，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網址：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7bd564bb-c439-45b2-9444-

6fdbb92a7c98&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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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2019年度臺灣-以色列共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一、 此案申請人須為刻正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類計畫主持人，並於該計畫項下擴充加值為國際合作計畫。計畫之執行期程

自2019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止，為期2年，須與以方共同研究計畫之執行期間相同。 

二、 請申請人至科技部網站之「學術研發服務網」，依序點選「專題研究計畫」、「雙邊協議型擴充加值(add on)國際合

作計畫」辦理申請，同時將填妥之Form TW - IL(含同雙方計畫主持人及主要研究人員之英文履歷及近5年著作目錄等相關

資料)，彙整為單一 PDF檔案後上傳至系統。請所屬單位於108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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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計畫聲明書」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申請須知，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網址：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72ff1538-3517-431d-b656-

049533cff585&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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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臺灣與法國國家癌症研究院(MOST-INCa)雙邊擴充加值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受理申請

一、 我方申請人申請資格： 

(一) 以刻正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類計畫主持人為限。 

(二) 前項所稱研究類計畫不限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但規劃推動案及產學案除外，並與擬申請國際合作計畫研究內容相關；

於申請時應同時上傳原計畫之申請書合併檔及經費核定清單。 

二、 合作領域：癌症相關（得含認知科學）之原創知識或前瞻技術研究，並鼓勵跨領域合作(仍應以生命學科為主體)；惟

不含轉譯學研究、臨床實驗、流行病與公共衛生研究3類主題。 

三、 配合法方公告作業規定，此項共同徵求案分為「構想書」及「完整計畫書」兩階段申請作業，第一階段由法方計畫主

持人偕同臺方計畫主持人向INCa提出，俟獲「構想書」審查通過通知，臺法雙方計畫主持人同時分別向科技部與INCa進行

第二階段「完整計畫書」申請。 

四、 作業時程： 

(一) 「構想書」受理申請日期：依法方INCa對外公告時程訂之(去年係107年9月5日至10月5日法國時間，供參)；2019年2

月底前以電子郵件通知結果。 

(二) 「完整計畫書」受理日期：自2019年2月底至2019年3月30日（法方為3月29日，配合兩國時差順延1日）。 

(三) 公告補助名單：2019年7月底前。 

五、 為確保未來臺、法雙方第二階段時之計畫申請能夠成案，於法方主持人向INCa完成第一階段構想書申請後，強烈建議

我方計畫主持人以電子郵件於2018年10月26日前通知此案科技部承辦人(e-mail: pylee@most.gov.tw )，電郵主旨請寫：

2019年PLBIO計畫構想申請—XXX(主持人姓名)，內容請附上構想書，此將有助通過構想案之第二階段計畫申請之通知。 

六、 第二階段申請方式：請我方計畫主持人至科技部網站之「學術研發服務網」辦理申請，同時將IM03新表、法方計畫

書、法方計畫主持人英文履歷及著作目錄等資料合併為單一PDF檔上傳至系統。請所屬單位於108年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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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計畫聲明書」各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七、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徵求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網址：https://www.most.gov.tw/sci/ch）。 

[研發處] | Top

科技部107年度第2期「補助國內舉辦學術研討會」受理申請

一、 此研討會舉辦時間須為107年10月1日之後（含108年1月至12月間）舉行者。為鼓勵與國際性學術組織聯合舉辦國際

大型學術會議，請申請人詳填外籍學者參與人數及國家數(含我國至少3國以上，惟不包含大陸地區及港、澳)，俾利科技部

審查。 

二、 請申請人至科技部網站，於「學術研發服務網」之「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完成線上申請。另請所屬單位於107

年9月27日前列印「申請名冊」或「已確認畫面」1份，說明此研討會預估總收入入帳情形，並請依本校「產學合作計畫管

理費收支要點」規定，以經費總額之5%編列行政管理費，經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及一級主管簽章後送計畫業務組彙送辦

理申請。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7bd564bb-c439-45b2-9444-6fdbb92a7c98&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folksonomy/detail?subSite=&l=ch&article_uid=72ff1538-3517-431d-b656-049533cff585&menu_id=f52b46d2-58b5-4799-a379-eeaf7773943e&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sci/ch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網頁下載之作業要點，相關文件可至科技部科教國合司網頁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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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107年度「傑出研究獎」受理申請

一、 資格：申請人除應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不含已退休、累獲該部傑出研究獎2次以上人員)外，並應

分別符合「基礎研究類」及「應用研究類」具備條件之規定如下: 

(一) 基礎研究類： 

研究成果以突破科學問題為主，並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研究成果具學術原創性或具重要學術價值。 

2.研究成果具學理創新性，對學術發展有重大影響及貢獻。 

(二) 應用研究類：研究成果以解決實務問題為主，對經濟、社會、民生福祉、環境永續、產業效益等具前瞻科技創新，改

善人類生活之知識與技術，具有重大貢獻及有具體事實者。 

二、 審查：由科技部各學術司進行初審與複審2階段審查；申請人近5年曾獲傑出研究獎者，以獲獎年度以後之研究成果及

主要貢獻度為審查評分項目。 

三、 其他事項： 

(一) 傑出研究獎同年度以申請1件為限。 

(二) 獲獎人以獲頒2次為限。 

(三) 累獲傑出研究獎2次者，得依科技部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3年期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申請特約研究計畫。 

(四) 傑出研究獎獲獎人自申請當年之8月1日起3年內不得再申請此獎項。 

四、 本申請案已全面實施線上製作申請表，請申請人上線作業，並請依科技部各學術司規定增填相關表件。 

五、 有關傑出研究獎申請表「工程司專屬表格」之附表二研發成果資料，請依表格說明填妥相關資料，以簽案連同附表二

及相關領(收)據，會辦相關單位後，至研發處辦理用印及騎縫章打印事宜。 

六、 請於107年9月19日（107年9月22日至107年9月24日為中秋節假期）前由所屬單位列印申請名冊及「國立交通大學申

請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及其他計畫聲明書」送計畫業務組彙辦(科技部線上申請及函文送達日：至107年9月26日止)。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及附件說明，或請至科技部網頁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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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函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108年補助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
展計畫」並公開徵求補助計畫

一、 此計畫申請對象為公私立大學、具研究發展能力之財團 法人、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或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 

二、 108年重點/指定補助主題： 

(一) 重點補助主題如下，每案以新臺幣200萬元為上限： 

1. 分類回收處理技術。 

2. 回收物質再利用用途或二次料產品高值化應用之研發，以提升回收處理效率、效能、再利用比率或再生料價值。 

3. 低耗能之回收處理技術或制度。 

4. 回收處理體制創新管理。 

(二) 指定補助主題如下，每案以新臺幣500萬元為上限： 

1. 建立資源回收智慧環保E化物聯應用管理模式。 

2. 廢機動車輛或廢容器處理後衍生廢棄物再生技術之研發。 

3. 研發廢車玻璃(含膠膜玻璃)回收處理技術，提升廢棄物去化再利用價值。 

4. 應用徵收或補貼之費率相關工具，鼓勵責任業者實質參與回收再利用工作，以落實循環經濟精神。 

5. 廢面板玻璃改質玻璃奈米孔洞吸附材料於重金屬污染土壤現地處理之應用驗證。 

6. 廢面板玻璃再利用於調濕材料之應用研究。 

7. 廢鉛蓄電池冶煉技術導入新式耐火材料，據以調整冶煉製程之成果效益研究與分析。 

8. 橡膠瀝青拌合製程能力改善之研究。 

9. 以水熱法轉化廢棄輪胎為高值產品之研究。 

10. 廢二次鋰電池資源回收處理技術與高值循環利用。 

三、 計畫期程： 

(一) 單年期計畫：自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核定日(或108年1月1日，日期在後者為準)起至108年11月30日止。 

(二) 多年期計畫：創新及研究發展得以多年期計畫提出申請，並分年填列計畫內容及經費需求，至多3年。 

四、 旨揭計畫申請書請以「學校」為申請單位，並加蓋學校印信。同一申請單位申請計畫數不以1件為限。每1計畫主持人

僅得申請1項補助計畫，且於同一時間(計畫執行期重疊達4個月以上者)接受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勞務案、專案研究案及補

助案至多2項，或承接政府委託計畫及研究計畫之總金額不超過新臺幣2,000萬元。計畫補助項目限人事費、耗材費與設備

租用、維護費及委託檢測費。 



五、 請有意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7年9月3日前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格式備妥申請書(含聲明事項)、專案成果績效自

評表、證明文件、計畫書10分及光碟片1份(內含申請書與計畫書未加密之Word或PDF格式電子檔)等相關申請文件併同

「申請文件檢查/審查表」並先行核對。請以簽案會辦相關單位後用印，於107年9月5日下午5時前(以該署收發章為憑)逕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衡陽路99號13樓)辦理申請。 

六、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附件及網頁下載之申請須知等文件，相關資料及表格請至行政院環保署資源回收網站活動

連結處(https://recycle.epa.gov.tw/front/show_focus.aspx?sno=7313&type=0)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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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函轉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徵求108年度補助研究計畫案」公告

一、 本計畫徵求之研究主題如下： 

(一) 新住民家庭衝突與親職壓力之研究。 

(二) 新住民面對老年長期照顧參與、需求及因應對策之研究。 

(三) 新住民華語學習及生活適應發展關聯性之研究。 

(四) 新住民面對職場霸凌的因應對策之研究。 

(五) 新住民生涯規劃與財務管理之研究。 

(六) 新住民領導力發展及社會與公共參與之研究。 

(七) 新住民母語文化傳承與推廣之研究。 

(八) 制定新住民身分及權益保障專法可行性之研究。 

二、 本計畫期程自108年1月1日起至108年12月31日止。每1計畫最高補助新臺幣90萬元。人事費編列基準以補助經費

50%為上限，超出部分不予補助。 

三、 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7年9月19日前至內政部移民署新住民發展基金申請補助作業及管理系統(網址：

http://apply.immigration.gov.tw)完成線上登錄申請，並備妥函(稿)併同申請表、申請補助研究計畫書及送件憑證等文件各1

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7年9月23日(以內政部收文日為基準)前以掛號郵寄至內政部新住民發展基金管理會辦理申請。 

四、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來函及附件，有關「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作業要點」、「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

及基準」、「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研究報告格

式」及「新住民發展基金補助研究計畫調查資料檔案利用授權書」，請逕至內政部移民署全球資訊網頁(網址：

http://www.immigration.gov.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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