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 大 新 聞

醫療品質大躍進   交大

「工程」、「醫學」整

合大突破--交通大學

2008邁向生醫工程領域

新願景暨「台灣50影響

50」校慶活動

台灣司法開新猷，交大

科法創紀錄--智慧財產

法院半數法官出自交大

科技法律研究所

交大借閱王  逛圖書館成

為生活樂趣

行 政 單 位 訊 息

教務處訊

學務處訊

研發處訊

國際處訊

總務處訊

人事室訊

會計室訊

浩然新鮮報

其 他 單 位 訊 息

員生社icoop

前 期 回 顧

交大e-News 017 期

交大e-News 016 期

交大e-News 015 期

交大e-News 014 期

交大e-News 013 期

交 大 新 聞交 大 新 聞

醫療品質大躍進醫療品質大躍進    交大「工程」、「醫學」整合大突破交大「工程」、「醫學」整合大突破--交通大學交通大學

2008邁向生醫工程領域新願景暨「台灣邁向生醫工程領域新願景暨「台灣50影響影響50」校慶活動」校慶活動

台灣司法開新猷，交大科法創紀錄台灣司法開新猷，交大科法創紀錄--智慧財產法院半數法官出自交大科技法智慧財產法院半數法官出自交大科技法

律研究所律研究所

交大借閱王交大借閱王   逛圖書館成為生活樂趣逛圖書館成為生活樂趣

 

教 務 處 訊教 務 處 訊

超薄型月刊第九期出刊囉！超薄型月刊第九期出刊囉！

霹靂優課程抵免成績查詢霹靂優課程抵免成績查詢

碩、博士班生學位考試學籍及成績處理原則碩、博士班生學位考試學籍及成績處理原則

96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

2008最優質的數理好書「最優質的數理好書「Riesz位勢與位勢與Sobolev不等式」隆重出版～不等式」隆重出版～

「仲夏夜之夢」英文讀本，隆重出版～～「仲夏夜之夢」英文讀本，隆重出版～～

 

學 務 處 訊學 務 處 訊

健康補給站健康補給站-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

97年起住宿生包裹服務通知年起住宿生包裹服務通知

九十七學年宿舍電腦分配作業第一階段公告九十七學年宿舍電腦分配作業第一階段公告

本校「卓越人才資源網」平台，延長開放試用至本校「卓越人才資源網」平台，延長開放試用至97年年2月月29日止，歡迎同日止，歡迎同

學多加利用。學多加利用。

研 發 處 訊研 發 處 訊

恭賀本校應化系張豐志教授及電子系曾俊元教授榮獲國科會恭賀本校應化系張豐志教授及電子系曾俊元教授榮獲國科會96年度傑出特年度傑出特

約研究員獎約研究員獎

恭賀本校生科系曾慶平教授榮獲國科會恭賀本校生科系曾慶平教授榮獲國科會96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

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受理申請年度「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受理申請

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2008台法雙邊台法雙邊(NSC-ANR)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 編輯‧第編輯‧第  018期期  97/01/21‧‧→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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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國立交通大學思源創意競賽，開始受理報名，請同學把握時機踴躍年度國立交通大學思源創意競賽，開始受理報名，請同學把握時機踴躍

報名報名

 

國 際 處 訊國 際 處 訊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申請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申請

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碩士學位課程招生碩士學位課程招生

Tokyo Institute of Techonology碩士學位課程招生碩士學位課程招生

日本豐橋技術科學大學（日本豐橋技術科學大學（T oyohashi University of T echnology）國際）國際

學生英語碩士學位課程招生學生英語碩士學位課程招生

日本東北大學（日本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國際學生英語碩博士學位課程招生）國際學生英語碩博士學位課程招生

2008-2009冰島政府外國學生冰島研究學士學位獎學金推薦徵選冰島政府外國學生冰島研究學士學位獎學金推薦徵選

教育部辦理紐西蘭政府教育部辦理紐西蘭政府2008年度學士獎學金年度學士獎學金

教育部教育部97年歐盟伊拉斯莫斯（年歐盟伊拉斯莫斯（Erasmus Mundus）碩士獎學金甄試）碩士獎學金甄試

日本東北大學（日本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2008年秋季班交換學生申請年秋季班交換學生申請

日本早稻田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2008年秋季班交換學生申請年秋季班交換學生申請

法國巴黎第十一大學法國巴黎第十一大學2008年秋季班交換學生與攻讀雙聯學位年秋季班交換學生與攻讀雙聯學位

 

總 務 處 訊總 務 處 訊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轉內政部函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轉內政部函告96年度購置、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第年度購置、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第2

次公告申請期間自次公告申請期間自96年年12月月17日至日至97年年6月月30日止乙案，請日止乙案，請   查照轉知查照轉知

為增進全國公教人員福利，公開遴選出彰化銀行承作「築巢優利貸－為增進全國公教人員福利，公開遴選出彰化銀行承作「築巢優利貸－

2007~2008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案，請同仁參考利用。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案，請同仁參考利用。

總務處馬上辦～給您好生活總務處馬上辦～給您好生活

 

人 事 室 訊人 事 室 訊

重要法令及函釋宣導重要法令及函釋宣導

重要活動宣導重要活動宣導

 

會 計 室 訊會 計 室 訊

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中華民國中華民國96年年11月月23日行政院院授主忠字第日行政院院授主忠字第

0960006785號函修正第號函修正第15、、16點，並自點，並自97年年1月月1日生效日生效

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函教育部轉知有關行政院函頒各機關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函教育部轉知有關行政院函頒各機關(構構)、學、學

校及相關基金辦理各類會議及講習之原則，並未禁止前往飯店等民間機校及相關基金辦理各類會議及講習之原則，並未禁止前往飯店等民間機

關關(構構)，舉辦會議及訓練活動，惟在撙節經費之考量下應修先以公設場地，舉辦會議及訓練活動，惟在撙節經費之考量下應修先以公設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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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原則。為原則。

浩 然 新 鮮 報浩 然 新 鮮 報

Elsevier電子期刊談判協商順利完成，電子期刊談判協商順利完成，2008年可正常連線使用年可正常連線使用

圖書館寒假開放時間圖書館寒假開放時間

歡迎報考交通大學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數位圖書資訊組歡迎報考交通大學資訊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數位圖書資訊組

經典經典100+100聯合書展聯合書展--書單清單書單清單

經典經典100+100(電影版電影版)--2008/1~2月日日月月影展主題月日日月月影展主題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大家學日語遠距教學課程大家學日語遠距教學課程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哈佛商業評論哈佛商業評論  全球繁體中文版全球繁體中文版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維普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Chadwyck-Healey Literature Collections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T imes Digital Archive1785-1985 泰唔士報數位典藏回溯泰唔士報數位典藏回溯

資源資源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亞歷山大‧古典音樂樂譜資料庫亞歷山大‧古典音樂樂譜資料庫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亞歷山大‧古典音樂圖書館亞歷山大‧古典音樂圖書館  Classical Music Library

新增電子書新增電子書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Online

新增電子書新增電子書  -WILEY Current Protocols Online 實驗室操作程序工具書實驗室操作程序工具書

 

員 生 社員 生 社 i c o o p

本社配合教職員聯歡謹訂本社配合教職員聯歡謹訂97/1/23(三三)10：：00~16：：30於中正堂地下室於中正堂地下室

舉辦「舉辦「96年度歲末年貨大街」誠摯邀請你來逛大街年度歲末年貨大街」誠摯邀請你來逛大街

年節禮盒專區年節禮盒專區

今年不用辛苦做年菜，便利年菜讓你外帶當巧婦今年不用辛苦做年菜，便利年菜讓你外帶當巧婦

春節短期工讀徵工讀生春節短期工讀徵工讀生

 

醫療品質大躍進醫療品質大躍進    交大「工程」、「醫學」整合大突破交大「工程」、「醫學」整合大突破--

交通大學交通大學2008邁向生醫工程領域新願景暨邁向生醫工程領域新願景暨  「台灣「台灣50影響影響50」校慶活動」校慶活動

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年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年  產業界傑出校友造就全球化的影響力產業界傑出校友造就全球化的影響力

今年四月適逢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週年，半世紀以來，交大校友無論在全

球高科技產業、學術界、文化界等各產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以新竹科學

園區為例，自1980年成立後，90年進入電子產業飛躍成長的年代，當時交大有

將近七成的畢業生進入竹科工作，成為帶動竹科成長快速起飛的先導部隊，也代

表台灣跨入世界高科技產業的領域。吳重雨校長表示，交通大學從五十年前的

20位研究生一棟大樓，直至現在已培養出五萬多名半導體、光電產業與高科技

產業的優秀校友，許多人認為美國有矽谷是因為有史丹佛大學，而交大之於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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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奇美醫院簽訂合作備忘錄。左

起：李源德教授、吳重雨校長、邱仲慶院長

、王志中副院長

科學園區，所扮演的領先的角色也決不遺餘力。

為了彰顯新竹交大五十年來各屆校友在

全球通訊、電子、IT產業、半導體、IC設

計、網際網路、光電、金融、生醫工程、電

影文化等各『產業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並區隔與大陸其他四所交大之不同，交大特

別規劃舉辦『台灣50、影響50』校慶主題活

動。去年底先由各學院、校友會或個人推薦

『產業界』具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校友代

表，今年一月十一日經由校內行政會議主管

票投產生一百位代表，最後透過與第三公正

單位邀集決審委員召開決審會議，票選出產

業界最具有影響力的50位交大校友。決審委員陣容堅強，包含吳重雨校長、交

大榮譽博士李遠哲院士、寶來金融集團白文正董事長、光寶集團宋恭源董事長、

聯強國際苗豐強董事長、遠東集團徐旭東董事長、聯發科技公司蔡明介董事長及

社會公正人士高希均教授、工研院林信義董事長、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暨東元集團

會長黃茂雄等。預定於四月校慶前選拔出產業界最具有影響力與貢獻的五十位交

大校友。

『台灣50、影響50』活動，除了彰顯交大在台灣半世紀以來讓人刮目相看

的貢獻外，更希望能夠再次凝聚校友向心力，期望將來更能搭起兩岸、矽谷高科

技界的平台，以校友的全球化腳步，協助學校一起向國際發聲並發揮更大的貢獻

及全球影響力，那麼交大五十年呈現的成果，同時也是交大邁向未來銳不可擋的

基礎。

畫龍點睛畫龍點睛  交通大學禮聘前台大醫院院長李源德擔任講座教授指導生醫工程交通大學禮聘前台大醫院院長李源德擔任講座教授指導生醫工程

發展發展

交通大學自民國47年博愛校區電子研究所創校至今，已有半個世紀的歷

史，在歷經五十年的淬鍊之後，在電機、資訊等工程領域已有相當傑出的成

績，2007年上海交大針對世界大學工程領域排名，交大更榮膺全球第49名、台

灣第一，但是吳重雨校長認為交大欲躋身世界頂尖大學之林，不應以此為限，應

善用本身的優勢並積極開拓資源，拓展研究領域整合，將交大原本擅長的電機、

資訊工程等領域結合生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進行跨領域整合；這項計畫獲得宏碁

創辦人之一、同時也是思源基金會董事長的黃少華大力支持，黃少華董事長表

示，過去在宏碁時曾經拜訪過李院長討論台大醫療系統以及流程如何資訊化的議

題，因此在科技與醫學的整合面，雙方都達一定的共識與想法；這次很高興能有

機會為交大朝向生醫工程領域發展盡一份心力。

思源基金會的大力支持，感動了前台大醫院院長李源德博士首肯擔任交大講

座教授一職，以其既有的醫界專精認知、豐沛人脈，再加上以實際的行動、跨領

域的整合，帶領交大朝向醫學工程研究領域發展，建立具有高瞻遠矚的「醫療產

業智庫」，並期望將科技與醫學加以完美結合，創造有競爭力又實用的醫療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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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為台灣的經濟發展找到新的活力，也期盼為全體人類帶來更大的福祉。吳重

雨校長表示，工程與醫學結合的議題，在本世紀已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與產業發

展課題，也是新世界的趨勢，交通大學未來朝向生醫工程發展的首要課題，將朝

向用以治療目前醫學無法醫治的神經損傷與疾病。李源德教授表示，未來要努力

從實驗室到病床(From bench to bedside)的團隊整合，著重長程生涯技術的

養成，也要以人才間技術發展(Interpersonal skill development)，解決多

重行業困境。李源德教授擔任交大講座教授後，將積極參與規劃交大MD-

PhD（Doctor of Medicine醫學博士）學程的計畫，另外，也將用心在多樣專

業團隊的養成，同時將發展創新、經濟效益、高品質的實用產品。交大希望可以

藉重李教授在生物醫學領域的專長與宏觀，以及其高效率的領導力，結合交大在

電機、資訊工程領域的領先優勢結合，朝向醫療照護服務、診療儀器設備、生物

技術及製藥產業，共同為人類的醫療品質奉獻心力。

繼往開來繼往開來   交大智慧型仿生裝置研究中心，生醫工程的先鋒部隊交大智慧型仿生裝置研究中心，生醫工程的先鋒部隊

交大去年九月成立的『智慧型仿生裝置研究中心』(Intelligent

Prosthesis Research Center) 積極延攬各界優秀研發人才，已規劃成立

MEMS lab（微機電系統實驗室）、生醫電子元件實驗室、加速測試實驗室、神

經訊號量測實驗室與動物中心；而目前正在著手進行的『仿生系統平台技術』，

未來與工研院、台大醫院、奇美醫院、台北榮總、長庚醫院、成大、陽明、北

醫、中國醫學大學、台積電、聯電、奇美醫院等研發、產業、醫學等各界會有密

切的合作關係，台積電及聯電也會提供免費的晶片製作。交大未來將朝向1.人工

視網膜；2.腦深層刺激手術；3.脊髓損傷；4.神經認知等醫學應用面前進，希望

可以改善黃斑老化、色素性視網膜炎、帕金森氏、癲癇、癱瘓、及神經損傷患者

的生理狀況，提高患者生活品質

本日交通大學也正式與財團法人奇美醫院簽署合作備忘錄，由邱仲慶院長與

吳重雨校長代表雙方簽約，未來交大與奇美醫院將針對生醫電子工程相關的研究

項目發展長期合作關係，奇美醫院邱仲慶院長表示，交大未來所朝向的生醫目

標，剛好與奇美醫院一直以來深耕的領域可以相互結合，未來可以期待雙方的合

作會使電子科技帶入臨床醫療與居家照護領域，以期改善整體醫療環境品質，嘉

惠更多國人；目前交大也已經與成大合作，由成大提供動物model作為實驗之

用。吳重雨表示，智慧型仿生裝置研究中心將會研發出本土第一個可以植入人體

的電子元件。

【2008-01-21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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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司法開新猷，交大科法創紀錄台灣司法開新猷，交大科法創紀錄--智慧財產法院半數法官出自交大科技智慧財產法院半數法官出自交大科技

法律研究所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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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籌劃多年之智慧財產法院，今年七月一日正式開張，為我國司法展開

新的一頁。智慧財產法院法官經多次決選，最後確定八名法官，其中四位為交大

科技法律研究所學生，為交通大學建立專業教育的典範。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學生蔡惠如、陳國成、林欣蓉、陳忠行，在全國法

官長達一年的智慧財產法院法官選訓中，脫穎而出成為智慧財產法院創院法官。

其中蔡惠如為台灣第一個科技法律博士，除了在交大畢業外，也於2005年取得

與科法所長期合作，授與雙聯學位的美國芝加哥馬歇爾法學院的碩士；陳國成法

官是高等行政法院資深的智慧財產法官，擁有交大科法碩士，現就讀博士班：林

欣蓉為科法所碩士，也取得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碩士；陳忠行法官就讀科法

所碩士班。

這四位法官中，兩位男性法官（陳國成、陳忠行）專長與資歷都高人一等，

才能入選；至於兩位女法官（蔡惠如、林欣蓉）相較於其他選訓法官，雖然司法

官期別最晚，但因為其國際化程度以及專業能力表現傑出，最終也脫穎而出。

交大科法所創所以來，即強調法學實證、國際化與科際整合，這次能夠入選

高達半數的專業法官，其來有自。在創所所長劉尚志教授的掌舵下，秉持歡樂學

習、親愛精誠、榮譽創新、崇實篤行的精神，於科技法律領域上追求領先樹立典

範。在課程內容安排上強調對於智慧財產權理論實務的學習，並且提供美國智慧

財產權的教學，讓學生可以充分了解智慧財產權的內涵，奠定堅實的專業能力。

二十一世紀為知識經濟時代，在科技發展及商業型態的多元化下，知識經濟

社會所產生的問題因此叢生。許多專利、商標及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無論在性

質上或是權利保護上以與傳統的財產權有所不同。尤其近年來國家發展高科技產

業，各公司投資鉅額研發軟體等技術，如果欠缺著作權的保護，將使研發成果淪

為他人剽竊的對象，影響國家競爭力甚鉅。

智財權不僅在量上成長迅速，於質更是不斷變更，其衍生之相關問題，突顯

傳統法律無法因應的窘境。因此，舉凡各法治先進國家、甚至部分開發中國家，

皆不得不重視智財權的保護，特別是相關訴訟制度的建立。新設立的智慧財產法

院，是第二審法院，爾後舉凡專利、著作、商標等之訴訟，當事人可以就地選擇

地方法院進行第一審，或直接選擇新設立之智慧財產法院進行第二審來解決紛

爭。這是台灣司法史上第一次創設的智慧財產專業法院，在挑選適任的法官時，

特別考量智慧財產權的專業學經歷，因此部分在進入司法體系時，期別較低的法

官，也可能超越傳統重視資歷倫理的司法體系，成為優先拔擢的人才。智慧財產

法院依法設置專業法院及檢察分署處理智慧財產相關案件，揭開台灣司法界另一

個新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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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借書王李世揚同學(李世揚提供)

交大科法所不拘泥於成規，跳脫傳統法律學習窠臼的教學策略，近年已展現

驚人的成果。不僅成為全國留學比率最高的法律研究所、首創與美國法學院的雙

聯學位，更於WTO模擬法庭辯論賽中成為唯一非英語系國家入圍決賽者；而已

經舉辦十年的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更是台灣法律界的盛事。今年在智慧財產權法

官決選上表現優異，卓越的成績證明交大科法所充分實踐經世致用的理念，帶領

台灣法學教育的新發展充滿了期待與信心。

【2008-01-21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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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借閱王交大借閱王   逛圖書館成為生活樂趣逛圖書館成為生活樂趣

郝明義先生說：「沒有越界，不成閱讀，尤其在網路時代。這麼有趣的事

情，再晚開始都不遲！」交通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於去年底為鼓勵閱讀風氣，展

開為期一個月的「經典100+100閱讀」活動，分別由交通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

推薦100本經典書籍，以及舉辦系列活動。

在此次活動中榮獲交通大學借書王榮銜

的李世揚同學，目前就讀交大音樂所碩三，

進入交大短短兩年半的光景，在浩然圖書館

的借閱紀錄累積高達1331筆。愛好藝術的

他，借閱記錄中全是音樂、建築、繪圖等藝

術類書籍與光碟、CD。李世揚表示，他每天

都習慣踏入圖書館，「這是一種尋寶的樂

趣！」每天都會在書架旁穿梭尋寶的他，並

沒有刻意要搜尋的書籍，「這樣才能經常發

現新寶藏與新樂趣。」他最常看的書籍是藝

術家傳記、書信以及後人為其撰述的生平。

遺傳自父親的藝術細胞，父親為專業琴師的

李世揚，比父親更熱愛音樂，家中的CD已超過上萬張，甚至還有充滿復古風情

的黑膠唱盤，在所有的借閱資料中，典藏CD也佔了七成左右。

看一本漫畫書都要花一、兩個鐘頭，自認為看書的速度慢，因此更愛看電

影，交大視聽中心也經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全身上下都充滿藝術家品味的他，

看的電影也偏好藝術類型，李世揚推薦大家由一位大陸的張楊導演所導的「昨

日」，英文片名為「Quitting」，「昨日」內容就和英文片名一樣，主要描述

一位吸毒的男子戒毒的過程，主角請到曾經實際經歷過吸毒、戒毒者擔綱演出，

而一路始終不放棄陪伴、並且全心幫助孩子戒毒的父親、母親在現實生活中，也

是主角的家人。李世揚表示這部戲將這些演員過去痛苦不堪的日子重新詮釋、演

出，是一部類似紀錄片的拍片方式，戲劇中演員的真實情感流露，讓人感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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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也讓他對父母的情感更加濃厚。

高中時就讀台南藝術大學七年一貫制音樂系的他，讓他因為沒有升學壓力而

提早發揮獨立自主的精神，「每個學生都可以自己安排時間，作自己的主人。」

而當時的台南藝術大學非常偏遠，學生人口又少，空閒的時候只好上圖書館解

悶，自然而然讓李世揚培養閱讀習慣並且累積了豐富的知識寶庫。

目前就讀於音樂所的他，每天都要練彈琴至少四個鐘頭，而其餘空閒的時間

就拿來讀書、聽CD、看電影。李世揚害羞的表示，雖然他的電腦技巧不是很靈

活，但是談到音樂、藝術，他充滿自信並且滔滔不絕呢！他也建議大家可以嘗試

接觸非大眾文學、電影，因為「非大眾化通俗的而藝術層次較高的經典之作，像

是藝術電影，古典音樂等，能夠經過久遠歷史的篩選而被時代流傳下來，必有其

存在價值」，只要用心嘗試，就會發現許多被大家認為無聊、不好看的書籍、音

樂、書籍，原來隱含了很多豐富及創新的價值與觀念；最後，李世揚也鼓勵大家

可以多推薦圖書館買書，「因為真的會買，很神奇喔！」

【2008-01-21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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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型月刊第九期出刊囉！超薄型月刊第九期出刊囉！

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於1/17出刊，本期主題為行政院多元就業方案行

銷企劃創意競賽與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得獎者訪談，並邀請到副教務長暨教學發

展中心主任張靄珠教授分享出訪紐約大學交流教學的經驗及趣談。詳情請參閱第

九期網站 http://academic.nctu.edu.tw/ctld/epaper/9/index.html。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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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優課程抵免成績查詢霹靂優課程抵免成績查詢

霹靂優課程抵免 已放在成績查詢系統， 請同學上網查詢。

暑期修讀之霹靂優課程：「程式設計」、「化學(一)」、「網路、傳播與社

會」、「大學入門：通識九講」，抵免已放在註冊組網頁在校生成績查詢系統網

址：http://reg72.adm.nctu.edu.tw/RegWebScoreQuery/

【教務處註冊組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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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班生學位考試學籍及成績處理原則碩、博士班生學位考試學籍及成績處理原則

一、本校各學年之第一學期開始日為8月1日，第二學期為2月1日。

二、碩、博士班生學位考試學籍處理原則，依其修業年限說明如下：

（1）修業年限屆滿研究生：本學期最遲需在1月31日當學期結束日前，通過完

成論文考試成績及繳交「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方可取得學位，逾此期限未完

成論文考試成績及繳交「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者，依學則第十四條應予退

學。

（2）修業年限未屆滿研究生：於1月31日前通過論文考試，未能於次學期二週

內完成論文審查繳交「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者，則96學年第二學期仍應註

冊。

三、成績處理原則：畢業學期為繳交論文考試成績及「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之在學學期。已完成論文考試成績及「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繳交，跨越新學

期仍未辦理離校程序者，其學籍依已畢業處理。2月提請並通過學位考試學生，

其畢業年度學期為新學期，畢業成績亦以新學期處理。

四、2月份通過學位考試者，辦理畢業離校時繳交費用依「學生離校退費作業要

點」辦理，簡述如下： 

 （1）2/1至2/15開學前：繳交學生平安保險費及急難濟助金；

 （2）2/18開學後離校者,則須先繳交全額學雜費，之後再辦理離校：

1.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1/3離校者，退費2/3。

2.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2/3離校者，退費1/3。

3.學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3/2離校者，不退費。

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授予作業規

章：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getFile.aspx?

type=6&id=0027bcd4-ba6f -40e2-9104-42a04a242ef1

【教務處註冊組提供】

↑↑top

 

 

96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學年度學雜費收費標準

 

類別 收費項目 96學年度標準 適用院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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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

學士班學費 17680 電機學院、資訊學

院、工學院 

、生物科技學院、理

學院（電物系、應化

系、分子所、理學院

產業研發專班）

學士班雜費 11310

碩博士班學雜費基數 13470

碩博士班選讀生學雜費基數 2240

二類

學士班學費 17680 理學院（應數系、數

科所、統計所、物理

所、理學院專班）、

管理學院

學士班雜費 11060

碩博士班學雜費基數 12980

碩博士班選讀生學雜費基數 2160

三類

學士班學費 17510 人文社會學院 

客家文化學院學士班雜費 7260

碩博士班學雜費基數 12980

碩博士班選讀生學雜費基數 2160

- 學士班延修生學雜費基數 1500 -

-

學士班學生學分費 1200

-

教育學程學分費 1200

一般碩博士生學分費 1590

EMBA學分費 10000

在職專班學分費 5000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學分費 2500

音樂個別指導費 11670

各類收取說明事項詳閱註冊組網站：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action.aspx?id=ea2d3a5c-25bb-

4176-b53b-8ea830550461

【教務處註冊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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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最優質的數理好書「最優質的數理好書「Riesz位勢與位勢與Sobolev不等式」隆重出版～不等式」隆重出版～

「這是一本好書，要慢慢的讀。」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劉太平教授推薦

本書由應用數學系林琦焜教授撰寫，書中特別介紹量綱（因次）分析

（ D i m e n s i o n a l Analysis）這個簡單但重要的觀念、直觀且有感覺地理解

Riesz位勢及其相關主題。讓讀者能從公式中解釋各項之意義，並體會公式（或

方程式）本身之物理或幾何意義。此外，並針對每一節中相關主題或數學家作簡

要的介紹，讓讀者對於數學史有基本的認識，以增加對本書閱讀樂趣。交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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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 http://press.nctu.edu.tw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提供】

↑↑top

 

 

「仲夏夜之夢」英文讀本，隆重出版～～「仲夏夜之夢」英文讀本，隆重出版～～

交纏的情愛、妙趣的魔法

究竟是精靈的玩笑  還是仲夏夜的一場夢境

請看由沈定濤老師編著的莎翁名著「仲夏夜之夢」　為您一解謎惑

本書為莎士比亞喜劇名著「仲夏夜之夢」英文讀本。編者在書中每一景前，

均提供簡明扼要的摘要，對時間、地點、進場人物加以說明。並針對故事中不同

場景的重要名詞、單字及典故，標示詳盡且易懂的注解，以及學生繪圖或表演等

創意活動的插圖。希望能讓非人文、西洋文學領域的讀者瞭解莎翁名著，且作為

西洋文學通識教育的參考。交大出版社出版 http://press.nctu.edu.tw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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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補給站健康補給站-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

1. 何謂高尿酸血症？

普林是體內遺傳物質上的一種含氮物質，普林可來自於身體自行合成、

身體組織的分解及富含核蛋白的食物；普林經由肝臟代謝形成尿酸，最

後由腎臟將尿酸排出體外。當男性每100毫升血液中的尿酸值在7毫克

以上，女生在6毫克以上時，便稱為高尿酸血症。

2. 可能造成高尿酸血症的原因：

攝取富含普林或導致普林合成增加的食物。 

尿酸的合成增加。

腎臟排除尿酸受阻。

腸道排除尿酸受阻。

長期高尿酸血症可能引起痛風性關節炎、腎臟病、尿路結石，並常併有

高脂血症、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

資料來源：衛生署網站

http://www.doh.gov.tw/lane/health_edu/l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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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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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起住宿生包裹服務通知年起住宿生包裹服務通知

1. 住宿學生『台灣郵政包裹』由97年1月1日起，由住服組各區管理員收

發。

2. 包裹領取以宿舍區域劃分：北區（9、10、11、研一舍）、竹軒、南區

（12、13、研二舍）、東區（7、8舍）、女二舍。

3. 包裹領取規則：

（1）包裹一律書寫「宿舍、寢室、姓名、聯絡電話」，方便郵差及管

理員點收、發放管理作業。

（2）為提高服務時效，包裹管理發放時間14天（15天後未領取者退

件），包裹發放時間原則為每日19時至23時。

（3）住宿學生一律攜帶學生證或身份證領取包裹。

（4）包裹名單將張貼於一樓進出門口附近公告欄內。

（5）宿舍區不提供非住宿生包裹服務。

（6）其他掛號信件，仍請攜帶學生證至文書組領取(領取時間為週一至

週五8:00-17:00)。

【住宿組提供】

↑↑top

 

 

九十七學年宿舍電腦分配作業第一階段公告九十七學年宿舍電腦分配作業第一階段公告

主旨：九十七學年度學生宿舍申請第一階段上網取得住宿權公告，欲住宿者及保

障床位同學均須上網，逾期視為放棄恕不補辦。

說明：

一、申請對象：本校全體同學（九十六學年大學部一、二、三年級、碩一生、博

士原住宿生）以網路申請辦理。

二、申請分配方式及流程請參閱網址http://housing.adm.nctu.edu.tw/住服

組，申請問題請洽住宿服務組校內分機31495、31497或專線03-5131495、

03-5131497。

三、宿舍網路申請請參閱http://housing.adm.nctu.edu.tw/，點選「宿舍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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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生宿舍申請系統(Server1) ( http://140.113.101.83 ) 

2、學生宿舍申請系統(Server2) ( http://140.113.101.84 ) 

四、住宿權取得

(一)申請時間：97年2月18日上午9時至3月3日下午15時止。

(二)全體同學、優先保障分配同學上網申請住宿權。依分配規則下列同學不具申

請資格，請勿上網：1.應屆畢業生、2.在職專班學生、3.被取消住宿權之學生。

(三)大一新生進入系統後進行宿舍第一階段申請需填寫「住宿概況調查」，做完

問卷後才能完成第一階段申請。

(四)未取得序號及住宿權者，不得進入第二或第三階段。

五、宿舍申請分配均以電子郵件與同學聯絡，同學需於宿舍申請系統登記填列電

子信箱。未及時登記或登記錯誤而延誤宿舍申請者，本組不予補辦。

六、本次網路宿舍申請第二階段原寢室資料之認定時間為97年3月9日下午3時

止，逾期交換寢室者概以未交換前原寢資料認定比對分配。

七、宿舍分配以申請時間截止後資料庫內之資料作分配，與上網時間先後無關。

八、保障床位生指符合本校學生宿舍輔導辦法內規定且已來本組登記者為限。

九、九十七學年度宿舍五階段時程及作業內容詳見本組96.11.27發各寢室系所

之「97學年度宿舍申請作業流程」卡片或逕上住宿服務組網頁「97學年宿舍申

請流程」查詢。

【住宿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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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卓越人才資源網」平台，延長開放試用至本校「卓越人才資源網」平台，延長開放試用至97年年2月月29日止，歡迎同日止，歡迎同

學多加利用。學多加利用。

一、本校為加強推動同學職涯發展及輔導就業服務，與104人力銀行合作推出校

園「卓越人才資源網」平台，供同學登錄操作。本平台原試用至96年12月31日

止，但因試用期間不到一個月，許多同學來不及加入使用，經104人力銀行同意

延長開放試用至97年2月29日(星期五)止，歡迎同學多加利用平台。

二、【操作流程】

請先進入交通大學「卓越人才資源網」 網址：http://nctu.104mate.cc/

步驟１：請點選「加入會員」。

步驟２：填寫個人資料(請同學以詳細資料刊登)，輸入學校郵件，點選「確認完

成註冊」。

步驟３：確認加入會員後，請於學校郵件接收認證信件，並即點選完成會員認

證，才算完成流程，即可使用平台內功能。

三、平台功能簡介如下:

(一)學生檔案功能：可編輯個人檔案及在校學習歷程紀錄，包括修課紀錄、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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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紀錄、實習打工經歷、生涯目標、職涯目標等資料，畢業前可將相關資料整

合為一份完整的個人履歷表，有助於爾後升學及就業時能力展示的證據。此外並

可透過本功能之「找同學」，同學之間可互動留言鼓勵對方，分享個人經驗與資

訊交流，以達相互觀摩、相互成長之功效。

(二)職涯量表功能：提供「職涯興趣量表」測驗，透過量表的施測，讓同學能自

我瞭解，有助同學設定個人未來生涯及職涯目標。

(三)工作機會功能：提供同學打工、實習及找正職工作的資訊，並可依個人設定

的條件進行工作媒合配對，提供合適的工作機會。

四、操作使用上如有問題，請洽就輔組康先生處理(校內分機：50663)。

【學務處就業與升學輔導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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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應化系張豐志教授及電子系曾俊元教授榮獲國科會恭賀本校應化系張豐志教授及電子系曾俊元教授榮獲國科會96年度傑出特年度傑出特

約研究員獎約研究員獎

一、依國科會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3年期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3條規定：

計畫主持人執行本計畫，最多以2次為限。第2次執行，僅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

核給特約研究主持費，不再同時頒給獎牌；而於執行2次本計畫期滿時，頒給傑

出特約研究員獎牌。

二、國科會為編印96年度研究獎項獲獎人專輯，於97年1月4日函送「96年度傑

出特約研究員獎獲獎人名冊」，本校應化系張豐志教授及電子系曾俊元教授於

90年8月1日至96年7月31日期間執行2次特約研究計畫，執行期滿榮獲國科會

96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文函附件已印送通知所屬系所轉知教師，請各獲獎

人於1月23日前依規定提供相關資料之電子檔。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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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生科系曾慶平教授榮獲國科會恭賀本校生科系曾慶平教授榮獲國科會96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

一、國科會96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已審定，來函及獲獎人名冊已印送通知生科

系轉知獲獎人曾慶平教授，請於97年1月25日前至計畫業務組校正資料並簽章

俾憑寄送請領收據辦理請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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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國科會傑出產學合作獎遴選作業要點規定，獲獎人於獲獎當年度不得重複

領取傑出研究獎獎金、特約研究主持費及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原獎勵金30萬

元扣除已核給曾教授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12萬元，國科會將依規定核撥差額18

萬元整。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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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受理申請年度「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受理申請

本件至97年2月20日止受理申請。文函已印送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教師

參辦。申請人請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97年2月15日

前彙整及上線造具申請名冊一式1份附同送存資料交計畫業務組彙辦。已依去年

公告之規劃重點提出計畫申請並已執行1年者，仍可依原主題申請延續計畫。本

計畫「研究重點規劃及執行簡要」及「申請要點」請至國科會網頁最新消息查詢

(http://web.nsc.gov.tw/kp.asp?url=http://www.nsc.gov.tw/

_newfiles/proj_content.asp--RecNo=5626)。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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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2008台法雙邊台法雙邊(NSC-ANR)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本件至97年2月28日止接受申請，文函附件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教

師參辦。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請於97年2月25日前由所屬

單位彙整造具申請名冊一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注意事項詳參文函及申

請須知或請自行上網查詢（網址：http://www.nsc.gov.tw/）。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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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國立交通大學思源創意競賽，開始受理報名，請同學把握時機踴躍年度國立交通大學思源創意競賽，開始受理報名，請同學把握時機踴躍

報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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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國立交通大學思源創意競賽」，現正開始受理報名。歡迎大學部

學生組隊參賽，以「隊」為單位，隊伍需有一位指導教授，每隊1~5人。競賽

主題由參賽隊伍自訂，主題及作品以第一次發表為限。競賽分為A、科技應用

組：以研製、開發具創意之應用產品為主；B、人文服務組：以開發具創意之服

務功能產品為主。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2/15截止，有意參加思源創意競賽之隊伍請向研發處研發

企劃組陳善理小姐報名(ext.31232，e-mailslchen@mail.nctu.edu.tw)。

詳情可參閱網頁http://rdweb.adm.nctu.edu.tw/page.php?serial=358，

並請注意相關報名時程與需繳交檔案文件。

【研發處研發企畫組提供】

↑↑top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申請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申請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大陸地區研究生來臺研

究、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及補助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申

請截止日期為97年2月20日，相關表格可至校園公告下載。

 

【國際處提供】

↑↑top

 

 

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碩士學位課程招生碩士學位課程招生

本獎學金係一年之碩士課程，可申請UCL研究生獎學金或政府獎學金，不需

GRE測驗成績。詳細資訊可至UCL網站http://www.ucl.ac.uk/propective-

students/ 查詢或至國際事務處索取招生簡章。

 

【國際處提供】

↑↑top

 

 

Tokyo Institute of Techonology碩士學位課程招生碩士學位課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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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語授課系所：Social Engineering (Economics Program) 或其他

系所。

2. 日語授課系所：I ndus t ria l Engineering, Social Engineering,

Human System Science以及Value and Decision Science。

3. 申請截止日期：2008年6月；面試日期：2008年8月。詳細截止日期將

於2008年3月，於該校網站上公佈。

4. 詳細資訊可至該校網站（http://www.titech.ac.jp/）查詢或至國際

事務處索取招生簡章。

 

【國際處提供】

↑↑top

 

 

日本豐橋技術科學大學（日本豐橋技術科學大學（T oyohashi University of T echnology）國際）國際

學生英語碩士學位課程招生學生英語碩士學位課程招生

1. 特為國際學生設置之全英語碩士課程。

2. 學生可申請日本政府或其他機構提供之獎學金。

3. 有興趣的同學可參閱豐橋技術科學大學網站

（http://www.tut.ac.jp/english/admission/composite.html）

或至國際事務處領取招生簡章。

4. 申請收件時間：

自費者：2008年2月1日至2月29日、6月2日至6月30日。

申請IDB獎學金者：2008年1月4日至1月18日。

申請日本政府獎學金者：2008年2月1日至2月29日

 

【國際處提供】

↑↑top

日本東北大學（日本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國際學生英語碩博士學位課程招生）國際學生英語碩博士學位課程招生

1. 特為國際學生設置之全英語碩士課程：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for Advanced Science (IGPAS) 2008。

2. 申請截止時間：2008年1月31日。

3. 名額：2名。

4. 有興趣的同學可參閱日本東北大學網站（http://tohoju.ac.jp）或至

國際事務處領取招生簡章。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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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2008-2009冰島政府外國學生冰島研究學士學位獎學金推薦徵選冰島政府外國學生冰島研究學士學位獎學金推薦徵選

1. 為鼓勵各國青年研究冰島語言文化，高中畢業以上，35歲以內，

英語能力強者3名，經教育部審核通過者，可前往冰島大學人文學院攻

讀冰島研究學士學位。甄試簡章可至國際事務處最新公告處下載使用。

2. 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月28日止，欲申請同學請於截止日期前，將申請

資料送交本處，由本處統一彙整後寄出。

 

【國際處提供】

↑↑top

教育部辦理紐西蘭政府教育部辦理紐西蘭政府2008年度學士獎學金年度學士獎學金

1. 本項獎學金獎助對象：為高中畢業以上優秀學生並符合紐西蘭大學入學

資格者(網站 http://www.newzealandeducated.com）。

2. 獎助方式：自2008年8月起，為期3年攻讀學士學位，紐方提供全額學

費，教育部另補助每月生活費美金200元。

3. 此項獎學金報名截止日：97年1月31日前（以郵戳為憑），一律採通訊

報名。報名應繳書件掛號郵寄至教育部國際文教處（地址：台北市中正

區中山南路5號）並於信封註明「報名2008年紐西蘭獎學金」。

4. 相關訊息請至國際事務處網站查詢 http://www.ia.nctu.edu.tw/。

 

【國際處提供】

↑↑top

教育部教育部97年歐盟伊拉斯莫斯（年歐盟伊拉斯莫斯（Erasmus Mundus）碩士獎學金甄試）碩士獎學金甄試

1. 本項獎學金年限為１年，獎助對象：歐盟伊拉斯莫斯碩士課程獎學金備

取生，並經教育部甄試通過者；

2. 獎助金額：１２０００歐元。有意申請者，請依所附簡章，於９７年５

月３１日前向我國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處文化組完成登記。

3. 相關訊息，請至國際事務處網站查詢http://www.ia.nctu.edu.tw/。

 

【國際處提供】

↑↑top

 

 

日本東北大學（日本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2008年秋季班交換學生申請年秋季班交換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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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資格：本校大三或大四，專攻科學、工程或教育領域之同學。

2. 申請截止日期：即日起至2月1日，請繳交至國際事務處。

3. 審查公佈時間：2008年6月底。

4. 可申請JASSO短期交換學生計畫獎學金，詳細獎學金計畫資訊將於日後

公佈（網站http://insc.tohoku.ac.jp/infor-IES.htm）。

5. 有興趣的同學可參閱日本東北大學網站（http://tohoju.ac.jp）或至

國際事務處領取招生簡章。

 

【國際處提供】

↑↑top

 

 

日本早稻田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2008年秋季班交換學生申請年秋季班交換學生申請

1. 申請收件時間：即日起至2月1日，請繳交至國際事務處。

2. 有興趣的同學可至國際事務處或參閱早稻田大學網站

（http://www.waseda.jp/cie/index.html）下載報名表與相關資訊

或索取招生簡章。

 

【國際處提供】

↑↑top

 

 

法國巴黎第十一大學法國巴黎第十一大學2008年秋季班交換學生與攻讀雙聯學位生年秋季班交換學生與攻讀雙聯學位生

1. 名額：交換學生 — 三名

2. 雙聯學位生 — 1至2名

3. 申請攻讀雙聯學位者可申請法國當地政府之獎學金。

4. 申請資格：需有法文相關檢定。

 

【國際處提供】

↑↑top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轉內政部函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函轉內政部函告96年度購置、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第年度購置、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第

2次公告申請期間自次公告申請期間自96年年12月月17日至日至97年年6月月30日止乙案，請日止乙案，請  查照轉查照轉

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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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97年1月7日台總(一)字第0970002295號書函、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97年1月3日局授住字第0960308021號函暨內政部96年12月12日內授營

宅字第09608078381號函辦理。

二、查內政部依「住宅補貼作業規定」第3點辦理96年度租金、購置及修繕住宅

貸款補貼等3項作業，於96年12月14日依內政部台內營字第0960807538號令

修正並發布「96年度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申請須知」及「96年度修繕住宅貸

款利息補貼申請須知」等兩項作業規定，同時通函各縣市政府，依修正後之第2

次申請公告期間即自96年12月17日起至97年6月30日止辦理該兩項作業之申請

及審查事宜。各機關員工符合條件者，可洽各該縣市政府購買申請書，並在上開

申請期限內洽上述機關辦理。

三、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為增進公教福利，協助公教

員工解決居住及日常生活各項資金需求，另規劃辦理之「築巢優利貸－2007-

2008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及「貼心相貸－2007..2008公教員工消費性貸

款」，分別遴選彰化商業銀行及合作金庫銀行承作，其利率優惠，且無貸款條件

及名額限制，歡迎公教同仁參考選擇運用。網址：http://www.hwc.gov.tw。

內政部公告網址：http://www.cpami.gov.tw/web/業務新訊/公告96年度購

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修繕住宅貸款利息補貼第2次受理申請.html

本案聯絡人：保管組陳小姐51906。

 

【保管組提供】

↑↑top

 

 

為增進全國公教人員福利，公開遴選出彰化銀行承作「築巢優利貸－為增進全國公教人員福利，公開遴選出彰化銀行承作「築巢優利貸－

2007~2008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案，請同仁參考利用。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案，請同仁參考利用。

一、為增進公教員工福利，協助解決居住問題，轉介適當優惠貸款管道，本局公

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以下簡稱住福會)結合社會資源，透過公開招標方式，

自去(95)年11月1日開辦『築巢優利貸』以來，普獲公教同仁好評，申貸者相當

踴躍。為繼續服務同仁，本(96)年遴選彰化銀行得標承作「築巢優利貸－

2007~2008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自本(96)年11月1日起開辦至98年10

月31日止，為期二年。

二、本貸款之特色如下：

(1)貸款對象：中央及地方各級機關、公立學校編制內員工，以及公營事業機構

編制內員工。

(2)優惠利率：目前年息2.915％，未來則按臺灣郵政二年期定儲利率固定加

0.36％機動調整。

(3)額度：以擔保品可貸金額為上限，並依借款用途、償還能力與銀行擔保品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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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規定辦理。

(4)擔保品：提供本人或其配偶之不動產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予銀行作為擔保。

(5)償還方式：本金寬緩期最長為核貸期限四分之一，借款人得隨時提前還款，

不收任何費用。

(6)還款年限：最長20年。

(7)貸款名額：貸款名額無限制，借款人逕向銀行申請辦理，由銀行保留最後審

核權。

(8)貸款資金與風險：資金由承辦銀行自行籌措，並負授信風險，住福會不負擔

利息補貼責任。

三、辦理方式：請惠予轉知有意申辦之同仁，逕洽彰化銀行各地分行。又政府對

本貸款並不負貼補利息責任，或給予其他補助；如因本貸款與銀行發生任何糾

紛，應依貸款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解決，本局或住福會並不涉入處理。

四、查詢網址：www.hwc.gov.tw(本局住福會)、www.chb.com.tw (彰化銀

行)。洽詢電話：(02)2536-2951，0800-365-889，或彰化銀行各地分行。

 

【保管組提供】

↑↑top

 

 

總務處馬上辦～給您好生活總務處馬上辦～給您好生活

 

總務處《馬上辦中心》GO..GO..GO…“ “珍惜您的建言，美化我們的生活””

馬上辦記錄摘要：

Q1
博愛校區後門學府路頻發生師生車禍，為顧全校區教職員生進出安全，請總務處

協助向有關單位在學府路處，申請紅綠燈為宜。

A1
經駐警隊劉隊長與交通局連繫申請，未獲同意因該出口非屬十字路口或丁字路口

依規定無法施作，不過可於校門出口兩側路面噴慢行字樣，請駕駛注意。

Q2

因為學校規劃烤肉區一案，學聯會受到課外活動組委託一同學幫忙規劃烤肉區內

需要的設施。因為實地草木叢生，不方便直接地走到各個角落查看情形，無法對

現地有較全面性的認識，所以想由總務處這邊取得現地（研二舍至新南大門之間

的陸橋下方）的地形圖與剖面圖，惟不知這些資料是否能讓學生取得？

A2
您要的地形圖與剖面圖，請您直接到營繕組〈綜合一館對面一棟四層樓房，他們

在三樓〉找王組長索取。分機31699

Q3
請貴單位定期測試這個留言信箱,因為我發現有時候我驗證碼打對,但是還是顯示

"驗 證碼" 錯誤!真的會讓人無言以對!

A3 已請系統維護師測試完成，已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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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今天中午到學生活動中心自助餐用餐，選菜時台面上沒有綠葉的菜，發現台下有

兩盤綠葉的菜就蹲下自己夾，此時立刻被工作人員制止，不能夾底下的菜。我說

想要吃青菜，工作人員直指小黃瓜這也是青菜，態度很差，當場很想盤子放下我

不吃了。這種我提供什麼你就得吃什麼，完全不理會客人需求的老大態度不適合

做服務業。

A4

勤務組已在12/05上午與餐廳負責人溝通與反應後，要求該餐廳負責人再加強工作

人員服務態度及員工教育訓練，並且改善配菜流程與方式，因此造成您用餐不愉快

地經驗該餐廳負責人也釋出誠意表示深感抱歉。

Q5

垃圾分類是環保很重要的一環，交大同學的執行力雖有待改進，但其主要原因在於

分類的標示與項目不合於人性，且標示不明。建議若可增加分類桶可多分幾類拆除

舊標示，重新張貼大而明顯的標示，希望校方以可以讓大家不加思索便可丟垃圾為

原則，建構新宿舍分類系統，進而提升宿舍品質，增加清潔人員工作效率，促進地

球環保。

A5

住宿組想法..

A、宿舍垃圾桶一律放置一樓，同學離開宿舍時隨身帶下來，節省搬運人力。 

B、以宿舍區擇地隱蔽、美化設立垃圾回收區，由專人看管分類，住宿學生下樓

親自丟棄，讓清潔工回歸主要工作--打掃。

C、百姓居家生活，都是居民送垃圾

置垃圾 車內，住宿學生是否可以將垃圾放置學校指定地點。

Q6

該噪音無關於本人辦公室周邊，而是發自人社一館鐘樓頂端的上下課鐘聲喇叭，

疑似 線路接觸不良而發出訊號噪音，在人社一館周邊一兩百公尺範圍都可以聽

到，下雨天刮風時尤其明顯，噪音時大時小。煩請檢查喇叭線路，以免形成長期

低頻噪音。

A6 事務組已招商修護完成。

Q7
上面顯示熱水不熱已經好幾天了，更離譜的是今天才11/29  ，上面的維修表已

經簽到11/30了！！！http://140.113.249.50:2955/005.jpg

A7 已通知衛保組招商維修並通知改善。

Q8

13舍全家麵包缺貨的事情.首先很高興勤務組有幫我們學生向全家反應麵包的事

情了, 非常感謝學校的幫忙.。但是, 目前得知全家現在批外面的麵包來賣,這就

算了, 還不開發票,理由是"開發票要繳稅"??

A8

因為學校於12月9日施工停電，所以造成全家便利店之電腦系統出現問題，無法

進貨。但全家便利店為服務同學，於是由外面賣場訂購麵包，因此這些天麵包無

法折扣、亦無法開立發票。（以上訊息，已由全家便利商店將事情原委張貼於BB

S編號29969， 歡迎同學上網點看）。全家便利店可望於下午恢復正常的服務水

準。

Q9 十一舍三樓廁所第一間漏水,請派人盡快處理,

A9
已請學務處住宿組派人修護，隔日經住宿組組長親赴現場未發覺有漏水問題，

可否請同學直接連絡喬組長 分機 31606

Q10在景觀大道的末端(靠近南大門停車場那裡)有電線裸露, 建議將其藏起來。

A10營繕組已派員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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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請問學校書局，可以請進像是光南這種書店嗎? 光南文具又多、又便宜，對於

我們這些窮學生是非常適點的。原校內的愛因斯坦書局文具少，價格又太貴了。

A11

光南全名為光南大批發，「前身為光南唱片，於民國83年增資轉型為複合式賣場

，為全省連鎖流行用品商店。愛因斯坦書局文具少，價格又太貴”乙節，本組已反

應予愛因思坦書局知悉同學之訴求，請業者以增加文具之種類及儘量多提供促銷

商品、降低價格為改善目標。

Q12

路上有缺磚塊, 請看連結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r881011&b=32&f=

1943286363&p=18

A12
通往H車棚的石板步道，日前被移樹廠商壓壞的，部份已經復原另有幾片破損及

路面不平部份預計本週內可修復整平。

Q13
電資大樓七樓實驗室，從上星期就沒有冷氣了，由於實驗室電腦眾多，沒有冷氣

會造成室內悶熱，麻煩請處理。

A13電資大樓技士已另行發通知告訴大家空調因天氣冷出現的問題，並告知解決方法。

Q14
游泳池旁環工大樓施工現場開音樂聲過大，影響清華大學學生住宿的安寧，希望

本校能督促改善。

A14 9:50連絡營繕組王組長即時處理。

馬上辦中心服務專線：(03)5712121轉31987，歡迎全校師生有任何總務工作

的建言，來電向負責人鄒永興組長洽詢。

 

【總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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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法令及函釋宣導重要法令及函釋宣導

教育部96年12月13日台法字第0960194121號函轉知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

成之釋字第634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

內容：釋字 第 634 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原規定應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其業務範圍依該規定之立法目的及憲法保

障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不包括僅提供一般性之證券投資資訊，而非以直接或間接

從事個別有價證券價值分析或推介建議為目的之證券投資講習。八十九年十月九

日修正發布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已停止適用）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規

定，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職業自由及言論自由之意旨尚無牴觸。

＊教育部96年12月31日台法字第0960206442號函「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

2 3 條 文 ， 業 奉 總統96年12月26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174121號令修正公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php?i=r881011&b=32&f=1943286363&p=18


布，本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77期。

內容： 第77條之23 

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鑑定人之日費、旅費及其

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其項目及標準由司法院定之。運送費、登載公報新聞紙

費及法院核定之鑑定人報酬，依實支數計算。命當事人預納之前二項費用，應專

就該事件所預納之項目支用，並得由法院代收代付之。有剩餘者，應於訴訟終結

後返還繳款人。郵電送達費及法官、書記官、執達員、通譯於法院外為訴訟行為

之食、宿、舟、車費，不另徵收。

＊教育部97年1月9日台法字第0970002525號函「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

3條文，業奉 總統97年1月2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177841號令修正公布，本

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78期。

內容：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 

服用毒品、麻醉藥品、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

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教育部97年1月9日台法字第0970002526號函「民法繼承編」第1148條、

第1153條、第1154條、第1156條、第1157條、第1163條、第1174條及第

1176條條文，業奉 總統97年1月4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179031號令修正公

布，本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78期。

內容：第1千1百48條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

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繼承人對於繼承開始後，

始發生代負履行責任之保證契約債務，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第1千1百53條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負連帶責任。繼承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

力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

繼承人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

第1千1百54條 

繼承人得限定以因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

繼承人有數人，其中一人主張為前項限定之繼承時，其他繼承人除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外，視為同為限定之繼承：

一、於為限定繼承前，已為概括繼承之表示。

二、已逾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所定期間。為限定之繼承者，其對於被繼承人之權

利、義務，不因繼承而消滅。

第1千1百56條 

為限定之繼承者，應於繼承人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呈報法院。法院接獲

前項呈報後，應定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期間，命繼承人開具遺產清冊呈報法

院。必要時，法院得因繼承人之聲請延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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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千1百57條 

繼承人依前條第二項規定呈報法院時，法院應依公示催告程序公告，命被繼承人

之債權人於一定期限內報明其債權。

前項一定期限，不得在三個月以下。

第1千1百63條 

繼承人中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主張第一千一百五十四條所定之利益：

一、隱匿遺產情節重大。二、在遺產清冊為虛偽之記載情節重大。三、意圖詐害

被繼承人之債權人之權利而為遺產之處分。四、依第一千一百五十六條第一項規

定為限定繼承者，未於同條第二項所定期間提出遺產清冊。

第1千1百74條 

繼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前項拋棄，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以書面

向法院為之。拋棄繼承後，應以書面通知因其拋棄而應為繼承之人。但不能通知

者，不在此限。

第1千1百76條 

第1千1百38條所定第一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屬於其他

同為繼承之人。第二順序至第四順序之繼承人中，有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

屬於其他同一順序之繼承人。與配偶同為繼承之同一順序繼承人均拋棄繼承權，

而無後順序之繼承人時，其應繼分歸屬於配偶。配偶拋棄繼承權者，其應繼分歸

屬於與其同為繼承之人。第一順序之繼承人，其親等近者均拋棄繼承權時，由次

親等之直系血親卑親屬繼承。先順序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時，由次順序之繼承

人繼承。其次順序繼承人有無不明或第四順序之繼承人均拋棄其繼承權者，準用

關於無人承認繼承之規定。因他人拋棄繼承而應為繼承之人，為限定繼承或拋棄

繼承時，應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

＊教育部97年1月9日台法字第0970002619號函「民法繼承編施行法」增訂第

1條之1條文，業奉 總統97年1月2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179041號令修正公

布，本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78期。

內容：第1條之1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施行前開始且未逾修

正施行前為限定或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適用修正後限定

或拋棄繼承之規定。

繼承在民法繼承編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修正施行前開始，繼承人

於繼承開始時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未能於修正施行前之法定期間

為限定或拋棄繼承，由其繼續履行繼承債務顯失公平者，於修正施行後，得以所

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前項繼承人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已清償之債務，不得

請求返還。

【人事室提供】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top

 

 

重要活動宣導重要活動宣導

＊本校96年度歲末聯歡活動訂於97年1月23日（星期三）中午11時30分於中正

堂舉行，敬邀全校教職員工同仁踴躍參加。活動當日於中正堂中庭二側，將供應

歐式自助餐，惟為配合政府環保政策，請自備環保餐具；另為維護後續到場同仁

用餐權益，請勿打包外帶。餐後於中正堂內舉行聯歡活動，安排社團成果展示表

演及教職員工摸彩。本次摸彩品清單將於本年1月21日於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公

告，請逕自上網查詢。

＊教育部96年9月26日台人（二）字第0960140802B號函，自97年1月1日

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提高為40小時，其中數位學

習時數不得低於5小時，業務相關之學習時數不得低於20小時。

＊教育部96年12月25日台人（二）字第0960199379號書函為蒐集有關公務人

員行政中立方面之問題處理案例，提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辦理相關訓

練、教學及實務討論課程使用，特舉辦「公務人員行政中立訓練案例徵選活

動」，請有興趣參加同仁於97年3月22日前踴躍投稿。

＊教育部96年12月28日台人(二)字第0960197856號書函，國家文官培訓所爲

辦理97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業已選定4本書籍作為心得寫作競

賽閱讀專書，本案相關活動訊息公告於，http://www.ncsi.gov.tw，請同仁

踴躍參加。

＊本校本（1）月15日（二）於圖書資訊大樓Ｂ１辦理「聘僱人員納入勞基法宣

導說明會」，其中相關法令已聯結至本校人事室網站「適用勞基法專區」。另針

對同仁所提疑義問題之研議處理說明，亦將陸續置於該網站，請同仁自行前往點

選參閱。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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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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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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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曾詠庭小姐，分機31281

e-mail：yt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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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