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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新聞

【學術訊息】

 研究所調查出爐 本校資訊/工程/電機領域全台第一

 交大推動「院課程學程」 設計精緻選課菜單 讓選課更便利 目標更明確

【紀念鄭木火教授】

 懷念電機系鄭木火教授

【學生活動】

 上海交大桌球隊為交大校隊培訓 讓校隊體驗世界級的訓練

 交大運管系大眾運輸迷 首創全台公車運行圖

 電信所便當志工吳昆儒 獲新竹市長林政則表揚

 書、社團、開公司樣樣來 楊安陶選課規劃有一套

 交大單車社傳「騎」 不一樣的暑假 挑戰自我的騎士

 

秘書室訊

 請舉薦98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

 

教務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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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讀書分享會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報名參加！

 薪傳計畫

 傑出教學助理獎將於9月24日頒獎

 恭喜133名博士生獲得優秀博士生教學助理獎

 第25期超薄型月刊於9月20日正式出刊

 教學發展中心系列活動

 

學務處訊

 校外獎學金熱鬧登場受理申請，歡迎同學踴躍上網查詢

 98學年度第1次導師會議通知 (98.10.5)

 98.11.11單國璽樞機主教跟交大師生分享愛與服務--98學年度第2次導師會議暨品德教育

研習

 

研發處訊

秘書室訊

 教務處訊

 學務處訊

 研發處訊

 人事室訊

 浩然新鮮報

 藝文中心訊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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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度教師節敬師茶會暨優良教師與重要學術獎表揚典禮，敬請全校師生踴躍與會

 中央研究院「99年度第1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之申請訊息

 「教育部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敬請踴躍提出申請

 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核)銷請款手續調整

 為執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補助各學院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

文案，敬請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國科會徵求「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試辦方案」構想書

 國科會人文處「為提昇學習能力之閱讀基礎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國科會公布99年度「人文及社會經典譯注計畫推薦書單」並徵求「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

譯注研究計畫」

 國科會徵求98年度「關懷災民科普活動計畫」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推動科學園區與周邊大學合作構想」徵求創意計畫書

 教育部辦理補助臺灣文史藝術國際交流計畫徵求事宜

 教育部辦理補助臺灣文史與藝術課程強化研發植根計畫徵求事宜

 教育部辦理補助「推動臺灣文史基礎圖書建置計畫徵件事宜」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開徵求「99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人事室訊

 重要法令及函釋宣導

 重要訊息宣導

 

浩然新鮮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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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利用教育訓練課程，歡迎報名參加!!

悅讀365第三波兌換活動開始嚕！ [至9/30]

楚戈的藝術與文學˙小型書展 [至10/21]

【打開科學與人文新視野】98年度大學新鮮人特展 即將登場!  [至10/31]

視聽中心大學新鮮人影展_2009/9/14~2009/11/01

"E書在手 希望無窮"徵文比賽

8/25人社研究攻略營課程檔案下載

 [圖書館陪你做研究]找很大！就讓FindIt @NCTU幫你快速地找到[電子期刊]吧!

[圖書館陪你做研究]找很大！！就讓FindIt @NCTU幫你快速地找到[電子全文]吧! 

SDOL「生醫化學」文章: 現可串聯全球 70% 公開文獻

新增電子書 --ScienceDirect Online 電子書 (Elsevier )  

新增電子書--SpringerLink 電子書資料庫 (2009 版權年+ 2003/4 版權年)

新增電子書 -- Cambridge eBook collections 

新增電子書--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新增電子書 -- Gale（Award Winners＆Social Reference Collections）

新增資料庫 - The Making of Modern Law 近代法律全文資料庫

新增資料庫 - The Economist Historical Archive 1843-2003 經濟學人回溯期刊全文資料庫

新增資料庫 --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Centenary Archive( 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百年饗宴)

新增試用資料庫 -- Scopus

新增試用資料庫--PressDisplay線上報紙資料庫 [試用至9/30]

新增試用資料庫 -- 臺灣百年寫真／GIS資料庫[試用至10/31]

新增試用資料庫 -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 ProQuest Science Journals ,ProQuest 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試用至11/30]

 

藝文中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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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633&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368&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368&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456&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447&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446&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291&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374&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1980&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1976&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630&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297&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296&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058&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135&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135&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480&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479&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476&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1879&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372&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471&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628&blogId=14


「潛水中….」- 莫比斯圓環創作公社

 李珮瑜鋼琴獨奏會

 多「魚」的音樂時空 – 2009交大室內樂集

「第三首亡國詩」-李子聲歌樂作品展

「來自古城的天籟」- 科隆木笛四重奏演奏會

「兩光康樂隊」- 相聲瓦舍 主演：馮翊綱、宋少卿

「2009台灣國際重唱藝術節」- 德國人聲重唱Stouxingers巡迴音樂會

「穿越和平」- 紀錄亞洲 （國際競賽短片優等獎）

「赤陽」- 紀錄亞洲（台灣映像評審團特別推薦）

「飛行少年」- 紀錄夢想 （台灣映象觀眾票選最佳影片）

 簡吉與台灣農民運動展

「創作就是要好玩」- 楚戈藝術大展

 楚戈（藝術家）-「創作就是要好玩」－楚戈的藝術世界

簡明仁（大眾電腦董事長）- 五十年滄桑－台灣1920~1970

張廣達（院士）- 文化交流中的中國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訊

 網頁內容管理平台服務

 

員生社訊

 98年9、10月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日排程

 

研究所調查出爐 本校資訊/工程/電機領域全台第一

《遠見雜誌》與《Cheers雜誌》研究所調查昨日出爐。《遠見雜誌》與104人力銀行合

作，針對15種產業（涵蓋大、中、小型企業），包括線上徵才企業主、經理人、人資

主管共2592位主管，進行「2010年碩士生評價與需求」調查，本校今年在資訊/工程/

電機領域表現仍舊亮眼，拔得頭籌，為全台第一，數理化/心理/生科領域第三，商管/

財經領域第六。在不給任何校名提示的情況下，本校近一年整體表現為全台第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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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retch.cc/blog/mstheatre/22107662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81/0924/20090924.htm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81/0930/20090930.htm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81/1007/20091007.htm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81/1019/200910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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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81/1021/200910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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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cc.nctu.edu.tw/3_1_2.php?RowID=c5Apd2krLHrIhM6IiqInNR32P/tohBUOJ9yp9t3b0bU=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81/gallery/20090924.htm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81/gallery/20090922.htm
http://acc.nctu.edu.tw/5_2_2.php?RowID=5Mskjrcex70bwpuMiktKMmh%2Bs2mX%2BYW7HY%2BebdkHv4E=
http://acc.nctu.edu.tw/5_2_2.php?RowID=jXSDYjj%2BS8Sed4pCbdqJHTioHwBVN%2B7V6YUGlFx1GUs=
http://acc.nctu.edu.tw/5_2_2.php?RowID=1wetRK8I5NNE0FFw6aAxuy4aDrYp68m5MnUvU4DM0o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8015&blogId=14


近一年中碩士畢業生工作表現提升程度同樣排名第四。

《Cheers》雜誌同日公布1000大企業對碩士生的評價調查和2009最佳企研所調查。在

競爭激烈的商管研究所中，本校經營管理所及管理科學所擠入前十名的行列，在教學

資源、研究能力（發表論文數）及全英語授課數等量化指標表現突出。

《Cheers》也特別指出，未來五年最具競爭力的研究所將重新洗牌，綠色產業、生物

科技與文化創意等產業的人力需求逐漸增加，研究所要抓住未來產業趨勢，增加競爭

力。其中，電子業向來是台灣經濟發展的主力，為善用此項技術優勢，生醫工程更成

為促進產業成長的新契機。

雙聯學位、五年一貫最夯

根據《遠見》的調查顯示，五年一貫學制成為趨勢，大學部優秀學生可以在三年級時

通過審查直升研究所就讀，一方面大學可以留住人才，一方面優秀的學生能夠善用時

間，縮短就讀年限。

國際化在大學也已經不是口號，各大學紛紛與外國學校合作推出跨國雙聯學位制度，

讓研究生親歷至國外做研究的經驗，開拓視野，也讓研究更紮實。調查中本校研究所

雙聯學位共12所，排名全台大學第四，台大第一、南台科大第二、中央第三。本校科

法所去年拿到本校與美國馬歇爾法學院雙碩士學位的李兆國指出，如果想要出國增廣

視野，雙聯學位省時省力，時間與經濟壓力都比較小，也讓他實現了徜徉在異國校

園、飽讀大師經典的夢想。

瞄準產業需求 產學合作促進雙方升級

《Cheers》指出產學合作不僅能促進產業升級、為系所帶來回饋，也能讓研究生提早

在就學期間參與計畫，不至於與市場脫節。更有不少的研究生，在畢業後立即就進入

合作的企業工作。

根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的評鑑結果，本校產學合作表現優異，在「智權產出成果與應

用效益」中獲得第一名的殊榮，「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產學合作成效廣泛程

度」兩項指標中獲得第四名的佳績。更在「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及「智權

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兩項獲得頂尖的評價，本校產學合作的效率有目共睹。

《Cheers雜誌》的調查發現，近6成4企業認同碩士生的即戰力，也就是立即可用能力

優於大學生。《遠見雜誌》調查則顯示有五成三的受訪企業認為，碩士生與大學生的

表現相同、認為碩士生比較出色的不過32.9％。台灣一年有5萬4千位碩士踏入職場，

要成為職場上亮眼的星星，穩定度、抗壓性、解決問題、團隊合作、學習意願與可塑

性、創新等能力，才是晉用人才的重要考量。

【公共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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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推動「院課程學程」 設計精緻選課菜單 讓選課更便利 目標更明確

「我是管院學生，想要學習電機學院的基礎知識，要選什麼課才好？」「我是電機學

院學生，對資訊安全也有興趣，選什麼課才能符合需求呢？」「基礎英文課都修完

了，怎麼樣才能更精進英文能力？」選課系統一打開，琳瑯滿目的課程表令學生眼花

撩亂，即便已經知道自己的興趣及目標，還是不知道從哪一堂課選起，一一細看課程

大綱就花掉學生大半天的時間。

為培養跨領域人才並解決學生不知如何選課的問題，交大教務長林進燈去年四月份起

著手進行革命性的『院課程學程化計畫』，以課程模組方式訂定更具彈性的跨系必選

修課程規定，提供學生具有系統性的選修課程模式，「每個學程都是「主廚」精選的

「菜單」，包括學院基礎學程及專業選修學程，學程菜單安排有營養豐富的必修「主

餐」與選修「副餐」，學生在學程菜單上挑選想吃的好菜，滿18學分即可獲得學程證

明。」

以受歡迎的「管理基礎學程」為例，必修包括經濟學（一）、（二），會計學

（一）、（二）以及管理學，另有選修統計學（一）、（二），作業研究（一）、

（二），每門3學分，修滿五門必修再加上一門有興趣的選修課，共18學分便可獲得

「管理基礎學程」，可幫助非管理學院學生建立管理領域的基礎知識，以利未來就業

或進修之需要。此外，外文系也開了一門獨門學程「華語教學學程」，此學程為培養

外文系學生跨學域並擴展學生第二專長，讓學生在外文系一般課程的基礎上，整合漢

語語言學、華語教學、英語教學及教育等不同學域內之課程，培養更多華語教學的師

資，也為學生開闢就業的另一選擇。

在現今社會擁有「一技之長」是不足的，企業最需要的是跨領域人才，交大以電機、

資訊見長，兩學院也規劃一系列院基礎學程，帶領外院學生進入電機、資訊領域的知

識殿堂。現在就讀電信所碩一的雷惟能大學讀的是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輔系電信

系。雷惟能大學時期沒有想到會從運管跨讀電機，大二一堂必修「運輸通訊原理」啟

發他對「通訊原理」的興趣，因此想要深入選修電信系的「通訊原理」，但發現自己

電機領域基礎知識不足，於是先回頭修讀電子學、電磁學等基礎課程，逐漸地修完

「電機基礎學程」學分，「成績還不錯，發現自己很喜歡、念得蠻開心的！」便決定

延畢一學期輔修電信系，最後推甄上電信所。「學程證明上會有各科成績，是外人最

直接判斷你有沒有這項專長的依據，這是拿到學程的最大好處。」

客家學院的傳播科技系與人文社會系設立之初便是學程課程為設計，上學期配合院課

程學程推出，讓全校對傳播、人文有興趣的學生有更多更明確的選擇。傳科系第一屆

畢業生翁嫆琄大三時還不確定要就業或是繼續攻讀研究所，選擇同時選修「數位媒體

學程」、「傳播研究學程」的課程，累積傳播理論知識同時也接觸傳播實務操作，發

現自己對電影、廣告有濃厚興趣，大四便專攻「數位媒體學程」，與同學創立交大

goto&Play網路電台並拍攝了一部性別議題相關的紀錄片，現在她一邊工作一邊準備出

國留學，「學程的課程設計讓我更確定自己的興趣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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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懷念-鄭木火教授

戀愛中的美麗，與夫人同遊紐西蘭。

民國八十七年迎娶。

上學期第一次推行，共實施16個院課程學程、提供139門課程、選修人次高達近2000

人次，而這學期提供共計38個院課程學程，涵蓋9個基礎(核心)學程與29個專業選修學

程，約300多門課程科目。林進燈教務長計畫將院課程學程擴增到全校八個學院，期

待每個學院都能推出代表該院特色的基礎學程，並鼓勵學系內課程學程化，規劃對本

系學生有絕對益處的專業選修學程，以分類分項而完整的方式呈現，進而開列一套系

列性的修課學程菜單，讓學生自主選擇修課環境與專屬自我的未來藍圖，大學四年修

課修得「健康」又「飽足」。

【公共事務委員會】

懷念電機系鄭木火教授

就如鄭木火教授他所說的：上帝給我的

磨練真的是一件又一件，但我相信我只

有一天一天的走，我能就盡力，不能的

就放棄。…. 上帝給我很多，但也收走

了我很多。

本校電機系鄭木火教授今年九月九日因

肝癌惡化，進入馬偕醫院加護病房，九

月十二日下午五點四十一分離開

所有愛他與他愛的人。上帝給鄭

木火教授的磨練就如他所說的：

真的是一件又一件。鄭木火教授

民國七十四年考進本校電子研究

所，成為交大大家族的一份子，

畢業後任職本校控工系講師，同

年，檢查出罹患扁桃腺癌。接受手術切除治

療成功後，民國八十年赴美國卡內基美隆大

學攻讀博士，回國後隨即再度進入母校服

務，民國九十七年底，再度被診斷患有肝

癌，在名醫許金川醫師告知所餘生命「快則

幾週，慢則幾個月」後，憑著堅強的毅力與

韌性，用溫暖與感謝的心，度過生命最後的

九個月。鄭教授在知道自己罹患肝癌後在日記中寫著，"…我今天在十八尖山看到那位

近似70歲的老太婆，因中風而走路偏一邊，走路步伐幾乎是5公分，但她緊握拳頭一

步一步那樣在走，我實深深感到，那就是我該有的生命力。上帝既然已給我這些，我

就一一去接受，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走，直到安息。""…生活變得亂中但有平

靜…謝謝神能讓我有這麼好的同事，在我需要的時刻幫忙我、扶持我…我也一定要向

他們學習如何來幫忙人，給我朋友溫暖。"

鄭木火教授在生命最後的日子中，平靜、堅強的付出他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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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孫三代情。

與親人同遊交大校園。

上海交大盧賢釗教練（中）及陪練員張雪玲（前排左六）、

白帆（前排左五）、田川（前排左一）與交大新任

國手教練游鳳芸（右一）及球隊合影。

在母校服務的近二十年歲月中，謙和、寬厚、正直、善良又具有親和力、為他人著

想，是生活在一起多年的同事對

他的評語。學生們則說老師刀子

嘴豆腐心，經常在嚴厲的糾正學

生過後，慈藹的在口試後給予肯

定的笑容。所有與他曾經成為他

互動的同事、學生與家人們，畫

面彷彿歷歷如昨，雖然不捨，但

長存心中。

如今，鄭教授踏上另一段的旅

程，本校失去了一位盡忠職守的

好老師，我們感到十二萬分的不

捨。19日上午，大家為鄭木火教

授在信義神學院舉行安息禮拜，

送他最後一程，現場約有一百八

十位師生親友參與，追思之情令

人倍感動容與溫馨。在此特別表達全校教職員工生對鄭木火教授的無限懷念。

【公共事務委員會】

上海交大桌球隊為交大校隊培訓 讓校隊體驗世界級的訓練

交大綜合球館一樓桌球場正進行著桌球校隊一年一度的暑訓，球場充斥著桌球與球桌

碰撞時發出的乒乓聲、球鞋與沾著汗水的地板摩擦所發出的聲響，竟還有標準京片子

指導球員動作的聲音？今年桌球隊多了四位來自上海交大的教練與陪練員，「太慢

了！」「動作大一點！」專業的技巧與指導讓球員們折服，戰戰兢兢的打每一顆球，

前任隊長電工系大四蔡宗霖表示，「一聽到上海交大的教練及球員要來，我們馬上加

強體能訓練，把體能調整到最佳狀態才能讓難得的訓練機會發揮最大的功效。」

交大桌球隊自93年梅竹賽獲勝並

拿下難得的三連霸後戰績每況愈

下，曾參與桌球校隊的校友施振

榮非常關心球隊狀況，在今年交

大校慶與上海交大校長張杰會面

時，特別提出上海交大一流的桌

球選手協助新竹交大培訓的邀

請，同時校長吳重雨及校友宣明

智也表示支持。將近半年的邀請

與籌畫，上海交大桌球校隊教練盧賢釗帶領三位桌球好手張雪玲、白帆及田川於8月

19日來到新竹交大，進行將近一個月的培訓，並將於本週六（9月12日）離開台灣。

副學務長暨體育室主任廖威彰表示，上海交大桌球隊是全中國大專院校最優秀的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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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賢釗教練（左）指導交大學生練球，右為陪練員白帆。

每一張球桌各由一位陪練員陪練，左至右分別為：田川、張雪玲、白帆。

伍，這次盧教練帶來的陪練員中，白帆及張雪玲分別是今年中國「全國大學生乒乓球

錦標賽」男、女子組的冠軍，其中張

雪玲更是新加坡國家代表隊退役國

手，2004年雅典奧運拿下第五名的好

成績，「能夠邀請到世界級的教練及

陪練員為桌球隊作暑期培訓，最應感

謝的是施振榮、宣明智兩位學長及吳

重雨校長的大力支持。」

如此難能可貴的機會，交大球員們也

都相當珍惜。即將畢業的工工系洪文

慶在得知此機會當天，於MSN上寫下「這是交大送我最好的畢業禮物！」熱愛桌球的

他每天都帶著數位相機與腳架去練球，錄下每一段盧教練及三位陪練員指導他的片

段，晚上回到宿舍反覆觀看並在BBS個人看板上寫下心得，期許自己有更多進步，

「除了技巧的指導外，我學習最多的是對每一顆球的態度。我們常常以戰戰兢兢的態

度面對較強的對手，看輕較弱的對手，但從他們四位身上我學到的是謹慎處理每一顆

球，再簡單的球都不能輕易放棄，這才是對球與對手的尊重。」洪文慶表示，這樣的

態度也可運用在日常生活，珍惜每一次機會收穫更多。電信大三的王浩宇進入球隊以

來，身為球隊主力卻有情緒管理問題，「盧教練及三位陪練員來沒幾天就發現我這項

缺點，他們嚴厲的教導我不能落後就失去理智、放棄比賽，日前與台大的友誼賽我又

犯了同樣錯誤，張雪玲氣的不願再指導我，我有向她道歉，也允諾會逐步改進。」

盧教練直言，上海交大與

新竹交大球隊基礎水平不

一樣，訓練時間不到一個

月，他能教的技術有限，

只能就觀念去引導學生成

長，期盼學生都能牢記他

們說過的概念，精進球

技；張雪玲、白帆及田川表示，學生都非常謙虛受教，也看出學生的球技有些許改變

與成長，希望兩校能再有交流的機會。

桌球隊新任教練、同時是2000年雪梨奧運中華女桌代表隊國手游鳳芸表示，她剛接手

教練工作，在之前球隊有半年處於沒有教練、軍心散漫的狀態，這次上海交大球隊來

指導三週，給予球隊極大的凝聚力及向心力。此外，她與盧教練及三位陪練員分別觀

察學生的特質與能力，常常訓練結束後五個人便一起討論球隊的指導方針，短短幾天

他們都對學生相當瞭解，盧教練及三位陪練員都給予許多建議，無論是改進單一球員

的技術或調整個別球員的戰術，「我自己收穫很大，也相信球隊會慢慢進步，重回顛

峰。」

【公共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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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實地測驗中午12：14抵達交大計中站的
科學園區紅線402-BB，誤差值只有一分鐘

只要有了交大公車運行圖，再也不用烈日寒風苦候公車。

蔡岳皋親自到公車站牌向乘客推廣功能強大的交大公車運行圖。

交大運管系大眾運輸迷 首創全台公車運行圖

交通大學運輸管理學系二年級蔡岳皋，暑假期間花了將近一百小時，在開學前自創交

大週邊公車運行圖，幫助新生以及公車族輕易掌握公車時刻與車輛位置。

蔡岳皋觀察，交大校園內經常可

以看到絕對不會有公車經過的時

間，卻有人頂著烈日或強風，站

在公車站牌底下苦苦等候。他說

原因在於新竹的客運系統及接駁

交通車通常只在起站及迄站設定

發車時刻，各站只有顯示車班區

間，沒有固定的時刻表。這對第

一次搭乘或不熟悉交通狀況的巴士族，不僅不方便也浪費時間。

喜愛觀察交通工具且就讀運管系的

他，決定發揮所學，暑假觀察園區巡

迴巴士紅線每天各33班車次，每班車

次取2~3個樣本做實驗，加上新竹客運

的2路公車及交大校車行經路線，利用

高中學過的XT圖，共花了一百小時完

成全台首創的公車運行圖，排出交大

週邊包括科技生活館、交大、文教新

城、公學新村等七個點，巴士族只要

將橫軸(時間軸)對照縱軸(目前所在位置)，就能輕易掌握時刻。要是不小心錯過，也可

及時對照，一覽同時段其他巴士的狀況。

蔡岳皋製作完成後，希望能夠首先推廣給廣大的巴士族，以及覺得「大眾運輸不方

便」的機車族，他首先在交大BBS宣傳，引起不少迴響，也親自到公車站牌向乘客介

紹，在交大新生入學後，更到宿舍一間一間敲門，一天內花了五個鐘頭的時間向大家

推廣。使用過的同學反應「這張圖功能真強大!」，也戲稱他非人類，到目前為止，離

峰時段的誤差值都在兩分鐘內。

蔡岳皋認為，日本的公車能夠做

到每站排點，雖有其地利與人和

互相配合，但他始終抱持「為什

麼我們做不到?」的信念，希望能

增加大眾交通工具的使用率，也

改善交通環境。今年六月完成公

車環台的他，觀察花東地區已經

做到每站排點，司機也會配合時刻調整駕駛速率，讓公車每站準時到達，乘客也能夠

充分利用公車系統，更讓他堅信「一定做得到」。

蔡岳皋從小就喜歡交通工具，喜歡搭乘火車與公車欣賞美景，也喜歡為它們拍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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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長林政則致贈賀匾「愛心可敬」勉勵交大

電信所博士生吳昆儒。

日只要有空，就為家人或自己規劃大眾工具一日遊。標準「大眾交通工具迷」的他，

追隨夢想進入交大運輸管理系，也加入鐵道研究社，與更多同好一起交流。

他表示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不但環保，過程中還能好好欣賞周邊的風景。全台首創的公

車運行圖採用台鐵排點的概念而來，目前因樣本還未能很齊全，因此只有離峰時刻可

以正確掌握，最近他還要號召同學排班實驗，採取更多樣本，推出第二版，目標是尖

峰時刻也要很準確。

下載交大週邊公車運行圖: http://www.cs.nctu.edu.tw/~pjchiu/diagram.pdf

【公共事務委員會】

電信所便當志工吳昆儒 獲新竹市長林政則表揚

交大電信所博一吳昆儒一年多來為獨居老人送便當，公共事務委員會追蹤報導並經媒

體披露後獲得新竹市長林政則注目，特別於9月7日的市務會議頒贈表揚交趾陶賀匾，

匾額題上「愛心可敬」四字以感謝吳昆儒的善行義舉。

林政則市長認為，吳昆儒力行

社會服務，把年輕人關心弱勢

的熱忱展露無遺，就像是給所

有大學生示範榜樣般，林市長

期盼吳昆儒的樂觀積極能在校

園裡影響同儕，提升向上，一

起為善心、善言、善舉的善良

社會盡心盡力。林市長頒獎後

特別期勉現在才博士班一年級

的吳昆儒同時用心研究，並讓愛心綿延不斷，成為年輕人的表率。

對於市長的表揚，吳昆儒開心之餘也感到驚訝，他認為自己只是盡己所能為社會付

出，同樣有服務熱誠的人還有很多。吳昆儒表示，每次一在BBS上PO文章徵志工，學

生們反應熱烈，開學後將有三位交大學生、一位清大學生加入下學期的志工行列，用

愛心溫暖需要的爺爺奶奶，讓他們不再擔心肚子餓！

【公共事務委員會】

書、社團、開公司樣樣來 楊安陶選課規劃有一套

開學前的選課總是令大學生煩惱不已，眾多課程不知如何選擇，主修遇上興趣選修的

衝堂煩惱，更是困擾許多想要探索自我的學生。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大四生

楊安陶，有自己一套特殊選課方式，在大一入學前就已將大學四年課程規劃好，結合

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的課表，開拓了他的知識技術領域；完善的時間規劃，讓他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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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大四楊安陶，在大一入學前

就已訂定目標，將大學四年課程初步規劃好。

比別人多、社團玩得盡力認真，更培養自己興趣，研發環保油電混合車，於第一屆

「交通大學白文正T50築夢基金競賽」創業組中脫穎而出，開創了自己的油電車公

司。

現就讀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

系大四的楊安陶，國三前往加拿大

就學，對自己的生涯規劃上有自己

獨到的見解，高中畢業之後，他順

利進入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British Columbia,UBC)，不過卻在大

二時，毅然決定休學，與幾個好友

一起創業開專利公司，替有環保概

念的新發明寫專利，手上沒有半毛

錢的他們，各自打工存錢一個暑假，即籌措2500元加幣開始營運公司。雖然沒有寫專

利的經驗，楊安陶並不擔心，他表示沒有學不會的事情，也不要害怕重新開始，認真

看過兩、三百篇專利案子，就可以開始仿寫，累積經驗之後就可以寫出專業水準的專

利。這個過程讓楊安陶在交大修習研究所的專利課程時，也能很快上手，即使面對擁

有法律背景或是就業經驗的研究所同學，他也大方分享自己的經驗，侃侃而談。

95年他回到台灣進入交大就讀，楊安陶還是不忘創業，在加拿大曾經到汽車保養廠打

工的他，累積許多關於車子和機械的知識技術，加上在專利公司接觸到的環保議題與

發明，讓他決心投入有益環境的研發行列，結合自己的背景與專長，設計提升燃油效

率、降低廢氣排放量的油電混合車。

楊安陶對於自己有清楚的人生目標和完善的時間規畫。在大一開學前，楊安陶就已經

將全部課程的課程大綱都看過一遍，並且列出自己感興趣的科目，排出一份大學四年

預計選修的課程，並將課程難易度用顏色作分類，避免課程超過自己的負荷。每學期

選課之前，再花上兩、三天的時間研究課程大綱，適時作排課調整，他表示，事前規

劃選課能更清楚自己要什麼，讓大學生活更有目標，擁有清楚明瞭的課程表，之後要

做修改也比較不容易有衝堂的問題。除了大學部課程之外，他也選修研究所課程，從

大一就開始選修科法所的專利課程，以及工管所的生物力學、機器人和機構等課程，

楊安陶表示，研究所課程相當實用，建議若是有創業規劃的同學可以去選修。

雖然每學期都修許多的課，楊安陶依然熱衷於調酒社、車隊等社團活動，他有一份自

創的週曆，將每天的時間從早上8點到晚上11點，以小時分格，如此一來，時間安排

與空檔便一目了然，即使行程幾乎滿檔，也不會有重覆邀約的問題，不少同學知道之

後，也都主動跟他索取他的自創週曆。

一年之後將要畢業的楊安陶，認為自己還有許多需要學習的地方，學校資源也相當豐

富。他規劃畢業後將會繼續就讀研究所，學習更專業的知識技術，並持續投入公司的

油電車研發。他表示，無論繼續升學或投入職場就業，最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要什

麼。他與大家分享自己的小秘訣，「將自身放置在各種的階段去設想，思考自己有哪

些能力是處在前10%的位置。」並從學校參與開始，慢慢將自己提升到國家、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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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單車社參加「2009全國大專武嶺會師」，成為第一個
全隊到達武嶺的隊伍，讓所有隊員興奮不已，

並拿出交大校旗共同合影，宣示交大

單車社次世代的來臨。

眼界，並在預定的時間之內達成目標，給自己適當的比較和壓力，才會有進步的動

力。

【公共事務委員會】

交大單車社傳「騎」 不一樣的暑假 挑戰自我的騎士

交通大學一群熱愛騎單車的學生車友們，今年再度成立曾經倒社的單車社，並挑戰

「2009全國大專武嶺會師」，成為第一個全隊到達武嶺的隊伍，讓參加的11位隊員興

奮不已，並拿出交大校旗共同合影，宣示交大單車社次世代的來臨。現任社長資工系

大三的陳柏宇在去年一次大山背共騎的邀約中，結識志同道合的車友，為了享受共騎

的樂趣，且有感於單車運動時常需要維修，若能結集多人的力量，便可減少耗力、耗

財，也可互相交換旅遊和保養單車的資訊，因此召集交大校內志同道合的車友再度成

立單車社。

電信所碩二的李孟哲是單車社的傳

奇人物，從研究所才開始騎單車的

他，在買車後一個月，就挑戰了台

灣橫貫公路中人跡最為稀少的南橫

公路，第一次成功挑戰難度相當高

的長距離路程，讓他之後更有動力

面對各種路線。七月中旬，社團參

加「2009全國大專武嶺會師」，相

約從花蓮一起騎上武嶺，李孟哲卻

提早兩天獨自出發，從新竹經羅馬公路、北橫、武陵農場、梨山、大禹嶺騎到花蓮跟

隊友碰面後，再一起騎到武嶺，整段路程長達460公里，海拔總爬升量達9000公尺，

連開車都十分辛苦。在宜蘭那晚，一度找不到旅社住宿的他，遇上相談甚歡的牛鬥鱒

魚餐廳老闆，對方相當欣賞他的勇氣與毅力，因此讓他跟著免費吃住了一晚。

李孟哲表示騎單車只是旅行的其中一種方式，除了騎車跨南橫之外，他也曾用雙腳走

過同樣一段路；參加過一次鐵人三項競賽(單車、路跑、游泳)，以及多次單車競賽，

而理由居然只是：旅行；曾半夜騎車往返新竹和平溪，只為了買一張卡片給心儀的女

孩；更曾四度探訪司馬庫斯（一次騎機車、三次騎單車），這段對於經驗豐富的鐵馬

愛好者都是相當具有難度及危險性的路線，李孟哲卻帶著旅行的心體驗，他表示，雖

然路程相同，但旅途的路程中他最享受的是與不同互動所帶來的樂趣。雖然每次騎完

長距離之後，他總是累得發誓：「以後再也不騎車了」，但隔沒多久又開始規畫下一

段鐵馬之旅。

除了李孟哲之外，單車社其他成員也都曾參加過各式單車挑戰，社文所碩二的謝家

偉，不久前也挑戰了司馬庫斯，坡度20%的下坡路段長達2.3公里，讓煞車輪圈連澆水

都冒煙了，他表示雖然辛苦卻也大呼過癮！電控所碩二的饒方翔則曾經參加大雪山飛

輪登山挑戰，他表示自己平常有在練跑，加入單車社讓他結識喜歡騎單車的李孟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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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游泳的謝家偉，因此三人在交大單車社組成「三腳貓鐵人隊」，目前正在密集暑

訓，預計十月初將參加台東之美鐵人賽，相信一定可以奪得好成績；資工大三的陳柏

宇和電控碩二的吳家豪，則嘗試挑戰競速型的單車競賽，由於在競速方面的經驗較

少，陳柏宇參加新竹竹風盃時，還摔車兩次，但他依然堅持騎完全程；吳家豪則是在

桃園縣長盃自由車賽中驚見集團摔車、數十人瞬間倒下的畫面，「就像骨牌一樣，一

個接一個倒了一整片」。

單車社成員目前共有社員18位，各自有不同的經歷，但是熱愛挑戰自我的精神卻是共

通的特質，從困境中瞭解自己的極限，培養毅力和勇氣，再超越自我，看見不一樣的

可能。今年暑假交大單車社參加「2009全國大專武嶺會師」，自花蓮新城出發，登上

台灣公路最高點─武嶺，成為第一支全員抵達的隊伍。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對汽車來說

也許只要不到兩小時，但騎單車卻起碼要花三、四倍的時間。無窮無盡的陡坡、高山

稀薄的空氣、令人昏頭的烈日，以及每天中午過後的山間濃霧，對單車族的精神與體

力，是相當嚴峻的考驗，吳家豪表示，這次經驗是他送給自己進入社會前的成年禮，

成功騎完全程的他，對於未來將面對的挑戰更有信心。大家夢想有一天能騎一趟全世

界最大型的單車競賽─環法自行車大賽─的路徑，和世界知名單車手在同一條路上共

同奔馳！

日前莫拉克颱風來襲，造成南台灣大淹水，公路損毀、許多村落更在一夕之間面目全

非，災情慘重。足跡遍及台灣各地的單車社員感觸良多的表示，許多災區都是曾經遊

歷過的路線，對這些土地有滿滿的回憶與情感，旅途中遇見的人事物都將改變，許多

地方短期內不可能再重遊。心急如焚的李孟哲表示，過去曾受到許多人的幫助，因此

應在此刻挺身而出、回饋社會，於是和隊友蕭惟庭，隨著教會朋友，一同南下旗山投

入救災行列，盡一己之力，之後也再轉而前往屏東林邊，協助受災戶清理家園。

單車近年來逐漸成為一種時尚新生活的代表，然而，吳家豪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

單車社成員不僅將時尚LOHAS「快樂生活」作為生活態度，更認為騎單車是一種旅

行、交友的方式，讓看似平凡的周遭小事也變得美好；同時也是一種自我挑戰，超越

極限，開發自我潛能的運動。

【公共事務委員會】

請舉薦98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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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將推選98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依作業辦法，需先請各方碩彥舉

薦候選人，再行後續之選薦程序。

倘蒙 惠賜舉薦，敬請於98年9月30日前，將舉薦書及相關資料，擲寄秘書室或E-mail:

sec@cc.nctu.edu.tw。

相關資料請上網下載：

舉薦書

http://info.nctu.edu.tw/filepool/news/124/200908111021.doc

2. 舉薦委員會組織規程

http://info.nctu.edu.tw/filepool/news/124/200908111022.doc

3. 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名錄

http://info.nctu.edu.tw/filepool/news/124/200908111023.doc

※ 聯絡人：秘書室邱美玲小姐(分機：31505)

【秘書室】

9/25讀書分享會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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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內容：

主題：遊方與私奔婚；親屬關係與語言運用－

「清水江邊與小村寨的非常對話」讀書分享會

時間：98年9月25日（五）晚上7:30

地點：國家書店二樓藝文沙龍（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分享人：簡美玲女士（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題屬性：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

一個背著父母在夜裡偷偷將自己嫁出的苗家姑娘，她心裡的掙扎是什麼？ 

為什麼同樣是送禮，送「糯米飯」或「生米」可以看出情感的差異？ 

本書作者用女性獨有的細膩與其學術專業，

在貴州Fangf Bil村寨進行長達一年半的深刻「參與體驗」， 

今晚，請來聆聽她聊那個遙遠的黔東南苗人生活，

透過精采的照片，認識他們的親屬關係，婚姻制度，語言經驗，認識一個你所不知道

的村寨故事。

活動聯絡人：國家書店 簡妤芹

Tel: 02-25180207 ext.20　E-mail:niki@showwe.com.tw

傳真報名專線：02-2518-0778

主辦單位：國家書店、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03-5731542／publish@cc.nctu.edu.tw）

【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薪傳計畫

薪傳計畫已執行一學年，為了解本計畫之質性成效，委請本中心之顧問設計問卷並請

資深教師與新進教師分別填寫。預計於9/18前收齊問卷及心得報告，並將問卷填答結

果委由顧問分析問卷成效以作為98學年度計畫執行參酌。

【教務處】

傑出教學助理獎將於9月24日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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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教學助理審查會議已於9月8日召開，共計選出20名傑出教學助理獎，每人可獲頒

獎狀及獎金；30名優良教學助理獎，每人可獲頒獎狀。各院獲獎名單已於9月9日公

佈，並請各教學單位協助公佈於網頁，預計於9月24日『TA教學工作坊』中由教務長

親自頒獎，相關資訊請見教發中心網站http://ctld.nctu.edu.tw/。

 

【教務處】

恭喜133名博士生獲得優秀博士生教學助理獎

教學發展中心已於98年9月8日於浩然圖書館八樓第三會議室召開博士生教學助理培英

助理獎學金審查會議，並選出133名優秀博士生教學助理，完整名單已公佈於教務處

與教學發展中心最新消息網頁。

【教務處】

第25期超薄型月刊於9月20日正式出刊

教學發展中心第25期超薄型月刊於9月20日正式出刊，本期主題為霹靂優學園專題報

導，紀錄專屬於交大替暑假中的準大學生貼心開設的相關大學課程。詳情請見超薄型

月刊第25期網站http://academic.nctu.edu.tw/ctld/epaper/25/index.html

 

【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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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進教師研習會：今年度新進教師研習會於9月17日（星期四）舉行，希望藉由各

單位的介紹以及資深教師的經驗分享，有助新進教師在教學、升等及研究規劃等有更

進一步的瞭解。

(2) TA教學工作坊:教學發展中心將於9月24日(星期四)舉辦「TA教學工作坊」，會中除

表揚傑出教學助理與優良教學助理外，並邀請台大葉德蘭教授傳授有效分組學習之武

林密技，希望藉由專家的教學專業以及個案研究所累積而成的經驗，提升所有教學助

教的教學知能。

 

【教務處】

校外獎學金熱鬧登場受理申請，歡迎同學踴躍上網查詢

忙完了註冊、選課，鬆口氣之餘，抽空連上生輔組獎學金網頁吧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

看看FAQ ---瞭解一下如何尋找適合的獎學金、各項文件證明如何申請、如何送件。

找找獎學金搜尋 ---您可以依照初階排序搜尋、也可以勾選您個人條件透過進階搜尋

尋找到適合您的獎學金。

查查申請記錄 ---看您申請的獎學金處理進度到哪了？？

點點聯絡我們 ---申請獎學金遭遇到任何問題，都歡迎透過系統或是電話跟承辦人諮

詢。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98學年度第1次導師會議通知 (98.10.5)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


敬愛的交大導師

大家好！又快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師節，在此送給無限付出大愛的交大導師們教師節快

樂！

本校於本(98)年10月5日(星期一)12時，假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舉辦98學年度第

1次導師會議，歡迎本校導師參加。導活動時程如下：

起訖時間
時間

(分鐘) 活動內容 主持人

12:00－12:05 5 報 到  

12:05－12:15 10 校長致詞

頒獎
校長

12:15－12:25 10 導師輔導業務報告 學務長

12:25－12:35 10

專題講座

講題：導師輔導經驗分享

主持人：傅恆霖學務長

主講人：林志潔老師

學務長

12:35－13:30 55 荼會

導師輔導經驗分享與交流

 

誠摯歡迎各位老師蒞臨指

學務長　

傅恆霖敬邀

98年9月15日

 

【學務處】

98.11.11單國璽樞機主教跟交大師生分享愛與服務--98學年度第2次導師會議暨品德教育研習

日期：98年11月11日

時間：下午14 : 00

地點：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二樓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單國璽樞機主教

題目：划到生命的更深處，活出生命的光與熱

 

【學務處】

98年度教師節敬師茶會暨優良教師與重要學術獎表揚典禮，敬請全校師生踴躍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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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訂於本（98）年10月1日（星期四）12時00分於電資大樓1樓第四會議室舉行「98年

度教師節敬師茶會暨優良教師與重要學術獎表揚典禮」。會中將表揚榮獲傑出及優良

教學獎之教師與榮獲重要學術獎項之師生，並請他們分享教學經驗與心得與全校師生

分享交流。

【研發處研發企畫組】

中央研究院「99年度第1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之申請訊息

中央研究院自即日起開始至10月25日止受理申請「99年度第1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

來院訪問研究」，詳細之作業要點與申請表等資料，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

載：http://aao.sinica.edu.tw/chinese/pro_svp.html。本梯次受理申請至中研院訪問之期間為

（一）99年1月至6月;（二）99年7月至12月。至該院研究工作性質分兩種：（一） 進

行專題研究。（二）研發特定技術；期限以二個月至六個月，並得酌領研究獎勵金。

請 各學院於10月2日前回覆推薦名單，並於10月16日前將被推薦者之申請資料(含書面

及電子檔)彙整送研發企劃組，以利學校備文函送。

【研發處研發企畫組】

「教育部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敬請踴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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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執行「教育部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

發表論文，申核作業依「國立交通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申請辦法」辦

理，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rdweb.adm.nctu.edu.tw/page.php?serial=347

申請辦法摘要如下：

1.申請時間：請於國際會議舉行八週前完成申請。

2.申請方式：請逕至研發處研發企劃組網站登錄申請，申請網址：

http://140.113.36.15/page.php?serial=1000。

3.補助項目：

（1）往返機票：由國內至國際會議舉行地點最直接航程之本國籍往返經濟艙機票，

按核定之定額內核實補助，由受補助人先自行墊購。

（2）註冊費：以不超過10,000元為上限。

（3）補助經費採總額補助，每案以40,000元為上限。

（4）壁報（poster）方式發表論文獲補助者，其補助金額為以口頭報告(oral)方式發表

者可獲核出金額之50％計算。

（5）申請人於申請之該次會議榮獲Best Paper Award，返國後得提出補述，當次補助

項目得以全額補助。

（6）申請人所出席之國際會議為系所提列之頂尖國際會議者，每案補助金額得酌予

放寬，不受上列限制。

 

【研發處研發企畫組】

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核)銷請款手續調整

本校為配合「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調整經費報(核)銷請款作業

方式，請獲核定經費之研究生先至國科會「研究人才個人網(http://web1.nsc.gov.tw/)」

線上登錄報(核)銷資料並繳交出國報告。本組將檢附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核定公

文影本、機關領據及前項線上彙整並用印之「收支報告表」一份，辦理報(核)銷請款

程序。

【研發處研發企畫組】

為執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補助各學院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案，

敬請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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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本校執行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以下簡稱頂尖大學

計畫)各學院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之需要，研發處於頂尖大學計畫補助經費下編

列預算支應相關費用。申核作業相關辦法與細則請參閱以下網

址http://rdweb.adm.nctu.edu.tw/page.php?serial=350。

申請辦法與作業方式摘要如下：

(1)申請時間：請於國際會議舉行前六週完成申請。

(2)申請方式：請逕至本校教師申請補助系統登錄申請，申請網址

為：http://rdweb2.cis95.net/teacher/index.php 。

(3)申請文件必備：申請表、大會接受函/邀請函、會議議程、發表論文、國科會差旅

費餘額清單或國科會專案補助出國回函、註冊費通知(載明金額)與論文著作清單（到

校三年以上教師需檢附）。請將以上文件上傳至教師申請補助系統或送至研發處研發

企劃組辦理，以利審查。

本（98）年度研發處補助各學院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之經費執行期限為98.01.01～

98.12.31，獲補助出國人員須於98.12.31前返回國內，並完成出國報告繳交及費用核銷

作業。

 

【研發處研發企畫組】

國科會徵求「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試辦方案」構想書

本案校內收件日至98年10月12日止，申請資格如下：

申請人：編制內專任教學或研究之現職人員，且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人

資格。

研習人：由計畫主持人選定赴指定研習機構研習之博士生/博士後研究人員，該員須為

戶籍設於國內之40歲以下中華民國國民，並在申請機構就學或工作6個月以上，且不

得為在職進修學生。

請申請人於98年10月12日前將中、英文計畫構想書各一式3份及構想書電子檔光碟片1

份交所屬單位，並請製作構想書申請名冊一併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另請主持人E-mail

構想書電子檔傳送國科會國合處承辦人。

通過初審後，請申請人於98年12月28日前將中、英文計畫申請書一式3份及申請書電

子檔光碟片1份交所屬單位，並請製作計畫書申請名冊一併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文附件說明或請自行上網查詢下載（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37538360123988bfde30096&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國科會人文處「為提昇學習能力之閱讀基礎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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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鼓勵跨領域團隊以整合型計畫提出申請，整合型計畫可採2種方式提出，其一

由總主持人彙整提出1份總計畫書，各子計畫主持人列為共同主持人，核定通過後，

將列為總主持人之執行計畫件數。或總計畫及各子計畫主持人皆提出計畫申請，核定

通過後，將列為每位計畫主持人之執行計畫件數。

申請者請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98年10月27日前彙整及上線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

辦，俾於限期98年10月31日前送達國科會辦理申請。99年度推動研究議題及其他注意

事項請詳參函文，或至國科會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址：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375383601238466f566005d&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國科會公布99年度「人文及社會經典譯注計畫推薦書單」並徵求「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
究計畫」

申請人如擬譯注公布推薦書單之外的經典，請配合時限於98年9月30日前逕行E-

mail「學者自行申請經典譯注計畫構想表」及構想表附件至國科會人文處承辦人。自

提書單經審查通過者，請於國科會9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通案申請期間提出經典譯注計

畫之申請。

如擬譯注國科會公布推薦之經典，不需提送構想表，申請人請於9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申請期間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比照於98年底限期前造冊及附同送存資料送計畫業

務組彙辦。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文，各學門推薦書單、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附件資訊請至國科

會網頁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3753836012398dd3aad00a4&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國科會徵求98年度「關懷災民科普活動計畫」

本件至98年11月30日止受理申請，採隨到隨審方式作業，請申請人於國科會網頁下載

相關申請表格填寫及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98年11月26日前備函檢附申請名冊會

相關單位後辦理申請。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計畫徵求書或請至國科會網頁 (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332ed0c01235e9792db0160&ctunit=31&CtNode=42&mp=1)查詢

下載。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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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推動科學園區與周邊大學合作構想」徵求創意計畫書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函送「推動科學園區與周邊大學合作構想」徵求創意計畫書會議

紀錄。因計畫構想書以1校1件為原則，請有意申請教師先告知所屬學院及計畫業務

組，並請各申請學院於98年9月21日前知會計畫業務組，屆時全校若有 1件以上申請

案，將洽各學院協調以1案提出申請。請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於98年10月8日前備妥函

稿、計畫構想書會辦相關單位後，於98年10月12日前送交科管局辦理申請。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教育部辦理補助臺灣文史藝術國際交流計畫徵求事宜

一、本件計畫分下列4類，99年度受理申請以2次為原則，第1次：98年9月1日至10月

31日止，第2次：99年2月1日至3月31日止。分類如下：

(一)臺灣文史藝術跨學科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選送臺灣文史藝術研究生短期出國研修。

(三)國外臺灣文史藝術研究生或研究團隊短期來臺研究。

(四)臺灣文史藝術研究論文中(外)譯及出版。

上述第(二)、(三)類申請文件中需檢附學校遴選辦法及甄審歷程紀錄，請有意申請教師

所屬學院與教務處、國際處共同協商決定。

二、請有意申請教師詳閱徵求事宜，分別依規定期限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並備妥請

印單、計畫申請書一式8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截止期限前(郵戳為憑)寄至「教育部全

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程綱要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作業。有關計畫徵求事宜及申

請表件，請逕至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入口網站(http://hss.edu.tw)查詢。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教育部辦理補助臺灣文史與藝術課程強化研發植根計畫徵求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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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計畫分下列2類5項，請有意申請教師詳閱徵求事宜，分別依規定期限3日前

完成線上申請，並備妥請印單、計畫申請書一式8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截止期限前

(郵戳為憑)寄至「教育部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程綱要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

(一) 研習活動類：分為跨學科學生交流工作坊、暑期研究生研習營、中小學教師臺灣

文史藝術研習營3項。99年度受理申請以2次為原則，第1次：98年9月1日至10月31日

止，第2次：99年2月1日至3月31日止。

(二) 課程類：分為臺灣文史藝術單一課程教學改進、臺灣文史藝術課程實務應用2

項。申請時間為99年2月1日至3月31日止，受理該學年度之計畫。

二、有關計畫徵求事宜及申請表件，請逕至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入口網站

(http://hss.edu.tw)查詢。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教育部辦理補助「推動臺灣文史基礎圖書建置計畫徵件事宜」

一、請有意申請教師於規定期限(98年9月1日至10月31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並於98年

10月27日前備妥請印單、計畫申請書一式8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98年10月31日前(郵

戳為憑)寄至「教育部全球化下的臺灣文史藝術中綱計畫辦公室」完成申請作業。

二、旨揭計畫第2次申請時間為99年2月1日至3月31日止，請比照上開方式於99年3月

29日前辦理。計畫相關資訊、申請表件，請逕至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入口網站

(http://hss.edu.tw)查詢，或至本校研發處網頁之最新消息(系統公告)查詢下載。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公開徵求「99年委託科技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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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計畫徵求共計17個研究重點，因每一研究重點，同一機構以1標為限，請有

意申請教師於98年9月10日前先知會計畫業務組，倘同一研究重點有意投標件數超過

(含)2件時，則由計畫業務組洽各申請教師所屬單位共同協調推舉計畫主持人提出申

請。

二、請計畫主持人所屬單位於98年9月21日前備妥請印單、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1份、

投標計畫書一式10份(含電子檔)、計畫基本資料表1份(含電子檔)及投標文件查檢表等

資料(以下簡稱全份投標文件)，會辦相關單位後再將全份投標文件送計畫業務組。

三、屆時若投標案件數為1件，請由提出計畫申請主持人所屬單位辦理後續投標事

宜，若為2件以上，將由計畫業務組辦理後續投標事宜，請辦理投標單位於98年9月23

日前備妥函稿、計畫申請名冊併同全校之投標文件，會辦相關單位後於限期（98年9

月28日下午5時）前裝入外封(箱)送達該局辦理投標事宜。

相關訊息請自行上網查詢下載(網址：http://www.cdc.gov.tw，路徑：訊息公告/科技研究

計畫/科技計畫申請作業手冊)，或請至本校研發處網頁之最新消息(系統公告)查詢下

載。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重要法令及函釋宣導

＊教育部98年9月16日台法字第0980159775號函轉司法院秘書長同年月11日秘台大二

字第0980021416號函以，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664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

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網址：law.moj.gov.tw），請自行下載參閱。

＊教育部98年8月24日台人（一）字第0980142462號函轉銓敘部同年月17日部法一字

第09830862321號函以，銓敘部所編之「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相關解釋彙整集」置於

教育部人事處網站（http://www.edu.tw/human-affair/bulletin_list.aspx），歡迎有興趣同仁上

網點選參閱。

＊教育部98年8月12日台人（一）字第0980124177號函轉銓敘部同年7月16日部銓一字

第0983086366號函以，「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業經考試院98年7月10日考臺組

貳二字第09800055011號令修正發布，歡迎同仁上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查閱。

＊教育部98年8月31日台人（一）字第0980135647號函以，為期國立大學校院校長遴

選作業更臻完善公正，嗣後國立大學代理校長如欲參加校長遴選，成為校長候選人，

應先辭卸代理校長職務。

＊教育部98年8月19日台人（二）字第0980141756號書函轉行政院同年月14日院授人

考字第0980063850號函以，「中華民國9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已置於行政院

人事行政局網站（http://www.cpa.gov.tw）首頁「最新消息」，請同仁自行上網點選參

閱。

＊教育部98年8月21日台陸字第0980143254號函轉內政部同年月18日台內移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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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09603505號函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及定居數額表」

業經修正發布，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參閱。

＊教育部98年8月18日台陸字第0980140943號函轉內政部同年月12日台內移字第

09809603495號函以，「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

法」業經內政部98年8月12日以台內移字第0980960349號令修正發布，請至行政院公

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參閱。

＊教育部98年8月18日台陸字第0980141103號函轉內政部同年月12日台內移字第

098095718455號函以，「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部分條文，業經內政

部98年8月12日以台內移字第0980957184號令修正發布，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

（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參閱。

＊教育部98年8月17日台陸字第0980139283號函轉行政院同年月11日院臺陸字第

0980091474B號函以，98年7月1日修正公布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部分條文，定自98年8月14日施行。

＊教育部98年8月12日台高（三）字第0980135157號函轉行政院同年月3日院臺經字第

0980048214A號函以，「生技新藥相關政府研究機構及研究人員認定原則」，業以行

政院98年8月3日院臺經字第0980048214號及考試院98年8月3日考臺組貳一字第

09800056051號令會銜訂定發布，並自96年7月6日生效。

＊教育部98年8月21日台人（一）字第0980142441號函轉總統府秘書長同年月17日華

總一禮字第09810054260號函以，總統府修正「總統府處理文武官員任免作業要點」

第6點規定及附表三內容，並自98年8月17日生效。

＊教育部98年8月18日台法字第0980142125號函轉司法院秘書長同年月13日秘台大二

字第0980019199號函以，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663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

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網址：law.moj.gov.tw），請自行下載參閱。

＊教育部98年8月13日台法字第0980139368號函轉司法院秘書長同年月10日秘台大二

字第0980018688號函以，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662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

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網址：law.moj.gov.tw），請自行下載參閱。

＊教育部98年8月17日台陸字第0980141061號書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同年月12日勞

職管字第09805032號函以，「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

辦法」，業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8月12日以勞職管字第0980503201號令廢止。

＊教育部98年7月23日台法字第0980127279號函轉司法院秘書長函以，司法院大法官

議決作成之釋字第661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網

址：law.moj.gov.tw），請自行下載參閱。

＊教育部98年7月10日台人（一）字第0980118871號函轉總統府同年月8日華總一義字

第09800167920號函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條文修正案，業奉總統於98年7月8日

以華總一義字第09800167921號令公布，有興趣同仁可自行前往本校人事室網頁點

閱。

＊教育部98年6月17日台法字第0980109456號函轉司法院秘書長函以，司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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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作成之釋字第660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網

址：law.moj.gov.tw），請自行下載參閱。

＊教育部98年6月11日台人（三）字第0980099816號書函轉銓敘部同年月9日部退三字

第09830712141號書函以，公務人員曾任立法委員或各級議會議員聘用之公費助理年

資，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時，不得併計為退休年資。

＊教育部97年10月8日台人（三）字第0970194874號函轉銓敘部同年9月30日部退三字

第09729257251號書函以，各機關對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年滿55歲自願提前退休

並加發退休金者，應避免於其退休後一年內任用為公務人員。

＊教育部97年9月16日台高（二）字第0970155450A號函以，有關大學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得否由他人代理案，請依以下規定辦理：一、依大學法第20條規定：「（第

1項）大學教師之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應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第2項）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分級、組成方式及運作規

定，應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大學教評會所審議案件多為攸關教師聘任、解

聘等重大權益事項，因此各級教評會委員應以親自出席會議為原則，以資審慎。二、

惟為利校務運作，若擬採代理方式，應於各級教評會組成運作準則等規定明定代理相

關事項，並循下列原則辦理，方得據以實施：（一）推選委員：因其產生方式係由民

主推選而來，因委員職務具一身專屬之性質具有不可替代性，應親自出席會議。若允

許他人代理出席並代為表決，則不啻認同得委由未具民主推選基礎之人士參與教評

會，不符公平信賴原則，爰不得委託其他人員代為執行出席、表決等任務。（二）當

然委員：其職權之行使係基於其擔任相關學術或行政主管職務，若擬採代理方式，除

如前述應先予明定外，並應以具同級教師資格等級代理為限。

＊教育部97年8月8日台人（一）字第0970148966號函以，有關大學專任教師於借調留

職停薪期間如確未實際在校任教、服務，尚無法瞭解校內教師表現並據以執行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教師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爰仍

不宜擔任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人事室】

重要訊息宣導

＊本校訂於98年10月6日（星期二）下午2時～3時30分在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B，

舉辦「以醫學觀點談養生氣功」研習課程，邀請邁阿密大學醫學院教授兼席爾維斯特

癌症中心溫碧謙醫師蒞校講授。課程中溫醫師將詳細介紹MBC（Mind-Body-Chi）養生

氣功，並配合醫學的知識，將氣功、太極拳、打坐及瑜珈的基本精神融合起來，濃縮

成七招養生氣功法。歡迎本校教職員工踴躍參加。

＊教育部98年9月15日台人（二）字第0980156345號書函轉國家文官培訓所98年9月8

日國訓圖字第0980009470號函以，為提供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機會，倡導公務人員之閱

讀風氣，國家文官培訓所規劃辦理99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請同仁踴

躍推薦適合公務人員閱讀之圖書。欲推薦圖書的同仁請於本年9月30日之前逕上該所

網站（http://www.ncsi.gov.tw），點選「圖書推薦」輸入推薦圖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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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98年9月17日台政字第0980161010號函轉法務部調查局98年9月16日政五字第

0981111675號函以，法務部調查局正舉辦「98年全民國防有獎徵答活動」，請同仁於

98年9月16日至10月31日間踴躍參加並上法務部調查局全球資訊網

（http://www.mjib.gov.tw）點選作答。

＊本校98學年度第1學期編制內教職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

相關注意事項如下：

1.請於本（98）年11月30日前填妥申請表（申請表請於人事室網站下載，務必使用本

表申請），由所屬單位彙齊逕送人事室辦理。 

2.高中(職)以上附繳費單據(國中及國小無須繳驗任何證明)，如繳交影本請註明「與正

本相符」並簽名（蓋章）以示負責，又轉帳繳費者，應併附學校繳費通知單。 

3.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規定：「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獎助，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

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即二者不得重複申請只能擇一領取，如經系統查核重複請

領，則須全數繳回並自負法律責任。

4.以上子女教育補助費之申請僅適用於編制內軍公教人員，約用人員不適用。

＊教育部98年8月13日台人（三）字第0980139100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8年8月

11日局給字第0980063765號函以，莫拉克颱風造成人民生命與財產損失，為協助賑

災，發揮國人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精神，請教職員工同仁踴躍自由樂捐。另依財政部

規定，個人捐款者可憑匯款收據、憑條存根聯或轉帳通知單申報綜合所得稅列舉扣

除。本活動之捐款方式如下：

1.郵局辦理劃撥，帳號「19595889」，戶名 「內政部賑災專戶」。

2.銀行辦理匯款，匯至中央銀行國庫帳號「269981」，戶名「內政部賑災專戶」。

＊教育部97年11月28日台人〈二〉字第0970223092A號函轉行政院97年11月4日院授人

企字第0970064368號函以，行政院核定各級機關公務人員核心價值為「廉正、專業、

效能、關懷」，其意涵如下：

1.廉正：廉正、公正，具有高尚人格。清廉自持，潔身自好，不收受不當利益，並主

動利益迴避；誠信公平執行公務，營造全民良善之生存發展環境。

2.專業：積極充實職務所需之知識技能，熟悉主管法令及相關政策措施，提供全民第

一流的公共服務。

3.效能：運用有效方法，簡化行政程序；研修相關法令，措施應符合成本效益要求；

發揮執行力，提高行政效率與工作績效。

4.關懷：以民眾福祉為念，親切提供服務；對人民之需要及所遭遇之困難，能以同理

心設身處地著想，提供必要協助。

＊有關98年度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說明：

（一）行政院規定自98年1月1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40小

時、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不得低於20小時及數位學習時數5小時，並增列人文素養學習

時數不得低於2小時，每人必須參加一般性法治教育及專業性法治教育研習活動之規

定。

（二）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三項規

定略以：公務人員每年參加學習時數（含最低學習時數、數位學習時數及業務相關學

習時數）均超過規定---，其參加學習時數之多寡，並作為公務人員年終考績及升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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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參據。請同仁積極參加研習活動以符合規定時數。

（三）同仁除參加校內外實體課程外，亦請多多利用數位工具進行課程研習，數位學

習網站如：

1.文官e學苑http://ecollege.ncsi.gov.tw/

2.e等公務園學習網http://elearning.hrd.gov.tw/eHRD2005/

3.地方行政研習e學中心http://elearning.rad.gov.tw/

4.臺北e大數位學習網http://elearning.taipei.gov.tw

等皆有多元課程可供學習。

＊本校為增進同仁參與旅遊活動意願,經自強康樂委員會決議，98年度員工旅遊活動仍

以自行組團方式辦理，活動及補助方式請依教職員工小型旅遊活動實施計畫執行，檢

附「本校教職員工小型旅遊活動實施計畫」，請同仁踴躍組團，並於辦理時邀請退休

教職員工參加,如有疑義.請洽人事室盧依伶(分機52203).

國立交通大學教職員工小型旅遊活動實施計畫

97年5月14日奉校長核定

98年4月16日本校98年度第1次自強康樂委員會修正通過

目的：

提倡本校員工正當休閒活動，維護身心健康，聯絡感情，培養團隊精神及鼓舞工作士

氣。

依據：

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

本校自強康樂委員會97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

適用對象：

本校現職教職員工（人事代碼為B、D、E、F、G、J、L、M、P、S、T）。

約聘教師

退休教職員工。

眷屬（自費參加）。

辦理時間：

以利用例假日舉行為原則，但在不影響業務正常推動情形下，得於非假日舉辦，同仁

經主管同意，以自請休假方式參加。

辦理方式：

由教職員工10人以上自行組團辦理。

各團舉辦旅遊活動前，須由主辦人（現職人員）填寫教職員工旅遊活動申請表於活動

前一個月提出申請（包括活動時間、地點、行程、交通工具及參加教職員工名冊

等），簽會人事室、會計室，並經自強康樂委員會核准後辦理。

經費補助：

實際參加活動人員，每人補助800元，以1年1次為限，其中自行開車加油之費用補助

及餐飲補助各以不超過總補助金額60%為原則（例：參加總員工人數10人，該團補助

800元×10人＝8,000元，加油之費用及餐飲補助最多各不超過8,000元×60%＝4,800

元），且發票日期應以活動當日為限，檢據實報實銷，不足部分，由參加人員自行負

擔。

平安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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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旅遊活動，應辦理參加人員平安保險。

如須租借交通工具，應洽合法交通公司並簽定安全契約。

經費核銷：

活動結束後2週內，由主辦人檢據核銷申請補助，須附核准申請表、參加人員簽領名

冊及活動照片1至2張（臨時增加或遞補人員均須符合適用對象條件，教職員工（含退

休）總人數仍不得少於10人。）

九、本計畫經自強康樂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據新修正並自98年7月開始實施之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38條之規定，本校進

用身心障礙人數不得低於員工總數3%，進用不足時除應依規定繳交身心障礙者就業基

金（差額補助費），目前本校進用是類人員仍有不足，建請各單位進用人員時，優先

考慮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以符合法令規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3月5日勞職特字第0980501189號函以，為促進及保障身心障

礙者就業權益，有關「97年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及「98-101年促進就業方案」等方

案，各機關學校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辦理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請本

校各單位爾後進用人員時，以身心障礙人員優先進用。

【人事室】

網頁內容管理平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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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簡介

計網中心即日起提供網站建置服務與網站內容管理系統，協助各單位建置網站並管理

網站內容。網站內容管理系統包含兩大功能:(1)版面設定、(2)網站內容編輯。 

版面設定部份，該系統已有設計完成之版面供各單位直接套用。 

網站內容編輯部份，使用者可以透過系統的編輯功能，直接輸入網頁內容，即可在網

站上顯示，不需另行撰寫網頁。目前系統可提供之功能模組有最新消息、焦點消息、

行政資訊、常見問題及意見回饋等。

各單位只能使用系統現有之版面設定與功能模組，計網中心不提供客製化服務。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計網中心業務負責人朱祚漢 (分機31267）。

(二)申請流程

請填寫附件二「網站內容管理平台服務申請書」，填寫後送至計網中心諮詢服務櫃

台。

計網中心將與使用單位確認欲使用之網站功能模組及版面設計。(以系統現有功能為

限，計網中心不提供客製化服務)

計網中心根據確認後的版面設計及功能模組，為該單位建置網站及網站內容管理系

統，建置完成後通知使用單位。

計網中心將提供使用單位系統操作手冊與系統使用之諮詢輔導。

使用單位自行整理該單位之網頁資料後，由使用單位利用本系統建置及維護網站內容 (計網

中心不代為輸入資料)。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98年9、10月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日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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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教職員工及同學:

員生社為方便您生活中各項所需品的採買,特於每星期四邀請相關優良廠商於中正堂1

樓走道展示商品,歡迎各位踴躍蒞臨參觀! 

98年 9 月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日排程

24日

正吉企業 排汗衫

蕾米 手口餅乾

連發 茶行

稑禎 泰式海苔

台時亞洲雜誌 讀者文摘中英文雜誌

全祥食品 蜜餞休閒食品

98年10月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日排程

1日

上班族 服飾 0938332550吳小姐
荷風 雨傘 0937887567李先生

復森 滷味 0935965373黃小姐
敏傑 健康、清潔毛巾 0936493326沈小姐
17號草堂 水梨、甜柿 0931497392張小姐
家樂福 文具、日常百貨 0955654898林先生
家樂福 文具、日常百貨 0955654898林先生

8
日

京甫 排汗衣 0933043717鄭先生
匠心茶藝 茶葉 0926881339劉先生
巴登 咖啡、餅乾 0963025057張先生
復森 滷味 0935965373黃小姐
祇妘 藍梅汁、蜜餞食品 0911932433黃小姐
家樂福 文具、日常百貨 0955654898林先生
家樂福 文具、日常百貨 0955654898林先生

15日

滿口香 有機食品 0933248755宋小姐
上班族 服飾 0938332550吳小姐
崇宇 清潔用品手工皂 0933063026徐小姐
恩典 傘具 0988106886徐小姐
豐民 飾品 0916338521楊小姐
簡老爹 宜蘭滷味 0932160739簡先生

22日

多益國際 有機燕麥 0953053508虞小姐
元岡 煙燻滷味 0928609065葉先生
全祥食品 蜜餞休閒食品 0958059752黃小姐
正吉企業 排汗衫 0928609065葉先生
蕾米 手工餅乾 0988618990張先生
連發 茶行 0913872096陳先生
稑禎 泰式海苔 0913872096陳先生

29日

17號草堂 水梨、甜柿 0931497392張小姐
啟榮 雨傘 0926114179賴先生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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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第56期e-News能夠順利發佈，感謝全體同仁的體諒與大力配合，在此致上我們最

深的感激與謝意!

---------------------------------------------------------------------------------------------------

--------------------

交大e-news發佈日期為每月5日及20日，請於發佈日七個工作天前來稿，並寄送相關訊

息內容、圖片等附件資料。聯絡人：許雅鈞小姐，分機31281，E-

mail：ymmat55@mail.nctu.edu.tw。

交大校友e-news發佈日期為每月20日，請於發佈日七個工作天前來稿，並寄送相關訊

息內容、圖片等附件資料。 聯絡人：曹瑜珊小姐，分機51478，E-

mail：alumni@cc.nctu.edu.tw。

公共事務委員會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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