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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大 新 聞交 大 新 聞

賀！賀！2008台灣台灣EMBA大調查大調查

交大交大EMBA連續五年稱霸連續五年稱霸   「校友「校友/在校生滿意度」第一名在校生滿意度」第一名

賀！賀！機械所學生黃仲緣獲得「機械所學生黃仲緣獲得「World Skill International 2007」比賽銀」比賽銀

牌牌

賀！賀！行銷創意王行銷創意王   交大學生「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交大學生「多元就業開發方案2007行銷計畫創意競賽」行銷計畫創意競賽」

奪冠奪冠

「胡適思想啟蒙」「胡適思想啟蒙」--黃達夫院長與交大師生分享胡適經驗黃達夫院長與交大師生分享胡適經驗

 

教 務 處 訊教 務 處 訊

『教學助理基本資料』系統，預計『教學助理基本資料』系統，預計12月底完成測試並上線使用月底完成測試並上線使用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

 開放式課程開放式課程-朱學恒先生演說相關內容已交由數位內容中心錄製，屆時可上朱學恒先生演說相關內容已交由數位內容中心錄製，屆時可上

官網觀賞！官網觀賞！

＜本學期辦理休學注意事項＞＜本學期辦理休學注意事項＞

本學期教學反應問卷填答作業預定於本學期教學反應問卷填答作業預定於96年年12月月28日至日至97年年1月月11日實施日實施

請各系所開課教師執行上網填寫課程綱要請各系所開課教師執行上網填寫課程綱要

 

學 務 處 訊學 務 處 訊

96學年度體育週曁運動大會在學年度體育週曁運動大會在12月月5日已圓滿落幕日已圓滿落幕

研 發 處 訊研 發 處 訊

俄羅斯托姆斯克（俄羅斯托姆斯克（Tomsk）著名研究機構徵求本校教師進行台俄雙邊研究）著名研究機構徵求本校教師進行台俄雙邊研究

合作計畫合作計畫

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97年度「研究傑出獎」年度「研究傑出獎」

之甄選之甄選

歡迎博士研究生申請「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辨識學會第一屆博士論文歡迎博士研究生申請「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辨識學會第一屆博士論文

獎」獎」

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 編輯‧第編輯‧第  016期期  96/12/20‧‧→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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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台協會舉辦之「美國研究所美國在台協會舉辦之「美國研究所2008年暑期研習獎學金」之申請訊息年暑期研習獎學金」之申請訊息

2008年度「日本米山特別獎助金年度「日本米山特別獎助金--訪問研究員」之申請訊訪問研究員」之申請訊

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97年度「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計年度「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計

畫」開始受理申請畫」開始受理申請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公開招標徵求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公開招標徵求97年度「中醫藥研究計畫」年度「中醫藥研究計畫」

 

國 際 處 訊國 際 處 訊

日本公立未來大學校長中島秀來校參訪日本公立未來大學校長中島秀來校參訪

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獎學金訊息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獎學金訊息

2007外籍生耶誕晚會外籍生耶誕晚會

 

總 務 處 訊總 務 處 訊

「築巢優利貸－「築巢優利貸－2007~2008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公告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公告

民眾陳情國宅未有實際居住事實及出租情事加強宣導民眾陳情國宅未有實際居住事實及出租情事加強宣導

「「e-house內政部不動產交易服務網」相關訊息公告內政部不動產交易服務網」相關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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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函釋宣導重要函釋宣導

重要訊息宣導重要訊息宣導

 

計 算 機 中 心 訊計 算 機 中 心 訊

IFPI擬對侵權案提告，請全校師生務必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觸法擬對侵權案提告，請全校師生務必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觸法

交通大學首頁設計大賽熱烈展開中，特延長收件時間至交通大學首頁設計大賽熱烈展開中，特延長收件時間至12月月31日日

網頁建置競賽網路評分活動已圓滿落幕，參與網路評分之師生別忘了來領網頁建置競賽網路評分活動已圓滿落幕，參與網路評分之師生別忘了來領

紀念品喔紀念品喔

 

浩 然 新 鮮 報浩 然 新 鮮 報

嘿嘿嘿嘿~~浩然音樂浩然音樂Bar又來囉又來囉

交通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館際複印優惠方案開始交通大學與台灣師範大學館際複印優惠方案開始

2008年資料庫預定刪訂清單年資料庫預定刪訂清單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  --商業周刊知識庫商業周刊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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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  - 中文百科大辭典中文百科大辭典

印度印度10問得獎名單問得獎名單

 

藝 文 中 心 訊藝 文 中 心 訊

「來自聖女貞德故鄉低弦的悸動「來自聖女貞德故鄉低弦的悸動  」」–諾曼地低音弦樂二重奏諾曼地低音弦樂二重奏

「交大室內樂集」與室內樂宗師卡里胥「交大室內樂集」與室內樂宗師卡里胥2007聖誕禮讚聖誕禮讚

「水滸「水滸108」」–當代傳奇劇場當代傳奇劇場

未完成的影像－賴雯淑個展未完成的影像－賴雯淑個展

「英風浩然－楊英風作品在交大」特展「英風浩然－楊英風作品在交大」特展

當代傳奇劇場的藝術總監吳興國當代傳奇劇場的藝術總監吳興國  -「從我學戲的那天起－吳興國的當代傳「從我學戲的那天起－吳興國的當代傳

奇」奇」

 

通 識 教 育 委 員 會 訊通 識 教 育 委 員 會 訊

聽演講送名著聽演講送名著-Let’s Read & Talk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導讀課程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導讀課程--奧古斯丁懺悔錄奧古斯丁懺悔錄

 

外 文 系外 文 系

外文外文97畢業鉅獻　畢業鉅獻　1月月3、、4日於新竹市演藝廳日於新竹市演藝廳

 

員 生 社員 生 社 i c o o p

Gore-tex授權授權Jordon、、Fox Friend第一階段預購開始第一階段預購開始

OSIM iBrush電動按摩梳限量供應電動按摩梳限量供應

美國進口美國進口Bissell Fit it乾濕多用一指神功吸塵器現貨供應乾濕多用一指神功吸塵器現貨供應

Tea Power天然茶皂洗潔劑年終大掃除必備天然茶皂洗潔劑年終大掃除必備

年終盤點，現貨出清，售完為止年終盤點，現貨出清，售完為止

EGF面膜現貨出清售完為止面膜現貨出清售完為止

考試前別忘了帶仙草蜜來找我們交大的土地公公考試前別忘了帶仙草蜜來找我們交大的土地公公

寶山糖廠的薑母茶、紅糖粒開始預訂寶山糖廠的薑母茶、紅糖粒開始預訂

冬季戀鍋冬季戀鍋~蒙古式火鍋湯底現貨供應蒙古式火鍋湯底現貨供應

鄉村礦鹽生機蘇打餅預購開始鄉村礦鹽生機蘇打餅預購開始

天然備長炭洗髮精團購活動天然備長炭洗髮精團購活動

陳家麵店的香陳醡醬陳家麵店的香陳醡醬(素素)尋找◣素食◥同好尋找◣素食◥同好  

中正堂每周三推廣日：中正堂每周三推廣日：12月份行事曆月份行事曆

希望牧場有機雞蛋：每週一進貨希望牧場有機雞蛋：每週一進貨(參考當月份行事曆參考當月份行事曆)，當週售完為止。，當週售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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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壽有機芽菜出貨日：百壽有機芽菜出貨日：97/1/11，出貨日前，出貨日前2天截止訂單天截止訂單

菜根香有機生活館聖誕套餐菜根香有機生活館聖誕套餐(03-6686776)

竹北爭鮮火鍋開幕期間只要竹北爭鮮火鍋開幕期間只要250元元(03-6587541)

彰銀優惠房貸：彰銀優惠房貸：2.915%

幼發拉底竹科教育館國小冬令營招生幼發拉底竹科教育館國小冬令營招生(03-6583643)

遠百遠百SkyLark聖誕套餐、團體聚餐方案、優惠卷下載聖誕套餐、團體聚餐方案、優惠卷下載

施巴施巴12月特惠專案月特惠專案

聖誕傳情典藏愛心聖誕傳情典藏愛心~寒冬送暖特別企畫寒冬送暖特別企畫~捐書活動捐書活動

團保訊：國華團保部、遠雄團保部團保訊：國華團保部、遠雄團保部

優惠券免費索取優惠券免費索取

其他訊息其他訊息

「賀！」「賀！」  2008台灣台灣EMBA大調查大調查

交大交大EMBA連續五年稱霸連續五年稱霸   「校友「校友/在校生滿意度」第一名在校生滿意度」第一名

《Cheers》雜誌與《天下》雜誌共同製作調查的「2008年度最受喜愛的

EMBA」於本(12)月十一日公布，交通大學勇奪第二名寶座，並連續五年稱霸，

獲得「校友/在校生滿意度」冠軍（詳見表一、表二）。

此項調查是以「校友/在校生滿意度」以及「3000大企業經理人就讀意願」

兩項調查的結果合計所得，調查對象自六年前的22所大學院校，增至今年共40

所大學院校參與；表達意見的在校生與校友也由999人倍增至今年的3,399人；

同時，將2005年起接受調查的1000大企業副理級以上主管擴充至3000大企業

副理級以上主管；另外也增加10項客觀指標評比，降低自我篩選與工作地點等

因素限制。

交大在「校友/在校生滿意度排行」分項調查中，在「課程內容規劃」、

「教師素質與教學」與「個人目標達成」三項指標表現突出，奪下第一名的佳

績，在「學生素質滿意度」方面表現位居第二名，顯示交大EMBA校友與在校生

給予學校高度的滿意與支持，使交大可以連續五年持續稱霸第一；此外，交大在

「2008年度3000大企業經理人最愛EMBA」獲得第三名（詳見表三），其中十

項用來預測選校評價的客觀指標中，交大與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產業緊密結合且具

有高度影響力的表現，讓「與產業緊密結合且具有高度影響力」此項客觀指標的

分數達全部學校的第一。

交大EMBA執行長陳安斌表示，交大EMBA一年只收一班60人的小班制，不

但可讓師生的互動頻繁、同學之間的感情也相當緊密，對於來自於外界給予交大

EMBA「人數少、勢力不夠強」的壓力，陳安斌用「知識、友誼、事業、財富」

四大串流，讓畢業校友可透過網站搜尋歷屆畢業生，找尋合作伙伴與支援；透過

此一縱向整合資源的方式，強化所有畢業生的聯繫。

除了強化學生縱向的交流，交大EMBA網站上還可見寶來金融集團授權的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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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管理系統、虛擬交易所、金融實驗室以及金融大學等眾多資產、債券、股票等

虛擬管理系統；此外，取法於哈佛大學的個案教學方法，自今年12月起開始邀

請校友回校分享個案，讓畢業生與在校生之間有一個交流學習、互相激盪的平

台，也實際落實終生學習的理念；交大EMBA利用縱向的校友聯繫、電子化的學

習平台，不僅讓學習者能夠拓展人脈，在財富管理上也能夠有更緊密的連結。

終生教育與回流教育已成為現代上班族的趨勢，吸取新知、拓展業界人脈、

增加自我競爭力與升遷條件已成為規劃EMBA課程的重要方向。此外，交通大學

EMBA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不以擴大招生作為解決之道，反而維持最適規模，提

供校友所需的資源等特色，讓所有交大EMBA的同學都能感受到這股串流累積的

力量！

表一：2008年度最受喜愛的EMBA

總排名
學校

滿意度+

就讀意願

標準化總分

滿意度

分數

滿意度

分數排名

就讀意願

票數百分比(%)

票數

排名

選校評

價分數

分數

排名

1 台灣大學 3.3 92.13 4 15.83 1 82.10 1

2 交通大學 3.2 95.80 1 8.05 3 79.59 4

3 台灣科大 2.5 93.30 2 5.40 5 74.89 7

4 清華大學 2.4 91.72 5 4.12 7 79.95 3

5 中央大學 2.2 92.20 3 4.03 8 73.09 10

6 成功大學 2.1 90.29 8 3.66 10 78.33 5

7 台北大學 1.9 89.31 11 6.59 4 70.82 12

8 中原大學 1.8 90.93 7 2.10 13 70.70 13

8 元智大學 1.8 89.51 10 2.29 11 74.76 8

8 中興大學 1.8 89.59 9 2.29 11 73.90 9

表二：2008年度EMBA校友/在校生滿意度排行

排名 學校 滿意度總分
課程滿意

度

教學滿意

度

學生素質

滿意度

個人目標

達成滿意

度

1 交通大學 95.30 96.13 97.66 94.26 95.14

2 台灣科大 93.30 94.46 95.45 90.28 92.99

3 中央大學 92.20 91.77 95.20 90.30 91.53

4 台灣大學 92.13 90.58 92.12 95.24 90.58

5 清華大學 91.72 91.09 93.97 89.06 92.76

6 長庚大學 91.22 91.18 94.36 87.94 91.39

7 中原大學 90.93 92.17 95.90 85.06 90.60

8 成功大學 90.29 89.74 93.59 89.01 88.80

9 中興大學 89.59 88.88 93.18 87.46 8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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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元智大學 89.51 91.41 92.81 85.03 88.81

 

表三：2008年度3000大企業經理人最愛EMBA

排名 學校
標準化

分數

就讀意願

百分比(得

票率%)

排名

排名選

校評分

分數

排名

1 台灣大學 3.9 15.8 1 82.10 1

2 政治大學 3.8 15.6 2 81.43 2

3 交通大學 2.7 8.1 3 79.59 4

4 清華大學 2.2 4.1 7 79.95 3

5 成功大學 2 3.7 10 78.33 5

5 台灣科大 2 5.4 5 74.89 7

7 台北大學 1.8 6.6 4 70.82 12

7 中山大學 1.8 3.8 9 75.72 6

9 台北科大 1.6 4.9 6 71.53 11

9 中央大學 1.6 4.0 8 73.09 10

資料來源：Cheers 2008 EMBA & 碩士在職專班指南

製表：公共事務委員會

【2007-12-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賀！賀！行銷創意王行銷創意王   交大學生「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交大學生「多元就業開發方案2007行銷計畫創意競賽」行銷計畫創意競賽」

奪冠奪冠

由勞委會舉辦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2007行銷計畫創意競賽」，經過一個

月的密集訓練與兩個月的競賽時間，交通大學「GreenDay」、「Baby

King」與「Natural W ind」分別榮獲全國第一名、第四名與第五名的殊榮。

本屆「多元就業開發方案2007行銷計畫創意競賽」桃竹苗區的競賽團隊，

由交大傳播科技系的林崇偉老師負責指導，進入決賽的三支交大隊伍中，無不全

力以赴，最後都獲得佳績。

第一名的「Green Day」設計了可以淨化空氣的盆栽遞送服務，提供新竹

市科園社區發展協會發展新服務，「Green Day」將植物分為「NaSa室內植

物」、「星座花語」以及「開運系列」三種盆栽系列，提供科學園區的公司作為

選擇，成功擄獲竹科顧客的目光，也增加了6名多元就業人力﹔「NaSa室內植

物」系列的名稱由來，是因為美國NaSa太空總署日前公布了多種具有空氣淨化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Baby King」透過「魯冰童遊記，尋找

真幸福」的遊戲，配合導覽，成功行銷三林

社區。圖片提供：「Baby King」小組

◆透過「Natural Wind」產品策略，二手商

品也能和全新的一樣。圖片提供：

「Natural Wind」小組。

能力的植物，因此而有了這樣的構想。「Green Day」表示，科園社區發展協

會原本在社區內經營一家苗圃，而「Green Day」除了維持原有的經營模式，

更回收一般團體辦活動所剩下的盆栽、植物，將其整理過後再租賃給園區的公

司，並提供兩個星期更換一次新盆栽的到府服務，成功的吸引大家的眼光。

第四名的「Baby King」由交大電子工

程所的鄭鈞元擔綱組長的職位，內部組員分

別來自於大華技術學院與長庚大學等多元科

系，「Baby King」針對位於龍潭的三林社

區，發展出一套全新的觀光休閒觀念，透過

具有象徵大地母親的「魯冰花」，以近似大

富翁觀念、名為「魯冰童遊記，尋找真幸

福」的遊戲，配合導覽，同時成功行銷三林

社區。

愛恆啟能中心原是位於新竹市區一家幫

助身心障礙者的私人養護中心，「Natural W ind」在此次比賽中，幫助愛恆啟

能中心規劃回收、整理二手商品流程，並透過產品重新包裝與完整的行銷策略，

一方面開拓愛恆啟能中心的收入來源，另一方面也提供了社會5位多元就業人

力。

在長達兩個月、800米似的競賽過程

中，各參賽隊伍歷經了無數次的熬夜討論、

大幅修改甚至摩擦不少，但都肯定這樣的訓

練除了專業知識有所增進之外，對於個人價

值與潛力激發有著更大的幫助。「Natural

W ind」小組表示，藉由這次比賽，才瞭解到

社會的另一個角落擁有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從愛恆身上我們感受到在面對生命中的挫

折、傷痛與打擊時，如何看到其中的意義並

從中學習；從愛恆，瞭解到奉獻與服務的真

諦，也思考到原來一個人的生命，是可以充

滿無限價值！」；「Green Day」則體會到了團體合作與體諒的重要性，「透

過長達3個月的相處，讓我們的感情變的更緊密，而能夠堅持到最後，連我們自

己都很感動。」

「我們熬夜他也一起熬夜，對於他的能力與付出絕對是不容置疑的」、「當

我們迷惘看不清盲點時，老師會狠狠的刺我們一刀，但當我們精疲力盡還得打起

精神作計劃，老師也會拍拍肩膀給予我們鼓勵。」本次交大獲獎的三支隊伍還特

別要向全力給予他們指導、鼓勵與大力支持的林崇偉老師至上最高的感恩之意。

獲獎隊伍名單獲獎隊伍名單

隊名：Green Day

主題：綠週—帶給你心靈的綠洲：辦公室小盆栽遞送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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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達夫院長為現場的交大師生介紹胡適

思想

姓名 系級

陳柔諭 傳播與科技學系

楊純芳 傳播與科技學系

江佩蓉 外文系

張國權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隊名：Baby King

主題：魯冰童遊記，尋找真幸福：三林客家社區觀光計畫

姓名 系級

鄭鈞元 電子工程系碩士專班

田益銘 大華技術學院

陳業昇 大華技術學院

陳平餘 長庚大學

隊名：Natural W ind

主題：活力校園、愛心無限：校園二手商品回收行銷計畫

姓名 系級

李蓉欣 傳播與科技學系

曾韋澐 傳播與科技學系

林潔 傳播與科技學系

黃婉珍 人文社會學系

【2007-12-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胡適思想啟蒙」「胡適思想啟蒙」--黃達夫院長與交大師生分享胡適經驗黃達夫院長與交大師生分享胡適經驗

繼11月底前台灣惠普董事長、現任創一

投資公司董事長何薇玲為交大師生帶來精彩

的「悅」讀體驗後；本月十二日下午，和信

治癌中心醫院院長黃達夫先生精神奕奕的大

步邁向浩然國際會議廳，和現場的全體師生

共同分享胡適思想。

演講開始，黃達夫院長開門見山的表示

不提胡適文選以及胡適的作品，希望能夠藉

由此機會介紹胡適一生的思想以及其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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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社會，屬於永久性質的重要影響力，「在這個混亂的時代，現代人缺乏

world model」黃院長希望藉由時代中的楷模淵遠留長的思想與影響，帶給莘

莘學子人生上的啟發。

在簡單介紹完胡適之於白話文運動、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等重要影響後，

黃院長首先提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適思想，說明胡適好論戰的精神，

雖然引起許多人的不滿，但唯有科學根據的論戰，才能讓世界走上坦途，並以此

勉勵學子遇到不對、非公義的事情，永遠都要抬頭挺胸、勇敢的站出來；而一向

以「尊重生命、尊重人性、追求真理」作為其醫者理念的黃院長同時也提出胡適

「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做人要在有疑處不疑」的概念，分享做學問應該要

「Don’t takeit for granted」；而醫病關係、師生關係甚至是商場交涉，都

需要以「trust」作為交往的基礎，和信治癌中心醫院15週年時，黃院長更將這

影響他致深的兩句話刻在紀念獎牌中，致贈給醫院的同仁，衷心希望大家能夠謹

記在心。

『「自由與容忍」是胡適六十幾歲後不斷引述的觀念』黃院長也同意唯有瞭

解容忍的人才能真正體會自由。演說當中，黃院長還請各位一年級的同學分享個

人的人生觀，希望透過團體的分享，幫助大家開闢出一條明路；一位100級的新

生提到自己的人生觀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黃院長勉勵大家「有所不為」在

現今錯綜複雜的社會中是非常艱困的一件事，他很佩服同學的勇氣，並希望大家

能夠經常保有passion，朝自己立定的目標前進。此外，也和同學分享了哲學

觀、世界觀、政治觀、倫理、思想以及東西方文化的衝擊等議題。

最後黃院長以胡適過世時，蔣介石輓聯中「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

中新思想的師表」來表達對胡適不只跨越十九、二十世紀，更跨越東西文化、橫

跨舊道德觀念與新道德觀念之間的崇敬。

會後許多同學對於這位宅心仁厚的醫者感到好奇，提出許多醫病、生死的問

題，黃院長也一一耐心的為現場的師生說明。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演講資訊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演講資訊

地點：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時間 演講者 講題

96/12/26 南方朔先生 奧古斯丁懺悔錄

97/01/02 杜書伍先生 自卑與超越

相關影音分享請見：http://www.im.tv/myvlog/nctu_read

相關文章分享請見：http://funp.com/reading/

【2007-12-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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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所黃仲緣與台北科技大學陳俊傑於今年

11月代表台灣參加World Skill International

2007機器人組銀牌。（左為黃仲緣同學，右為

陳俊傑同學）

 

 

賀！賀！機械所學生黃仲緣獲得「機械所學生黃仲緣獲得「World Skill International 2007」比賽銀」比賽銀

牌牌

機器人狂熱機器人狂熱   黃仲緣的機器人之路黃仲緣的機器人之路

從小因為「機器戰警」而開始喜愛上機器人的交大機械所一年級黃仲緣，自

小就對機器人能夠行動自如感到好奇不已，直到大學選讀台北科技大學機械系，

才開始有機會真正接觸並嘗試親手設計機器人。

但他的機器人之路並非順遂，大二開

始，黃仲緣開始參加大小的國內外比賽，

前五次全都敗北，讓他曾經信心大失並萌

生退縮的念頭；所幸身邊同學及師長的鼓

勵，再加上對機器人的熱情與不認輸的性

格，失敗的他將失望轉化成為學習別人優

點的正面力量，大三那年憑著熱血成立了

「單晶片社」，持續帶領社員征戰全國的

機器人比賽；最後終於在去年（95年）十

月一舉奪下台灣全國技能競賽初賽及決賽

雙料第一名，成為代表台灣的國家選手！

去年底成為國手開始，在交大指導教

授鄭璧瑩教授及台北科技大學陳天輪老師9

個月的集訓下，黃仲緣不僅平日必須從早

上8點練習至深夜11點，假日也經常沒時間

回家，還得不斷面對電路拆除重接的種種

困難與打擊；指導教授鄭璧瑩指出在荷蘭

舉辦的會外賽，因非正式的比賽，政府無法補助，還讓黃仲緣差點無法參賽；談

及此事黃仲緣非常感謝鄭璧瑩教授在百忙之中為他忙碌奔波，，不僅向機械系、

工學院、研發處到處請益，獲得吳重雨校長的關心以及林進燈教務長的協助，擁

有多方的資源與鼓勵、祝福，才讓他有為國家、為交大爭光的機會。

歷經了9個月身為國手的嚴格訓練，本屆World Skill International

2007，台灣團隊打敗來自於包括韓國、新加坡、香港、德國、芬蘭、荷蘭、加

拿大、墨西哥、阿拉伯9個機器人工業領先全球的國家；代表台灣的黃仲緣和另

外一位和他同窗七年的陳俊傑先於十月份遠赴荷蘭參加歐洲盃選手賽前賽獲得第

二名的佳績；再於十一月赴日本參與第39屆國際技能競賽中打敗強勁的韓國隊

與德國隊一舉摘下雙銀；指導老師鄭璧瑩除了對這位自動自發又乖巧的學生感到

欣慰，並表示未來除了實作、程式的要求，更深切期望黃仲緣能夠深耕理論、延

續這份專業以及熱情堅持的精神。

黃仲緣表示在長達四天三夜的比賽中，主辦單位每天賦予選手兩項任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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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機器人拆裝與故障修護、自走迷宮、迷宮尋物、已知路徑之物體搬移、機器人

冰上曲棍球競賽、曲棍球射靶競賽等等，而參賽者必須於正式比賽前十分鐘得知

題目後，迅速完成程式設計和安裝機械手臂，讓比賽指定用的機器人

「Robotino」完成任務；每項任務都必須具備軟體設計以及硬體功能的專業知

識才能完成，對於參賽者來說屬於長期的耐力戰。而讓黃仲緣感到最驕傲的是第

一天比賽的下午，當主辦單位公布題目為「走迷宮」，台灣團隊只花了20分鐘

將機器人改造完成，成為全場唯一完成任務的團隊，不僅獲得滿分也贏得了全場

其他國家參賽選手驚訝而佩服的眼神！

熱愛機器人的黃仲緣在每次的比賽與實驗中激發更多的研究熱情，「研究就

是要想十個問題來解決一個問題」，對未來之路充滿熱情與信心的他表示未來仍

舊會朝向自己最愛的機器人之路不斷前進，希望在鄭璧瑩教授所帶領的「電腦整

合設計與製造實驗室」之下，能夠由輪型機器人朝向2足、4足的智慧型機器人

目標邁進！

【2007-12-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教學助理基本資料』系統，預計『教學助理基本資料』系統，預計12月底完成測試並上線使用月底完成測試並上線使用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為整合教學助理(助教)及霹靂博之資料，特委託計網中心建置

『教學助理基本資料』系統，未來可方便霹靂博教學助理培英獎學金之申請作業

及傑出教學助理遴選業務，系統預計12月底完成測試並上線使用。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top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

(1)為協助系所順利進行評鑑事宜，學校於96年12月4日召開「校級系所評

鑑委員會議」，根據委員的決議與寶貴建議，以及為配合高教評鑑中心現前的制

度，教學發展中心整理歸納「系所評鑑重要提示（三）」；修訂『實地訪評之評

分表格』與『訪評委員意見暨系所自我改進檢討表』；蒐集四種「自我評鑑問卷

調查」（樣本）與高教評鑑中心之「95年度實地訪評意見調查問卷」等已於日

前寄給各院系所參考與更新。

(2)高教評鑑中心為確保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之可行性及客觀性，該

中心於96年12月19日（三）下午2：00至4：30（地點：開南大學顏文隆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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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中心）（地址：桃園縣蘆竹開南路一號）舉行97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教學基本資料填報說明會」，俾使受評系所全面了解評鑑作業之流程。教學發

展中心已請各院系所指派代表至少一名參加此說明會，為協助各系所派員參加，

學校將雇用遊覽車搭載同仁前往開南大學，本校預計有37人報名參加。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top

 

 

開放式課程開放式課程-朱學恒先生演說相關內容已交由數位內容中心錄製，屆時可朱學恒先生演說相關內容已交由數位內容中心錄製，屆時可

上官網觀賞上官網觀賞

本校業已簽署加入開放式課程聯盟(OCW  consortium)，成為台灣第一所

加入開放式課程聯盟的大專院校，然，什麼是開放式課程呢？為什麼世界頂尖大

學皆掀起了開放式課程的風潮？開放式課程與遠距教學或是網頁教學有何不同？

開放式課程對於教學上有何益處與幫助呢？教學發展中心特邀請到奇幻文學基金

會創辦人暨董事兼執行長朱學恒(目前亦為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中譯計畫義

工)，在12/13（四）下午兩點於資訊館二樓國際會議廳，運用許多影片與生動

的演說內容，為交大人提供朱先生在台灣推動開放式課程的經驗，以及對於開放

式課程最新的發展說明。詳細內容會放上第八期超薄型月刊，演講內容也已交由

數位內容中心錄製，屆時可上官網觀賞。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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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辦理休學注意事項＞＜本學期辦理休學注意事項＞

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申請休學，學士班學生申請休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

同意。本學期除碩博士班研究生已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理完畢

外，學生在學期中申請該學期休學，須在97年元月4日學期考試開始前辦理完

畢。

休學申請單：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GetFile.aspx?

type=1&id=0792225f-b645-44d8-918a-9fe7e2007379

學士班學生休學家長同意書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GetFile.aspx?

type=1&id=8ac49740-2017-4d1c-844a-b3e5a32f2557

【註冊組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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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教學反應問卷填答作業預定於本學期教學反應問卷填答作業預定於96年年12月月28日至日至97年年1月月11日實施日實施

本學期教學反應問卷填答作業預定於96年12月28日至97年1月11日實施，

  問卷實施方式經96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決議改為全面網路，問卷內容依科目

性質分為一般課程、實驗課程、體育課程及完全網路課程(新增)，問卷結果將於

下一學期開學前送達任課教師及單位主管參考。

【課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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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系所開課教師執行上網填寫課程綱要請各系所開課教師執行上網填寫課程綱要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時間表正在編排中，課表預定於十二月下旬印製，將

提供各系所老師每人一本及系所單位存閱。下學期學生選課，第一階段初選定於

九十七年一月二日至一月四日，第二階段選課為九十七年一月八日至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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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方便課程綱要內的相關資料再利用（EX：教師基本資料系統

等），自96學年度第2學期將原有的課程綱要上傳改為網頁模式，請老師們務必

配合上網填寫，此功能預計於12月中下旬在選課系統：

http：//cos.adm.nctu.edu.tw/index.asp上線，請點選左選課「課程綱

要」，右畫面將出現老師開設的課程，請於選課前上網填寫。

【課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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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學年度體育週曁運動大會在學年度體育週曁運動大會在12月月5日已圓滿落幕日已圓滿落幕

感謝各位教職員生的熱情參與

本次體育週曁運動大會的總成績已公佈在體育室網頁，恭喜得獎的系所及學生。

明年的體育週曁運動大會將會更精采，請大家拭目以待!!

(二)96學年度運動大會 得獎系所

項目 組別 系別

精神總錦標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團體總錦標 女子組 生物科技學系

團體總錦標 男子甲組 電信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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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總錦標 男子乙組 土木工程學系 A班

田賽錦標 男子甲組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田賽錦標 男子乙組 土木工程學系 A班

徑賽錦標 男子甲組 電信工程學系

徑賽錦標 男子乙組 電子工程學系 B班

團體趣味競賽 教職員工 計網中心

團體趣味競賽 學生 機械系

【學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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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托姆斯克（俄羅斯托姆斯克（Tomsk）著名研究機構徵求本校教師進行台俄雙邊研）著名研究機構徵求本校教師進行台俄雙邊研

究合作計畫究合作計畫

國科會為推動國內學術發展暨促進與俄羅斯學術合作，於1998年與俄羅斯

基礎研究基金會（RFBR）簽署雙邊協議，預計2008/2009年將再補助15-20件

共同合作計畫。現有俄羅斯托姆斯克（Tomsk）地區著名研究機構，提出研究

合作建議，徵求本校有意進行台俄雙邊研究合作之相關領域教師提出共同計畫。

有關俄羅斯托姆斯克研究機構提出之研究主題，以及詳細台俄雙邊合作研究計畫

辦法與申請表格請至本校研發處網站參閱與下

載：http://rdweb.adm.nctu.edu.tw/page.php?

announce=1&charset=big5。敬請各相關學院系所中心轉知並鼓勵教師踴躍

參與。欲申請台俄雙邊共同合作計畫者，請依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方式上線

作業，並請於97年1月11日前由系所中心彙整造具申請名冊一式2份送研發處計

畫業務組彙辦。

【研發企畫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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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97年度「研究傑出獎」年度「研究傑出獎」

之甄選之甄選

潘文淵文教基金會97年度「研究傑出獎」之甄選，即日起受理申請，詳細之評

選辦法與推薦書等申請表格，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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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3.itri.org.tw/pan/ 。該基金會為表揚國內外電子、資訊及通訊等相

關領域之華裔研究傑出人士，特設置此獎項。本獎項之候選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國內外從事研究工作卓有成績之華裔研究人員。二、已得獎者五年內不再受

理申請。請有意申請之教師經由學院推薦，並請於97年2月13日前將申請書(2

份)及光碟繳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研發企畫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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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博士研究生申請「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辨識學會第一屆博士論文歡迎博士研究生申請「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辨識學會第一屆博士論文

獎」獎」

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辨識學會為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學院校博士班研究生從事

影像處理與圖形辨識相關研究，特訂定「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識別學會博士

論文獎設置辦法」，詳細申請辦法請至下述網址參閱或下載：

http://www.ippr.org.tw/。申請人請於每年二月底前備齊申請表件及相關資

料，向中華民國影像處理與圖形辨識學會提出申請。敬請相關學院系所轉知博士

研究生並鼓勵其報名參加申請。

【研發企畫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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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台協會舉辦之「美國研究所美國在台協會舉辦之「美國研究所2008年暑期研習獎學金」之申請訊息年暑期研習獎學金」之申請訊息

有關本年度詳細之主題說明與申請表格，請至下述網址參閱與下

載：http://ait.org.tw/en/accenter/amstudy/。請人社學院、客家文化學

院、通識教育委會轉知並鼓勵貴單位教師參與申請。有意申請教師請於申請截止

日期（2008年1月17日）前，以傳真或email形式向主辦單位提出申請。

【研發企畫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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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日本米山特別獎助金年度「日本米山特別獎助金--訪問研究員」之申請訊息訪問研究員」之申請訊息

「米山特別獎助金」是由日本財團法人扶輪米山紀念獎學會獎助，而由中華

民國扶輪米山會負責選考事務，推薦台灣地區擁有博士學位之研究人員日本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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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後研究的獎助制度；獎助期間為一年。相關辦法及表格請至以下網址參閱與

下載: http://www.yoneyama.org.tw。敬請轉知並鼓勵 貴單位教師與具博

士學位之研究人員踴躍申請。有意申請者請備齊相關申請資料，於2008年2月

28日前逕向台灣米山SY-A獎學金選考委員會提出申請。

 

【研發企畫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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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傑出學者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一、本件文函附件(本計畫申請名冊、作業要點) 已印送及E-mail通知各系所、

中心轉知教師參辦，線上申請作業至96年12月31日下午6時止。本計畫主持人

資格，須符合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資格，且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1次

以上者（不含已退休、已執行2次3年期或累計達6年之特約研究計畫人員）。本

計畫為3年期計畫，計畫主持人於同一期間內以申請1件為限。計畫主持人執行

本計畫，最多以2次為限。累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3次以上，且已依國科會補助

特約研究人員從事3年期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執行1次特約研究計畫者，得執

行1次本計畫。

二、申請人請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96年12月27日

（12月29、30日為例假日，屆時國科會線上作業系統關閉即無法再行退件修改

或補件）前彙整及上線造具申請名冊一式3份及附同送存資料送計畫業務組彙

辦。另申請名冊請務必於備註欄內註明申請人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之年度。請

與97年度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及其他國家型研究計畫申請案分開造冊，將另案函

送辦理。有關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申請書等及其他相關注意事項請詳參計畫

業務組已印發通知之「國科會9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及附件，或

請自行上網查詢（網址：http://web.nsc.gov.tw）。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97年度「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計年度「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計

畫」開始受理申請畫」開始受理申請

工研院檢送其電光所97年度「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計畫」之申請簡章，受理申請

至96年12月28日止，已印送來函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教師參辦。因本計畫申

請簡章內「經費編列」項目規定：「各校應統一該校申請案之行政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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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有意申請者統一以經費總額之15%編列管理費，並請於96年12月26日

前備妥函稿及計畫書1式8份(含word電子檔1份)會計畫業務組並送秘書室核章

後辦理申請。來函及附件(公告、申請簡章)請自行上網查閱(網

址：http://newwww.itri.org.tw/announcement.asp?RootNodeId=

00H2&NodeId=00H2&KindCD=3)。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公開招標徵求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公開招標徵求97年度「中醫藥研究計畫」年度「中醫藥研究計畫」

一、本件來函已印送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參辦。本次計畫徵求分3類進行招

標，因各案號之徵求重點項目，同一機構以1標為限，請有意申請教師於96年

12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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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計

畫主持人所屬單位於下列規定時間前備妥請印單並檢附投標廠商聲明書一式1份

及計畫書一式8份等資料，會計畫業務組並送秘書室核章後，於投標截止期限前

送達該會辦理投標事宜。各類計畫校內限期及投標截止期限如下：

(一)「建構中藥用藥安全類」委託研究計畫，校內限期：96年12月20日前，投

標截止期限：96年12月24日下午5時30分前送達。

(二)「推動傳統藥材生技研發類」委託研究計畫，校內限期：96年12月21日

前，投標截止期限：96年12月25日下午5時30分前送達。

(三)「提升中醫藥教育訓練及服務網絡/品質類」委託研究計畫，校內限期：96

年12月24日前，投標截止期限：96年12月26日下午5時30分前送達。

二、研究重點項目及招標訊息可至該會網站查詢下載

(網址：http://www.ccmp.gov.tw)。

【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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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公立未來大學校長中島秀來校參訪日本公立未來大學校長中島秀來校參訪

本年6月14日，日本公立未來大學校長中島秀之一行四人至本校參訪。並於

96年12月11日簽定合約。

合約內容包含交換學生、教授互訪及兩校學術交流。合約簽訂後，希望能拓

展兩校友誼並增加兩校學生出國之機會。交換學生包含大學部及研究所，歡迎各

系所鼓勵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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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處提供】

↑↑top

 

 

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獎學金訊息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獎學金訊息

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提供Dr.Goh Keng Swee scholarship，鼓勵25

歲以內、亞太國家國籍、優秀高中或高職畢業青年，赴新加坡以英語修讀學士學

位。

 

【國際處提供】

↑↑top

 

 

2007外籍生耶誕晚會外籍生耶誕晚會

外籍生學會與校園大使於12月21日共同籌辦「2007聖誕晚會」，希以此年

末聚會慰藉同學们思家之念，歡樂共聚，並交換異鄉求學心得，互為勉勵。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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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巢優利貸－「築巢優利貸－2007~2008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公告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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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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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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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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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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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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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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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規定辦理。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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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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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還款年限：最長20年。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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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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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案聯絡人：保管組陳玉萍小姐，分機：51906。

 

【保管組提供】

↑↑top

 

 

民眾陳情國宅未有實際居住事實及出租情事加強宣導民眾陳情國宅未有實際居住事實及出租情事加強宣導

有關新竹市政府屢獲民眾陳報國宅承購人未有實際居住於承購之國宅，且疑

有出租情事乙節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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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國民住宅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五、六款規定略以「政府興建之國

民住宅出售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得收回該住宅及基地，並

得移送法院（普通法院）裁定後強制執行：．．．五、變更為非居住使用或出

租，經通知後逾三十日未予回復或退租。六、承購後滿三個月，經催告仍未進

住。．．．」，先予敘明。

二、敬請各管理委員會影印張貼公告於各棟一樓出路口週知，以利國宅區分所有

權人知悉及遵守。另查因違反法令將國宅出租，業有因屋主與承租人發生糾紛，

進而肇致公共安全之案例，如各管理委員會及現住之區分所有權人查覺鄰屋確有

出租之具體事實，惠請儘速通知新竹市政府，予以依法處理，以保障區分所有權

人之權益。 

三、請本校教職員及學生勿出租或承租國宅，以免肇致權益之損失。

 

【保管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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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house內政部不動產交易服務網」相關訊息公告內政部不動產交易服務網」相關訊息公告

一、「e-house內政部不動產交易服務網」是全方位的不動產專業服務平台，

師生有需求者，可自行上網查詢。

二、網址： http://ehouse.land.moi.gov.tw

【保管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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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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綜一各樓層管理單位不同，但實在不清楚分別屬於哪單位，只好麻

煩總務處了。　1.應換燈管：A502、A103   2.廁所須整頓：5F有門無

法上鎖推測其他樓層也會有類似情形，建議全面檢修。

A1 通知綜合一館曾管理員且已進行處理。

Q2 工程三館二樓(靠近電算中心側)的男廁小便斗自動沖水器故障，不停地沖

水，無法關閉，請派員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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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已通知資工系吳小姐且已派員處理。

Q3 電資大樓前的荷花池, 我建議只種荷花就好, 把水面那種一大堆的植物拿

掉, 這樣荷花才能長得漂亮, 畢竟這是"荷花池" 當然要以荷花優先! 我並

建議荷花池的水要是活水, 不能是死水, 否則真的很不好!

A3 荷花茂盛期約在6-7月每當八月過後荷花開始休眠，水面上葉子自然枯

萎，其他水生植物就獲得了陽光 自然開始大面積生長，但是實質上並不

影響荷花生長。而池中的水芙蓉每年都安排12月清理，所以請師生放

心。

Q4 同仁反應女二舍前大馬路邊水溝清潔孔下陷及破裂，請總務處先勘查並作

修換，有立即危險者應有警戒標示〈線或圓椎〉

A4 事務組11/3完成更換。

Q5 我今天發現南大門進來以後, 一直走到T字路口不要轉彎, 請停下腳步, 此

時往棒球場方向看,會發現有三個公告用的看板一直閒在那邊沒有人處理,

建議總務處幫一下忙。

A5 事務組已派外勤班移除。

Q6 我的建議就是在景觀大道上設立幾張給行人坐著的長板凳, 各位可以想像

一下, 若景觀大道上有著好友坐著聊天, 或者男女朋友甜言蜜語, 或者功

課的好友討論功課, 或者社團朋友討論社團事務, 這種景象, 是不是為景

觀大道增添更多的色彩呢? 請考慮一下喔。

A6 已轉請事務組評估規劃

Q7 公車亭少了給外籍學生與外籍老師看的"英文版公車說明"!!我建議不妨加

設上去。

A7 事務組已交代承辦人處理中。

Q8 奇美咖啡館的回收臺(回收餐具的地方)前面的地板上所鋪的那一層地面已

經凸出來好久了, 我想應該有兩年了, 但是一直沒有改善, 他們也不知道

如何處理, 我想請總務處高抬貴手, 有空的話去奇美咖啡館回收臺前面的

地上看一下, 怎麼會呈現凸出來的樣子呢? 是地層變動嗎?

A8 勤務組已與奇美公司總部經理溝通，該公司允諾將會處理修繕。

Q9 在景觀大道上面, 有一處老是在積水, 建議想辦法解決之, 否則會不利於

同學的行走, 最近天氣都很好, 那裏居然還會有水, 真的很奇怪!!

A9 營繕組已處理。

Q10 昨天晚上在北大門附近 不知道在吵什麼，打給學校駐警隊 ，打了快十遍

完全沒人接。請問像這種情形是要找哪裡找誰反應? 還是要直接打給派出

所?

A10 11/14零晨有40位同學在竹湖旁喧鬧,有數位同學在湖中游泳，大門警衛

和巡邏趕至現場處理。

Q11 近來在女二餐廳用餐時，已經連續兩天發現提供的湯匙不乾淨。這兩天我

見到湯匙上面有飯粒、油污、菜葉…等。然而我沒見過一餐、二餐提供的

湯匙有這種情況，所以清洗時技術上的問題應不構成理由……。但最近連

續幾次都見到這樣的情況，令人很難接受，希望學校能關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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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針對同學所反應的問題，勤務組經派員了解已向餐廳負責人反應，並要求

該業者應加強碗盤之清洗工作，業者表示會特別注意及加強。

Q12 昨日機車道柏油鋪設工程完工，女二舍後方新E棚經狗舍到F棚的路段，

原本會打滑的水溝蓋，因為重鋪柏油路面的關係，造成柏油路面比水溝蓋

\還要高上一截，騎起來就像在環校機車道上安裝麵包，不知水溝蓋\的問

題是否能請貴處解決？

A12 本次機車道加封工程業已於96.11.17及6.11.18施工完成，本次發包工

程尚有排水溝改善工程，將一併將截水溝蓋提高至與路面齊平，以維機車

道平整。

Q13 有同學反應說機車道部份路段的路面狀況不佳，騎車經過時路上大大小小

的坑洞會讓車子上下震動，感覺很不好。可以的話，可以儘快申請預算進

行路面填補嗎？

A13 營繕組已辦理發包於96.11.17及18兩日完成。

Q14 活動中心一樓的廁所每到假日就故障, 所以想跟你們說, 請你們重視一下

活動中心的廁所, 建議換上最耐用的牌子, 我覺得目前的大便間的廁所不

太耐用!

A14 已請管理單位─課外活動組配合改善。

Q15 交大摩斯旁邊的廁所, 男廁有兩間大號間!!外面這一個大號間的門鎖怪怪

的, 很好關但卻很不好開, 可否煩請無敵總務處伸出萬能手,幫忙修一下!!

A15 經勤務組現場瞭解似鎖太舊的原因，已請全家便利商店通知所屬配合廠商

近日安排處理修繕。

Q16 我們知道竹湖旁邊有一個設施, 上面寫"竹湖"兩個字, 那個碑上, 右邊有設

立時間, 左邊有設立者的名字(或者相反), 這些字本來都是用金粉寫的, 但

是現在都退掉了, 只剩下中間"竹湖"兩個字不會褪色(因為是金屬的當然不

會褪)!!建議左右的字都重新上漆!

A16 事務組已轉知承辦人處理。

Q17 11月21日15:10學生通知馬上辦中心稱：田徑場旁排球場失火。

A17 經駐警隊及本人現場瞭解，並非排球場是西側西區大水溝菜農燃燒雜草，

已要求熄滅。

Q18 我的2台腳踏車因有一段時間沒使用,也有看見被貼上要拖吊的單子,雖然

10月初要拖吊但那陣子很多颱風,我也忘了要將腳踏車牽走,之後再發現就

已經不見了.只好上網留言.後來, 外勒班的呂班長就打電話主動告知我,腳

踏車的拖吊是由他們所負責的,也帶我去找腳踏車,不過,最後沒找到。但很

謝謝呂先生幫我整理了一台堪用的腳踏車,讓我可以繼續使用，原來交大

的留言平台是有用的,一直以為會石沉大海,所以是不抱希望的,但是,竟然

會打電話主動通知我,很感謝 。

A18 總務處同仁一直都是在替師生服務，能力辦得到都會盡力，同學建言馬上

辦中心平台都會積極處理或催請相關單位處理，只要被通知之承辦單位即

時處理，就很快展現效率如腳踏車呂班長事件。目前此窗口雖一人兼辦但

都不致於讓同學失望會有石沉大海的感覺，歡迎有問題再聯繫。

馬上辦中心服務專線：(03)5712121轉31987，歡迎全校師生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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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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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函釋宣導重要函釋宣導

＊教育部96年12月13日台法字第0960194121號函轉司法院秘書長同年月10

日秘台大二字第0960025706函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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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law.moj.gov.tw），請同仁自行下載參閱。

＊教育部96年11月14日台法字第0960175489號函轉知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

之釋字第633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

請同仁自行下載參閱。

＊教育部96年11月7日台法字第0960175035號函，「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

業奉 總統96年11月7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150561號令修正公布，刊載於總

統府公報第6770期。

＊教育部96年12月12日台人(二)字第0960191561號書函轉中央選舉委員會同

年月7日中選人字第0963700320號函以，97年1月12日(星期六)為第7屆立法

委員選舉投票日，依規定是日非屬星期日或休息日者，為便利前往投票，選舉區

內各機關、學校員工放假。本校是日為放假日，請教職員工同仁踴躍前往投票。

＊考試院96年10月30日考臺組貳字第09600074671號令發布修正「公務人員

考績法施行細則」，細則條文及修正對照表均登載於銓敘部網站中「下載專區」

之「通函公文及公文附件下載」。

＊教育部人事處96年11月20日台人處字第0960177575號函轉銓敘部96年11

月13日部銓一字第0962813158號有關公務人員陞遷法第12條規定，經機關核

准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或研究達6個月以上，於進修或研究期間者，不得辦理陞

任；其於進修或研究期間依規定返回機關上班之期間，仍不得辦理陞任。

＊教育部96年11月29日台人(二)字第0960166349號函以，各項公職人員競選

活動期間，請遵照教育基本法第6條揭櫫之教育中立原則，加強維護選舉期間校

園學習環境安寧，並請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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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利用學校各種集會及相關教學機會，向教職員工生宣導民主法治及淨化

選舉風氣之理念。

（二）各項公職人員競選活動期間，學校不宜借予教職員工生從事下列活動：

1.邀請候選人至學校演講、座談及其他助選造勢活動。

2.為候選人在校園內張貼、散發海報、標語或傳單等競選物品。

3.教職員工生亦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期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亦不

得從事助選活動。下班後從事上開活動，亦應自我克制。

4.其他有違教育中立及影響校園學習環境安寧之助選活動。

（三）前項所稱「公職人員競選活動期間」，係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公職

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及相關規定，由主管選舉委員會規定之。

＊教育部96年11月9日台人(二)字第0960170509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年11月5日局企字第0960064124號函以，第12任總統副總統暨第7屆立法

委員選舉將屆，請貫徹各機關員工嚴守行政中立，並請配合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為因應當前政治環境發展趨勢，早日建立公務人員共同遵守的行政中立規

範，考試院業已擬具「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並於94年10月13日送請立

法院審議，俟上開草案完成立法程序，對於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即有明確之制度性

規範

（二）於上開草案未完成立法程序前，為貫徹各機關員工嚴守行政中立，請就下

列事項加強宣導並轉陳機關首長及轉知各級全體同仁：

1.應嚴守行政中立，依據法令執行職務，忠實推行政府政策，服務人民。

2.執行職務，應秉持公正立場，對待任何團體或個人。

3.不得介入黨政派系紛爭，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使他人加入

或不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4.不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動；亦不得從事助選活

動。下班後從事上開活動，亦應自我克制。

5.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擬參選人要

求、期約或收受金錢、物品或其他利益之捐助；亦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僱傭

關係或其他生計上之利害，媒介或妨礙政治獻金之捐贈。

6.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從事下列政治活

動或行為：

（1）在辦公場所印製、散發、張貼文書、圖畫或其他宣傳品。

（2）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

人之旗幟、徽章或服飾。

（3）主持集會、發起遊行或領導連署活動。

（4）在大眾傳播媒體具銜或具名廣告。

（5）對職務相關人員或其職務對象表達指示。

（6）在辦公場所利用公物(如網路資源)，宣導串連政治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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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罷免或公民投票，不得利用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

法，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亦不得動用行政資源進行助選。

8.對於職務上掌管之行政資源，得裁量受理或不受理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

候選人依法申請之事項，並應秉持公正、公平之立場處理，不得有差別待遇。

9.各機關學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選舉期間，請於辦

公、活動場所之各出入口明顯處所，張貼謝絕候選人或其支持者進入從事競選活

動之告示。各機關首長亦應謝絕政黨、公職候選人或其支持者之造訪活動。

10.各機關學校於選舉委員會發布選舉公告日起至投票日止之選舉期間，不得為

任何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舉辦聚餐、旅遊等有關團體活動。各級學

校亦不得配合家長會為任何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舉辦有關活動。

11.各機關學校依規定得出租(借)場地供政黨、其他政治團體或公職候選人舉辦

問政說明、政見發表會等相關政治活動者，應本公平、公正、公開原則辦理。租

(借)場地使用完畢後，應即督促租(借)人清除現場所有文宣品。

【人事室提供】

↑↑top

 

 

重要訊息宣導重要訊息宣導

＊教育部96年12月13日部授教中(人)字第0960523225號函以，該部中部辦公

室為因應業務需要，重整部分行政組織，總務科調整名稱為行政科，辦理總務、

秘書行政業務。原秘書科調整為學產管理科，辦理學產管理業務，並自即日起生

效。

＊為配合第13屆中華民國消費者日、月，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於「e等公務園」學

習網中，課程訊息之「政策法制類」開設消費者保護法系列，提供公務人員上網

學習，並依規定核給終身學習時數，請鼓勵同仁多加利用。e等公務園網址如

下：http://elearning.hrd.gov.tw/eHRD2005/index.aspx。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書函為增進公務福利，表達政府關心公教同仁身體健康，經

邀請專家學者，依照公教人員工作屬性，設計29項健康檢查項目，特開辦「健

康99全國公教特惠健檢」，請同仁及退休人員自由選擇利用。

＊依行政院規定自本（96）年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人每年最低終身學習

時數為30小時，其中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不得低於10小時，數位學習時數1小

時。本校尚有多位同仁學習時數未達到規定標準，請同仁踴躍線上學習，檢附線

上學習相關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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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等公務園http://elearning.hrd.gov.tw/eHRD2005/index.aspx

文官e學苑http://ecollege.ncs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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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化政府網路文官學院http://elearning.nat.gov.tw/

公務員資訊學習網http://itschool.dgbas.gov.tw/ 

＊教育部96年11月15日台人（二）字第0960166795A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召開之「研商公務人員涉及重複請領子女教育補助相關行政責任如何處理」會

議決議如下:

(一)有關公務人員涉及重複請領子女教育補助之情事，由各機關依個案情形，從

嚴認定公務人員否構成犯罪後，再考量函送檢調單位偵辦。

(二)本案原則上由各機關政風單位負責查證事宜，惟各機關亦可基於實際需要，

由機關首長指定適當單位辦理。

(三)有關移送司法程序前，涉及重複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公務人員之相關行政責

任、懲處對象、懲處額度及追繳之處理，由各機關衡情度理按個案情形，依公務

人員考績法等相關規定及程序辦理，並納入「公務人員涉及重複請領子女教育補

助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規範，供各機關參考辦理。

(四)各機關如有類此情事尚未經查核發現者，請各機關確實轉知所屬人員相關規

定，作必要之處理。

為避免違反相關法令規定，請夫妻同為軍公教人員之同仁，依規定僅由一方

請領子女教育補助，如有重複支領，應即繳回，並自負法律責任。

【人事室提供】

↑↑top

 

 

IFPI擬對侵權案提告，請全校師生務必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觸法擬對侵權案提告，請全校師生務必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觸法

本中心最近多次接獲教育部電算中心來函轉知：國際唱片業交流基金會（簡

稱IFPI）針對學術網路使用Foxy程式下載音樂歌曲之使用者，進行蒐證並提出

疑似侵權之警告。請各位同學使用網路連線時，務必尊重智慧財產權，以免誤觸

相關法令。

【計算機中心提供】

↑↑top

 

 

交通大學首頁設計大賽熱烈展開中，特延長收件時間至交通大學首頁設計大賽熱烈展開中，特延長收件時間至12月月31日日

交通大學首頁等著你們來改頭換面，歡迎全校同學發揮創意潛能，為交大創

造出不同的首頁新面貌，還有6萬元獎金等你來拿喔！詳細辦法請見活動網

頁http://www.cc.nctu.edu.tw/news/active1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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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中心提供】

↑↑top

 

 

網頁建置競賽網路評分活動已圓滿落幕，參與網路評分之師生別忘了來領網頁建置競賽網路評分活動已圓滿落幕，參與網路評分之師生別忘了來領

紀念品喔紀念品喔

感謝同學們熱情參與96學年度教學與行政單位網頁建置比賽網路評分活

動，計網中心特地為參與投票的同學們準備了小小的紀念品，請同學們將投票的

彩券列印下來，攜帶學生證至計網中心一樓服務櫃臺領取紀念品唷

【計算機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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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來文提醒全校師生勿隨意申請非教育體系下之網域名稱教育部來文提醒全校師生勿隨意申請非教育體系下之網域名稱

近來有單位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名義向各大專校院推銷使

用該單位辦理之網域名稱(如XX大學.com、XX大學.net、XX大學.cn及XX大

學.網絡等)，建議各級學校勿採用該網域名稱，並謹慎留意該類訊息。

備註：網域名稱.com為公司、行號或企業，.net為網路或通訊，.cn為大陸域

名，.綱絡為大陸域名

【計算機中心提供】

↑↑top

 

 

96年資訊月政府暨公眾成果展示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前往參觀年資訊月政府暨公眾成果展示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前往參觀

教育部於96年資訊月政府暨公眾成果展示活動中，展出主題為「教育探索

館」，展示期間及地點如下：(1)台北(台北世貿一館)：96年12月1日至96年12

月9日；(2)台中(台中市政老虎館)：96年12月14日至96年12月19日；(3)台南

(台南世貿展覽中心)：96年12月28日至97年1月2日；(4)高雄(高雄世貿展覽

中心)：97年01月10日至97年1月15日。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前往參觀，相關活

動訊息可至資訊月網站查詢(網址：http://www.itmon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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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機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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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聖女貞德故鄉低弦的悸動「來自聖女貞德故鄉低弦的悸動  」」–諾曼地低音弦樂二重奏諾曼地低音弦樂二重奏

時間：2007/12/20（四）

地點：演藝廳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220/20071220.htm

【藝文中心提供】

↑↑top

 

 

「交大室內樂集」與室內樂宗師卡里胥「交大室內樂集」與室內樂宗師卡里胥2007聖誕禮讚聖誕禮讚

時間：2007/12/24（一）

地點：演藝廳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224/20071224.htm

【藝文中心提供】

↑↑top

 

 

「水滸「水滸108」」–當代傳奇劇場當代傳奇劇場

時間：2007/12/28（五）

地點：中正堂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228/20071228.htm

【藝文中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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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影像－賴雯淑個展未完成的影像－賴雯淑個展

Fragments of Images - Solo Exhibition

by Wen-Shu Lai

11/29（四）中午12:00 開幕茶會

下午 1:30– 2:30 藝術家導覽

《未完成的影像》系列作品主要

是賴雯淑十五年來旅居美國期間的靜

態影像紀錄。隨著人生旅程的意外開

展，作者也隨機捕捉遺留下來的軌

跡，有些是關於時間的，有些是關於

空間的，有些是向外觀看，有些是向

內探索。在來來回回之間，線條、光

影、時間、空間、物理、心理是相互

交織滲透的。

賴雯淑目前任教於交大應用藝術研究所。1990至2001年之間在美國攻讀設

計與藝術教育。之後，在德州任教四年，於2005年返台。《未完成的影像》是

返台後的第一次個展。

【藝文中心提供】

↑↑top

 

 

英風浩然－楊英風作品在交大英風浩然－楊英風作品在交大

 

（攝影比賽得獎展出：浩然圖書館1F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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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 Spirit – Yuyu Yang’s Artworks in NCTU

12/21（五）中午12:00開幕茶會 暨 攝影比賽頒獎典禮

                下午 1:30– 2:30 策展人導覽（蕭瓊瑞 / 成大歷史系教授）

01/03（四）下午1:30 策展人專題演講：「台灣現代雕塑史上的楊英風」

【教育推廣活動】「風中奇緣～交大校園楊英風雕塑攝影比賽」10/22～  

                      10/25徵件，報名簡章請至藝文空間網站下載。

【校園楊英風作品戶外導覽】10/04（四）下午1:30-2:30於浩然圖書館B1門

                      口（奇美咖啡旁）集合，導覽者：蕭瓊瑞教授。

【團體預約導覽】預約申請表請電洽(03)5712121分機52621索取。

今年是國際知名藝術家楊英風先生逝世十週年，交大藝文中心與楊英風藝術

研究中心特攜手舉辦本展，不僅呈現楊英風藝術研究中心八年來的工作成果，涵

蓋「楊英風數位美術館」、「文獻資料庫」、「影像資料庫」的建置，以及《楊

英風全集》之出版；更完整介紹目前設置於交大校園內的各個景觀雕塑作品與景

觀規畫案。展覽規畫以楊英風天人合一、宇宙和諧的哲學思想出發，將大師手法

新穎，既具現代感，又不失傳統溫馨與敦厚的特質，作一精彩呈現，期待您的參

與。

配合本展另舉辦攝影比賽，以鼓勵發掘交大校園楊英風景觀雕塑之美，歡迎

踴躍參加，報名簡章請上交大藝文空間網站下載或至圖書館B1藝文空間索取。

「風中奇緣～交大校園楊英風雕塑攝影比賽」徵件開始「風中奇緣～交大校園楊英風雕塑攝影比賽」徵件開始

參賽規格：參賽作品尺寸一律為參賽規格：參賽作品尺寸一律為8x10英吋，附英吋，附50字以上心得，詳情字以上心得，詳情

請見報名簡章。請見報名簡章。

收件方式：請於收件方式：請於96/10/22至至10/25每日上午每日上午  9：：30至下午至下午16：：

30，親至交大藝文空間（浩然圖書館，親至交大藝文空間（浩然圖書館B1）報名交件。）報名交件。

獎勵方式：獎金含首獎獎勵方式：獎金含首獎8000元不等，並另選出最佳創意、最佳趣味等元不等，並另選出最佳創意、最佳趣味等

獎項。獎勵豐富不可錯過獎項。獎勵豐富不可錯過

簡章索取：報名簡章請上交大藝文空間網站簡章索取：報名簡章請上交大藝文空間網站

（（http://gallery.nctu.edu.tw）下載或親至交大藝文空間索取）下載或親至交大藝文空間索取

得獎展覽：得獎展覽：12/21開幕於交大藝文空間頒發獎金及獎狀，並配合特展開幕於交大藝文空間頒發獎金及獎狀，並配合特展

於圖書館於圖書館1F大廳展出。大廳展出。

洽詢電話：（洽詢電話：（03））5712121#52621、、52694。。

【藝文中心提供】

↑↑top

 

 

當代傳奇劇場的藝術總監吳興國當代傳奇劇場的藝術總監吳興國  -「從我學戲的那天起－吳興國的當代傳「從我學戲的那天起－吳興國的當代傳

奇」奇」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gallery.nctu.edu.tw/


12/26（三）下午1:30–3:20

講師：吳興國（當代傳奇劇場藝術總監）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講綱】

學戲的那天起學戲的那天起…

八歲入劇校，從學戲的第一堂課說起，帶你進入京劇的世界！唱戲苦不苦？為什

麼堅持？京劇有多美？是什麼讓吳興國願意放棄演藝事業！在這一次的演講中，

與青年學子分享藝術家的養成之路！以及在人生道路始終不忘的初衷！

生旦淨丑大觀園生旦淨丑大觀園

生、旦、淨、丑，帶領青年認識京劇的基本角色，搭配影片和音樂學習欣賞京

劇，並可從中認識京劇各種專有名詞，在未來更容易欣賞表演藝術。

立基傳統立基傳統  放眼世界放眼世界

京劇為什麼要創新？舞台要如何活化？為何改編西方經典？京劇的未來在哪裡？

吳興國帶領的當代傳奇如何在國際發光？東方與西方究竟有沒有衝突？

當代傳奇劇場最新創作推薦古典小說水滸傳，由張大春重新改編的《水滸

108》，京劇青春版，甫受邀2007台北藝術節開幕演出後，首度至交大藝文中

心校園演出，總導演吳興國將深度導聆《水滸108》，保證讓交大學生看的津津

有味

現場發問與討論  開放時間大家有時間滿足心中的好奇！

【講師簡介】

吳興國，復興劇校、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畢業。少

數橫跨電影、電視、傳統戲曲、現代劇場以及舞蹈

之全方位表演藝術家。目前擔任當代傳奇劇場藝術

總監。曾獲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並赴紐約大

學戲劇研究所選修理查‧謝喜納環境劇場課程。曾

經榮獲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男主角提名；連續三度

榮獲文藝金像獎最佳生角獎以及香港電影金像獎最

佳新人獎，電影代表作有：誘僧、青蛇、宋氏王

朝…等。

 

1986 年結合一群青年京劇演員，創立「當代傳奇劇場」，導演及主演多齣

融合舞台劇及京劇的作品。創團作品《慾望城國》改編自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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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白》，一舉成功，《慾望城國》成了當代傳奇劇場經典劇目，多次受邀於

各大國際藝術節演出，包括英國皇家劇院，法國亞維儂藝術節、美國史帕雷多藝

術節等；爾後，共創作了六齣自西方莎士比亞與希臘悲劇經典改編的戲劇作品，

成為傳統戲曲藝術發展與創新掌旗的「先鋒」人物，每推出新作皆引起熱烈的迴

響與討論。

                                                                  【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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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演講送名著聽演講送名著-Let’s Read & Talk

為鼓勵同學踴躍參加「新文藝復興閱讀計劃」導讀演講活動，即日起至1月

2日每週三下午15：40至17：30pm，參加演講活動並發問問題前五名者，可

獲得該週導讀名著ㄧ本。(全程參與出席最後六場演講活動者亦可於1月2日演講

結束後獲得世界經典名著一本)

相關活動請詳見：http://pac.fansio.com/Event/?id=2&PHPSESSID=

f7e034bc5df1bf46fa33c763ff070f2a

【通識教育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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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導讀課程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導讀課程--奧古斯丁懺悔錄奧古斯丁懺悔錄

時間：2007/12/26（三） 15：40～17：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浩然國際會議廳

講題：奧古斯丁懺悔錄

主講人：南方朔先生

【通識教育委員會提供】

↑↑top

 

 

外文外文97畢業鉅獻　畢業鉅獻　1月月3、、4日於新竹市演藝廳日於新竹市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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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襲了兩屆大型公演的製作經驗，繼95級氣勢如虹的『大土匪』(Tartuffe

)，和96級熱鬧繽紛的『絕不付帳』（WeWon't Pay），今年度外文系97級又

將在2008年一月三、四日於新竹市演藝廳一展身手，讓觀眾們大飽眼福。有別

於前兩年較喧嘩的表演方式，這次把焦點調回平凡生活中的人事，以美國劇作家

桑頓‧懷爾德(ThorntonW ilder，1897-1975）筆下的經典著作『小鎮』(Our

Town)為角本，希望刻畫出人與人相處時最細膩的點滴，並以雋永又不失驚

奇、感人卻充滿提醒意味的方式呈現。一方面為大家朝夕相朝夕相處的四年韶光

畫上一個最不捨的休止符，另一方面也是送給所有交大人和新竹市民最真摯的禮

物。

劇情概要：本劇描寫20世紀初一個發生

在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中，一

個平凡的小鎮葛絡佛角(Grovers's

Corners)的故事。劇中的喬治與艾茉莉是一

對從小一塊長大的青梅竹馬。他們經歷兒時

的兩小無猜和青少年時期純純的愛戀，歲月

推移，他們相知相惜攜手步入禮堂。卻不知

道他們平凡而美麗的人生將因命運而永遠改

變……

演出資訊演出資訊

時間：2008/1/3(四)、1/4(五)；18:30進

場、19:00開演

地點：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

校內索票：愛因斯坦、藝文空間、全家便利商店、7-11

校外索票：清大水木書苑、大學書局、誠品書局、

金石堂(中正店)、敦煌書局、鐵道藝術村 

＊全劇附中文字幕

【外文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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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訊息其他訊息

康林人力國際機構：行政代辦費6折(03-5798899*866陳鈺鈴顧問師) 

金山面：尾牙專案，備有500個停車位(03-5636296) 

和風會館：現做外帶年菜、圍爐宴、春酒尾牙專案(5734268/5716899)

【員生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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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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人：李佳如小姐，分機31283

e-mail：zippy2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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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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