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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台灣50、影響、影響50』』  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週年慶祝活動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週年慶祝活動

95年大學產學合作績效評量年大學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交大奪冠「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交大奪冠

Nobody Can T op Us，無人能及的「蕉」大人，無人能及的「蕉」大人--第二波搶購熱潮即將開第二波搶購熱潮即將開

跑！跑！

品酒談「悅」讀品酒談「悅」讀--何薇玲董事長分享閱讀經驗何薇玲董事長分享閱讀經驗

 

教 務 處 訊教 務 處 訊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

教務處暨教學發展中心英文簡介教務處暨教學發展中心英文簡介

 超薄型月刊超薄型月刊

12月月13日朱學恆先生演講《關於開放式課程相關經驗》日朱學恆先生演講《關於開放式課程相關經驗》

教師基本資料系統教師基本資料系統(Annual Report)

2007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四場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四場

學業期中預警系統進入最後時程學業期中預警系統進入最後時程

學系畢業學分預審作業學系畢業學分預審作業

碩士班招生簡訊碩士班招生簡訊

智慧人文好書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網站也買的到哦智慧人文好書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網站也買的到哦

N C T U Press獨家設計靜電式萬年曆，為您記下一整年的心情紀事，限量獨家設計靜電式萬年曆，為您記下一整年的心情紀事，限量

加購中加購中

 

學 務 處 訊學 務 處 訊

「服務學習暨「服務學習暨POWER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請系所推派導師及開設服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請系所推派導師及開設服

務學習課程之教師、各班導師及相關行政單位人員踴躍參加務學習課程之教師、各班導師及相關行政單位人員踴躍參加

九十七學年度宿舍申請優先作業要點事宜九十七學年度宿舍申請優先作業要點事宜

研 發 處 訊研 發 處 訊

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97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

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 編輯‧第編輯‧第  015期期  96/12/05‧‧→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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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97年度「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年度「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部數位典藏部

分分)」之」之3類計畫類計畫

國科會國科會97/98年獎助「國內博士班研究生赴德國研究」（三明治計畫）受年獎助「國內博士班研究生赴德國研究」（三明治計畫）受

理申請理申請

 

國 際 處 訊國 際 處 訊

加拿大研究獎助金訊息加拿大研究獎助金訊息

 

總 務 處 訊總 務 處 訊

97年度本校研究所考試期間之短期招待所住宿即日起開放預約年度本校研究所考試期間之短期招待所住宿即日起開放預約

 

人 事 室 訊人 事 室 訊

重要函釋及訊息宣導重要函釋及訊息宣導

 

浩 然 新 鮮 報浩 然 新 鮮 報

閱讀有樂事閱讀有樂事-圖書館的圖書館的10樣見面禮樣見面禮

看看! 聞天祥聞天祥  五光十色的寶萊塢！五光十色的寶萊塢！

聽聽! 陳韻琳陳韻琳  印度大師電影賞析！印度大師電影賞析！

瞧瞧! 朱學恆朱學恆  荒謬事物也能有創意荒謬事物也能有創意!

 

計 算 機 中 心計 算 機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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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已隆重抽出三位已隆重抽出三位Wii得主得主

交大網域的交大網域的Gmail 帳號即日起開放全校學生申請帳號即日起開放全校學生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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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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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 文 中 心 訊藝 文 中 心 訊

變～作曲家系列變～作曲家系列Gene Coleman與采風樂坊與采風樂坊

「中央三十年回顧音樂會「中央三十年回顧音樂會  – 校園巡迴」校園巡迴」–中央合唱團中央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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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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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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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文選胡適文選

 

資 訊 學 院資 訊 學 院

科技創業界的傳奇科技創業界的傳奇-吳錦城先生吳錦城先生12/13（四）蒞校演講（四）蒞校演講

 

外 文 系 電 影 研 究 中 心外 文 系 電 影 研 究 中 心

交大之光楊德昌電影回顧展交大之光楊德昌電影回顧展

 

 

電 腦 視 覺 研 發 中 心電 腦 視 覺 研 發 中 心

經濟部學界科專「以視覺為基礎之智慧型環境的建構四年計畫」九十六年經濟部學界科專「以視覺為基礎之智慧型環境的建構四年計畫」九十六年

度技術研討暨技轉說明會度技術研討暨技轉說明會

 

員 生 社員 生 社 i c o o p

韓國進口蜂蜜柚子茶募集中韓國進口蜂蜜柚子茶募集中  

桃園邦記蔥抓餅團購目標桃園邦記蔥抓餅團購目標36份份  ，繼續募集中！請大家多多捧場！！，繼續募集中！請大家多多捧場！！

陳家麵店拌麵拌飯的好夥伴陳家麵店拌麵拌飯的好夥伴~徵◣素食麵醬◥愛護者徵◣素食麵醬◥愛護者  ，目標，目標20罐罐

秋意柿紅秋意柿紅~~好「柿」到好「柿」到

12月份寶珍香桂圓蛋糕開始接受預購月份寶珍香桂圓蛋糕開始接受預購

現貨供應：舒跑運動飲料及土地公的最愛現貨供應：舒跑運動飲料及土地公的最愛~仙草蜜仙草蜜

現貨供應：一指神功清潔機現貨供應：一指神功清潔機  ，獨家贈，獨家贈OSIM按摩梳按摩梳

現貨供應：冬季戀鍋現貨供應：冬季戀鍋~天香回味天香回味&小肥羊火鍋配方湯底小肥羊火鍋配方湯底

現貨供應：最後一波現貨供應：最後一波EGF面膜最後面膜最後10組組  ，售完為止，售完為止  ，不再追加。，不再追加。

現貨供應：現貨供應：OSIM iBrush電動按摩梳現貨供應特賣電動按摩梳現貨供應特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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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貨供應：舒潔拉拉抽取式衛生紙現貨供應現貨供應：舒潔拉拉抽取式衛生紙現貨供應

現貨供應：豪華型隱形眼鏡清洗機出清現貨供應：豪華型隱形眼鏡清洗機出清

現貨展示：法國皮爾帕門竹炭舒眠健康暖被團購月現貨展示：法國皮爾帕門竹炭舒眠健康暖被團購月

亞力山大俱樂部交大教職員亞力山大俱樂部交大教職員7天體驗日天體驗日

施巴施巴12月份特價商品月份特價商品  ，請洽鈺雯，請洽鈺雯0933843101

Haagen-Dazs即將與員生社合作即將與員生社合作  ，敬請密切注意最新消息。，敬請密切注意最新消息。

金山面尾牙專案金山面尾牙專案

和風會館和風會館

96年度教職員團體保險福利計畫年度教職員團體保險福利計畫

汽機車強制責任險優惠專案汽機車強制責任險優惠專案

中正堂每周三推廣日：每週行事曆中正堂每周三推廣日：每週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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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週售完為止，當週售完為止

百壽有機芽菜出貨日：百壽有機芽菜出貨日：12/14 ，出貨日前，出貨日前2天截止訂單天截止訂單

更多消息更多消息

 

 

『台灣『台灣50、影響、影響50』』  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週年慶祝活動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週年慶祝活動

為慶祝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週年，並彰顯新竹交通大學五十年來各屆校友

於全球高科技、文化等各產業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公共事務委員會特別規劃舉

辦『台灣50、影響50』校慶主題活動，藉由校內外公正人士票選出產業界最具

有影響力的 50 位交大校友代表，除了彰顯交大在台灣半世紀以來讓人刮目相看

的貢獻並凝聚校友向心力外，更期望能藉由此機會搭起兩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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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邁進並發揮更大的貢獻及影

響。

交通大學自民國 47 年博愛校區電子研究所創校開始至今共計有 8 個學

院，19 個學系、27 個獨立研究所，截至今年 6 月共計有 54,570 名畢業生。

令人驕傲的是交大系所的發展同時帶動了台灣電信、IT、半導體、晶片、網

路、電影藝術、唱片事業及生醫工程等各項產業的提昇，並且傲視全球。『台灣

50、影響50』活動透過與第三公正單位--遠見雜誌的合作，並獲得寶來金融集

團贊助，透過「薦舉」、「初選」、「投票」、「決審」、「公布」流程，選舉

出五十位校友代表，並於4 月 12 日校慶慶祝大會上舉行頒獎典禮，獲獎校友將

獲得『頂天立地』紀念性獎座一座，突顯交大在高等教育上的成就與貢獻以及校

友在全球各產業的傲人成績。

歡迎各學院、各校友會組織或校友個人於12月28日以前，推薦最具有影響

力的海內外產業界校友名單，與我們一同歡慶在台建校50週年校慶﹔未來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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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校門

公共事務委員會校友聯絡中心將定期每季舉辦活動，邀請遴選委員、獲獎校友，

定期聚會，以發揮更大的企業公民責任及全球影響力。

詳細活動辦法請參見：http://pac.fansio.com/Event/?id=4

推薦表單下載： 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週年主題活動推薦表

【2007-12-05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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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年大學產學合作績效評量年大學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交大奪冠「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交大奪冠

2007年高教評鑑中心針對大學產學合作績效評鑑，交通大學在國立高教體

系學校中，「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項目中居全國之冠，在「爭取產學經費

和效率」、「產學合作參與與廣泛程度」兩項指標中，交通大學則獲得全國第

四。

吳重雨校長表示，交通大學95年度產學

合作案件共有1021件，合作企業與單位達96

家；此外，歷年來無論於專利申請案件、獲

證數量及技術移轉案件數量皆大幅成長，自

民國90年交大成立智權中心至今年10月底

止，已成功取得國內外之發明專利計275件、

技轉授權案件208件，截至目前權利金收益已

累積達1.86億元以上，其中單筆最高金額個

案的技術授權之衍生利益金額更高達2000多

萬元，成效相當顯著。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10

技術移轉件數 9 7 6 30 51 61 44

技術移轉金額（千元） 5,513 3,974 2,210 16,048 34,950 79,878 58,986

平均技轉金額（千元） 613 568 368 535 685 1,309 1,341

電子高科技電子高科技   附加價值倍增附加價值倍增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pac.fansio.com/Event/?id=4
http://pac.fansio.com/files/event/taiwan50-form.doc


在眾多技術轉移案例中，備受矚目的是電子工程研究所李鎮宜教授與張錫嘉

教授研發出具有降低成本、高速又省電特性，適用於隨身碟、mp3、光碟機、

手機等3C商品的「Reed-Solomon編解碼器」技術。

張錫嘉教授解釋「解碼」指的是錯誤更正碼，當錯誤發生可以自動作更正，

譬如光碟片會有一些刮痕，聽的時候不覺得有異是因為有錯誤更正機制，如果毀

損不至於太嚴重，DVD讀取時晶片可以自動做更正，讓運作流暢。

李鎮宜教授與張錫嘉教授投入十年心力針對錯誤更正碼做具體的實現，提出

一種低複雜度的方法，可降低該方案在晶片實現的成本達50％，希望可以協助

技術轉移廠商在做相關應用時可以增加競爭力。自92年起至今，已授權六家台

灣科技公司，其技術授權案權利金總金額達 695萬元、衍生利益金 350萬元；

此外，更有一家授權公司成功在美國上市，具有每月超過2000萬顆晶片出貨量

的亮眼成績。

張錫嘉說明學術研究的研發成果應用到業界使用至少要三～五年的時間，產

業的需求必須仰賴學術深耕後的成果。而交通大學李鎮宜教授與張錫嘉教授長達

十年的投入對於技術轉移的過程具重大關鍵。對於研究成果，李鎮宜教授表示目

前技術的轉移還是以國內廠商為主，希望透過此合作模式，協助整體台灣IC設

計產業成長，推廣台灣學術研究能量以及幫助國內IC產業能夠揚名國際。

生物環保科技生物環保科技   綠色商機無限綠色商機無限

環境保護已成為全世界重視的議題，生物科技系曾慶平教授指出目前全球廢

氣處理主要還是使用物理、化學方式，生物科技則相對為較新的技術，且目前生

物廢氣處理技術僅少數產品由日本和德國進口，整套設備價格動輒高達新台幣數

百萬元以上，台灣並無商品化產品。

曾慶平教授投入十年所研發出的「以生物處理技術之廢氣處理系統及方

法」、「以生物技術去除臭味與有機污染物之系統開發」二項技術，透過活性污

泥篩選有效除臭菌株，並設計一套密閉循環之生物反應系統，不但除臭效率高達

97%、一台機器佔地僅5坪，比起傳統木屑除臭槽需佔地大約250-300坪與需

要定期的更替木屑，更具有經濟效益且操作成本低，也無化學洗滌除臭帶來的水

污染等二次污染問題。

此項技術自民國93年授權至交大創新育成中心的拜爾特公司，民國95年3

月拜爾特公司進駐竹南科學園區設廠，成為全國第一家環保生技公司，並開始生

產。而過去僅應用在堆肥場、養豬場與有機農場的除臭技術，目前也已進駐科技

廠商進入中型實驗器的實驗階段，未來擬可以應用於半導體、面版、塗料等科技

產業，對於帶動全面科技產業環境保護的發展具有重要性。

曾慶平教授投注多年心力的研究成果，於2005年協助拜爾特公司獲得經濟

部工業局推動的「農業生技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獎勵並擔任計劃主持人；曾慶

平教授更希望學術研究能夠具體應用，改善地球環境為人類盡一份心力。       

技術轉移的台灣困境技術轉移的台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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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且獨具風格的香蕉人休閒長T

◆全台唯一限量發售的「蕉」大人網帽

面對交大領先於各大學的產學成績，吳重雨校長表示，現今台灣研發技術面

臨的其一困境為技術轉移的相關配套措施不如國外完善，學術團隊在與廠商協調

的過程中，可遇見Know-How外流，廠商拖延技術轉移合約簽約時程或甚至取

消技術轉移合約的情況。交通大學為避免相關情況發生，智慧財產權中心主任黃

經堯教授特別規劃每年不定期舉辦一～兩次為期三天的專利與相關智慧財產權課

程，邀請業界具相關專業知識的學者、律師與智慧財產局審查委員，提供相關輔

導，交大團隊才能在連續五年榮獲國科會「績優技術移轉中心」之最高榮譽之

後，再在高教評鑑中心『智財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評鑑項目中拔得頭籌，更

上層樓成為國內高教體系呈現巨觀研發能量的表率。

【2007-12-05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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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ody Can T op Us，無人能及的「蕉」大人，無人能及的「蕉」大人--第二波搶購熱潮即將開第二波搶購熱潮即將開

跑！跑！

今年10月交大首度推出的「香蕉人

Nobody Can Top Us」親子裝，引起校內

師生以及校友熱烈的迴響及好評﹔因此本月

（12月）7日乘勝出擊再推出香蕉人造型的長

袖休閒T恤與休閒網帽，期待能創造更多隸屬

於交大人活潑、創意的形象。

 

本次推出的香蕉人長袖T恤為100％純棉材質，穿起來舒適透氣，一樣有親

子裝各種size，帽子則選擇時下年輕人比較喜歡的網帽設計，展露時下的流行

感；香蕉人雄赳赳氣昂昂、抬頭挺胸的姿態與「Nobody Can Top Us」字樣

則延續一貫的風格，「自信、勇敢、堅定且不畏困難」，只要套上一件簡單的牛

仔褲就夠可愛、夠有形且獨具心裁，無論您要約會吃飯或休閒運動皆適宜，更是

聖誕節的最佳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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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薇玲董事長和與會師生分享美酒

香蕉人長袖T恤與網帽即將於本月（12月）7日限量獨家上市，於交通大學

愛因斯坦書局2F與網路同步販售，敬請期待！

 

【2007-12-05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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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酒談「悅」讀品酒談「悅」讀--何薇玲董事長分享閱讀經驗何薇玲董事長分享閱讀經驗

前台灣惠普董事長、現任創一投資公司董事長何薇玲，28日下午來到交通

大學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參加『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向校內師生說

書、一同品味「悅」讀。

談到最近正在讀的漫畫書「神之雫（ㄉ

ㄧ）」，何薇玲董事長神采飛揚的解釋

「雫」指的是神的甘露—「酒」；和許多讀

者一樣，這本以葡萄酒作為主題的漫畫書開

啟了何薇玲董事長的品酒人生，同時現場她

也拿出早已準備好和大家分享的兩款酒，請

現場師生細細品酒並品味閱讀。

第一瓶酒是2007年10月剛上市兩個禮拜

的新酒，是知名度很高的薄酒萊；另一瓶則是已保存三年、出產年份為2004年

的冰酒。在現場師生熱烈討論兩款酒的不同風味後，何薇玲董事長向大家解釋

2007年出產的薄酒萊，知名度高也很熱門，但實際上年份不足也非經由精工細

釀而產出，所以喝起來感覺乾澀，宛若尚未開啟閱讀之門的年輕學子；而2004

年的冰酒則是手工摘自於零下八度的葡萄樹，因此喝起來香氣迴腸，猶如進入閱

讀世界沈潛後，風味自然不同。「你要做獨特的冰酒，還是要做大量製造的

酒？！」何薇玲董事長以此作為說書的開場，鼓勵學子讀書、鍛鍊氣質、增加深

度，「將別人半甲子的武功，一次灌注到自己身上」也可以讓人生有無限的回

味。

座談的過程中，何薇玲董事長一如其明快的風格，將她今年下半年度所讀的

其中一百多本書，按照自然、愛、武俠小說、外籍、動物、食物、科學等分門別

類快速的分享給現場的師生。其中她也特別分享過去讀書的心得，她認為達文西

雖是西方所推崇的藝術家與科學家，但明朝的封神榜卻比達文西有更高的科技成

就：「故事中所描述的紅光、綠光、五彩金光證明許仲琳當時就有雷射光的想

像；『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代表早期就有binary（二元）

的觀念。」而藉由紅樓夢植物學分析紅樓夢故事中植物出現的次數以及種類，也

讓她瞭解原來紅樓夢前80回和後40回可能是由不同人所著述。此外，何薇玲董

事長也非常喜歡閱讀科學的書籍，「有一陣子我特別愛看有關大腦的書籍，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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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看到射雕英雄傳中周伯通把左右互搏的招數教黃蓉，直覺告訴我『不可

能！』」

在數千本書籍中，僅有簡短十三章的孫子兵法，卻讓何薇玲董事長看好幾遍

也最倚重。除了火攻篇無法實際執行外，其他章節都是她人生職場中重要的絕

招，「勝者先勝而後求戰，敗者先戰而後求勝」是何薇玲董事長為孫子兵法下的

簡單結語。

雖然何薇玲董事長分享了這麼多的書籍和閱讀經驗，然而，她卻鼓勵讀者應

該多從各式排行榜中搜尋屬於「自己」的書，而他自己總是從《USA

Today》、《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以及《Amazon》的暢銷排行本

中，搜尋下一份讀書清單。

「You are what you read!」何薇玲董事長最後再次邀請大家一起舉杯品

嚐三年冰酒，鼓勵大家將自己視為美酒，仔細醞釀。「喝完了人生精緻的純味，

再回去過平淡人生非常難，『曾經滄海難為水』，當一個人往前走的時後，才能

擁有自己獨特的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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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2/12 黃達夫先生 胡適文選

96/12/19 曾志朗先生 時間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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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05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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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評鑑」「系所評鑑」

(1)為了解各系所自我評鑑之實地訪評日期，教學發展中心已於日前函請各學院

彙整院內系所之「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日期」，再送校級備查。

(2)依據高教評鑑中心之「97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書」，此次評鑑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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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系所自我改善之機制與成效』（根據系所設立之宗旨及教育目標）、強調

『循環改善』，教學發展中心已於11月20日函請各系所，請其於97年2月16日

至2月29日期間，將「自評報告書」、「系所自我評鑑—訪評委員意見暨系所自

我改進檢討表」送學院審核（書面與電子檔）。同時，各學院將於97年3月 1日

至3月31日期間召開院級評鑑委員會審核系所自評報告，並對該系所報告提出具

體回饋建議，並由各學院於97年4月16日前，彙整各系所之「自評報告書」、

「系所自我評鑑—訪評委員意見暨系所自我改進檢討彙整表」，作成學院總報告

送校級評鑑委員會。

(3)教務處補助各系所評鑑之經費，請配合會計室之作業時間：凡於12月14日前

發生之單據，請於12月21日前送會計室，其餘務必於12月31日前送達會計室

（最後數日請以專人遞送單據）。另，未用完之經費本中心已填表提出經費保

留。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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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暨教學發展中心英文簡介教務處暨教學發展中心英文簡介

教務處根據五年五百億計畫內容特別編印之教務處暨教學發展中心英文簡

介，歡迎各院系所索取。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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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薄型月刊超薄型月刊

本中心超薄型月刊已在11/21正式出刊，本期主題為交換學生與留學相關專

題，並且本次亦邀請到教育所所長周倩教授與人社系段馨君教授分別為期中教學

評量與名劇作家理查謝喜納來台演講撰文。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top

 

 

12月月13日朱學恆先生演講《關於開放式課程相關經驗》日朱學恆先生演講《關於開放式課程相關經驗》

12月13日本中心將邀請麻省理工學院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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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譯計劃主持人朱學恆先生蒞臨本校演講關於開放式課程相關經驗，希望透過

本次演講與全校師生經驗交流與分享！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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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基本資料系統教師基本資料系統(Annual Report)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為了教師評量業務，特委託計中完成了教師基本資料系

統(Annual Report)，其目的在於建立教師每年教學基本資料、研究基本資料

以及服務基本資料，目前已發通知請各學院斟酌是否需要使用此系統，並附上系

統使用說明書供各院參考。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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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四場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四場

時間：12月6日(四)，地點於人社二館人文電影館。

影片簡介：《法網好姐妹（104min）》

這是「殘酷的割禮」、「新宿好T們」導演的最新作品。鏡頭跟隨西非喀麥隆一

群充滿熱情、正義的女性檢察官、律師、法官，她們幫助在青春期就被父母送進

婚姻裡，被父兄擺佈、被丈夫掌控的女性，解救被鄰居強暴的小女孩、協助慘遭

家暴的回教婦女離婚。她們的奮戰結果成了喀麥隆的法律判決先例，也成為當地

女權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映後並邀請台灣大學陳昭如教授與世新大學陳宜倩教授，針對這兩部影片提出討

論與分析！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top

 

 

學業期中預警系統進入最後時程學業期中預警系統進入最後時程

一、本學期學業期中預警作業時程: 

(1) 10/29(一)系統啟動，系助理調查課程助教並做課程助教設定。（第8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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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2(一)至11/23(五)課程預警登錄，任課教師、課程助教或系所助理均

可登錄。（第10、11週）

(3) 11/26(一)各學系依預警狀況進行學生學業學習的輔導，學習狀況不理想的

學生可列印通知書通知家長。（第12週）

二、預警系統網址:從選課系統http://cos.adm.nctu.edu.tw/進入。

三、為方便各學系寄家長通知書，保管組已製作專用開窗小信封，各學系可逕至

保管組領取，通知書印出後摺三摺即可放入信封郵寄家長，不用再書寫家長姓名

及收件地址。

預警作業系統操作說明（教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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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6&id=828c55e8-7119-4b70-96b6-1da02bcfdcaa

預警作業系統操作說明（助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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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6&id=acdbae41-75f8-4404-999c-ecb502ad592f

預警系統簡易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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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6&id=45b59e59-2625-4da5-a6fc-675009024ef8

【註冊組提供】

↑↑top

 

 

學系畢業學分預審作業學系畢業學分預審作業

一、據96年5月3日教務處主管會議決議，為協助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在正常修業

年限順利完成學業，本學年開始實施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學分預審作業，相關

事項請配合辦理。

二、本學期學生修課成績及格與否尚不確定，本次預審作業請先假設本學期修課

成績均及格，以進行預審。註冊組通識、外語、體育等全校性共同課程已於十一

月底預審，各學系專業必修、選修課程及最低畢業學分的預審，請於12月31日

前完成作業。

三、預審結果請務必確實告知學生，供學生做為下學期選課參考，貴系並請依此

結果加強學生選課輔導。

四、預審結果告知學生時請提醒學生「預審作業係假設96學年度第1學期修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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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均及格，本學期修課若有停修、逾期退選、成績不及格或不通過會影響畢業學

分者，請務必要補修課程學分。」

【註冊組提供】

↑↑top

 

 

碩士班招生簡訊碩士班招生簡訊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1/3至1/10報名、3/8與3/9兩天筆試，簡章 12/12起發售

招生公告煩參 http://exam.nctu.edu.tw

※今年新增【族群與文化研究所】、【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碩士學位學程】、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高階主管管理碩士學程(EMBA)在職專班招生：1/3-1/10報名、3/1 筆試

招生公告煩參 http://exam.nctu.edu.tw

【綜合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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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人文好書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網站也買的到哦智慧人文好書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網站也買的到哦

交通大學出版社的人文好書，即日起在「臺灣商務印書館」網站也買的到

哦！該網站擁有豐富的文史哲及宗教、自然科學、美術等類別叢書，是深具人文

涵養的您不錯的購書選擇。

該網站提供安全的線上刷卡及7-11取貨付款服務，即日起至97年1月5日

止，交大出版社網站（http://press.nctu.edu.tw）與臺灣商務印書館網站

（http://www.cptw.com.tw/）銷售之人文智慧類叢書同步85折優惠，有興

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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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C T U Press獨家設計靜電式萬年曆，為您記下一整年的心情紀事，限量獨家設計靜電式萬年曆，為您記下一整年的心情紀事，限量

加購中加購中

12月5日起，凡訂購交大出版社網站（http://press.nctu.edu.tw）書

籍，不限購買金額，即可以19元特價加購心情紀事之靜電式萬年曆一組！送禮

自用兩相宜。本社獨家設計靜電式萬年曆，內含桌卡一張、12月份靜電貼紙一

份、31天日期靜電貼紙四張、心情紀事靜電貼紙一張，可重覆使用。有興趣的

朋友，亦可至活動中心二樓愛因思坦專業書店選購，原價99元，新年歡欣價只

要49元哦！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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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暨「服務學習暨POWER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請系所推派導師及開設服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請系所推派導師及開設服

務學習課程之教師、各班導師及相關行政單位人員踴躍參加務學習課程之教師、各班導師及相關行政單位人員踴躍參加

學務處訂於96年12月12日及19日下午舉辦本校「服務學習暨POWER導師

輔導知能研習會」，敬請各系所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之教師、各班導師及相關行政

單位人員踴躍出席。

活動報名表詳如附件

http://saoffice.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4/

admunit_news/view.php?n_id=48

【學務處提供】

↑↑top

 

 

九十七學年度宿舍申請優先作業要點事宜九十七學年度宿舍申請優先作業要點事宜

依據：學生住宿輔導辦法第貳條六款規定及宿舍長工讀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壹、學生宿舍不足供應，應依下列優先作業：

一、身心障礙（殘障或行動不便著）---本組有案核可同學請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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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jchiu@mail.nctu.edu.tw參考申請表辦理，無案者請攜帶手冊正本至住

     宿服務組辦理。

   

二、家境貧困有低收入戶證明者---本組有案核可同學請E-mail：

      hjchiu@mail.nctu.edu.tw參考申請表辦理，無案者請攜帶正本證明至住

      宿服務組辦理。

   

三、僑生、外籍生---請僑外組證明。

   

四、離島學生、外交駐外人員子女---請攜帶身份證正本或身份証明至住宿服務

     組辦理。

   

五、九十六學年度宿舍長---請學聯會審查工讀狀況（宿舍長年度內工讀狀況不

    佳有佐證資料，將否決優先分配權），再至住宿服務組辦理（應屆畢業生不

    得申請 ）。

 

貳、申請作業相關規定：

一、時間：96年12月3日起至96年12月21日止（含收件），逾時一律

     不受理。

  

二、地點：行政大樓一樓住宿服務組邱小姐  

     電話-5131495或03-5712121轉31495   FAX：03-5725967

   

參、其他規定：

一、優先作業申請同學，核可後不得擅自辦理退宿或轉讓床位他人，經發現將依

      學生住宿輔導辦法議處。

  

二、取消住宿權同學不得申請。

   

三、以E-mail申請同學，核可後承辦單位將回覆同學在案始得生效，如期限內

     無回覆，請電話查詢。

   

四、各項表格可於網路摘取或至承辦單位領取。

   

五、優先作業核准同學，仍須上網申請宿舍（申請與分配二階段都要），否則視

     同放棄宿舍申請。

六、本公告刊登於網路、系所、宿舍、宿舍長、僑外組、諮商中心、體育室、軍

     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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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優先作業申請表格下載：

 http://housing.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5/

admunit_basic/get_file.php?id=6

 優先分配申請表英文版(Dormitory Priority Application)

http://housing.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5/

admunit_basic/get_file.php?id=8

【住宿服務組提供】

↑↑top

 

 

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97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

國科會函送「97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徵求公告1份，即日起接受申

請。文函附件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教師參辦。請有意申請之總計畫主持

人配合時限(96年12月31日下午6時前，屆時國科會線上作業系統關閉即無法傳

送)進入國科會網頁「研究人才個人網」上線傳送計畫構想書至該會。通過後，

請總主持人將總計畫及子計畫之計畫書彙整成一冊，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申

請，並請於限期（97年3月31日）3日前由所屬單位上線造具申請名冊一式1份

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餘說明詳參計畫徵求公告或請自行上網查詢（網

址：http://web.nsc.gov.tw）。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性別與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本件文函附件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教師參辦，國科會線上申請作業至

96年12月31日下午6時止。申請書請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製作及傳送，並

請所屬單位於96年12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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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請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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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詳參計畫徵求書及計畫業

務組已印發之「國科會9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注意事項」，或請自行上網查

詢（網址：http://web.nsc.gov.tw）。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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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97年度「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年度「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部數位典藏部

分分)」之」之3類計畫類計畫

一、國科會徵求97年度「數位典藏及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數位典藏部

分)」之「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推廣應用

公開徵選計畫(學術與社會應用推廣分項計畫)」及「數位技術研發公開徵選計畫

(數位技術研發分項計畫)」；推廣應用計畫之構想書申請至96年12月3日止，數

位技術研發計畫之構想書申請至96年12月10日止，3類計畫之計畫書申請皆至

97年1月31日止。

二、文函附件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及圖書館，需先送構想書審查者，請各依

期限辦理，推廣應用計畫以E-mail傳送，數位技術研發計畫則請寄送紙本一式2

份。各類計畫書及附件資料皆請上線製作及傳送，並由所屬單位於97年1月28

日前造具申請名冊一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另請備函並檢附計畫書一式2份

會計畫業務組送交各分項計畫辦公室收辦。其餘說明詳參各計畫徵求內容，並可

自行上網(http://www.ndap.org.tw)查閱。

【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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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97/98年獎助「國內博士班研究生赴德國研究」（三明治計畫）受年獎助「國內博士班研究生赴德國研究」（三明治計畫）受

理申請理申請

一、國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合作協議每年遴選國內博士候選人赴德

     國大學或研究機構短期研究進修。已印送文函、計畫作業說明及相關申請表

     格通知各系所中心，請轉知並鼓勵所屬博士候選人踴躍提出申請。

二、97/98年申請及作業時程：

（一）第1梯次〈2008秋季班〉－97年1月1日至97年1月31日止，97年4月底

        前公告結果。

（二）第2梯次（2009春季班）－97年7月1日至97年7月31日止，97年10月

        底前公告結果。

三、申請人請分別於限期3日前將申請資料各一式2份交所屬單位慎加審核後推

     薦備函會計畫業務組辦理申請。其他事項詳參作業說明，詳細資料請洽系辦

     助理或請自行上網(http://www.nsc.gov.tw/int/）查詢。

【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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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研究獎助金訊息加拿大研究獎助金訊息

教育部來函通知「2008年加拿大研究獎助金」申請訊息，鼓勵本校教授踴

躍提出申請，旨述提供獎助金加幣5,500元，得獎者赴加拿大與當地研究夥伴從

事為期4週的研究工作。即日起開始報名，逕向加拿大貿易辦事處申請，收件截

止日期為2007年12月15日。相關訊息發佈全校與國際處網頁，相關網址：

http://www.canada.org.tw/english/can_tai_scholarship.php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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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本校研究所考試期間之短期招待所住宿即日起開放預約年度本校研究所考試期間之短期招待所住宿即日起開放預約

97年度本校研究所考試期間之短期招待所住宿即日起開放預約，惟因房間

數有限(僅11間)，故將依申請先後順序受理預約申請，客滿即無法再受理。

如因本校客滿，而仍有住宿需求之本校師生或考生，可逕洽學校周邊之其他單位

申請住宿，連絡方式如下：

1.清華大學清華會館（訂房專線電話：03-5742100）。

2.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招待所

http://web11.nsrrc.org.tw/guesthouse/client/room_1.aspx

3.新竹柏克萊飯店（電話:03-5728668）。

4.煙波飯店（電話: 886-3-5203181 ）。

 

【勤務組提供】

↑↑top

 

 

重要函釋及訊息宣導重要函釋及訊息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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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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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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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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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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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機中心提供】

↑↑top

 

 

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已隆重抽出三位已隆重抽出三位Wii得主囉得主囉

96學年度教學及行政單位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已熱烈展開中，網路評分

活動至12月16日止，全校師生皆有機會獲得大獎，心動不如馬上行動，請速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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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址http://www.cc.nctu.edu.tw/Contest/index.php了解詳細投票辦

法，越早投票中獎機會越高，投越多中獎機會越多

【計算機中心提供】

↑↑top

 

 

交大網域的交大網域的Gmail 帳號即日起開放全校學生申請帳號即日起開放全校學生申請

交大網域的Gmail 帳號即日起開放學生申請，請同學到

http://140.113.40.16/GData/ 申請，登入之帳號密碼與選課系統相同

【計算機中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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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變～作曲家系列變～作曲家系列Gene Coleman與采風樂坊與采風樂坊

時間：2007/12/12（三）

地點：演藝廳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212/20071212.htm

【藝文中心提供】

↑↑top

 

 

「中央三十年回顧音樂會「中央三十年回顧音樂會  – 校園巡迴」校園巡迴」–中央合唱團中央合唱團

時間：2007/12/17（一）

地點：演藝廳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217/20071217.htm

【藝文中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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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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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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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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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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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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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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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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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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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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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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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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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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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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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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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文選胡適文選

時間：2007/12/12（三） 15：40～17：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浩然國際會議廳

講題：胡適文選

主講人：黃達夫 先生

【通識教育委員會提供】

↑↑top

 

 

科技創業界的傳奇科技創業界的傳奇-吳錦城先生吳錦城先生12/13（四）蒞校演講（四）蒞校演講

Mobile Web 2.0 Services and Semantic Web

會議時間： 96年12月13日(星期四)

會議地點：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資訊研究大樓 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 教育部顧問室嵌入式軟體聯盟、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

承辦單位：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主 持 人： 傅心家教授、邵家健教授 /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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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絡專線:  林玉惠小姐(yuhlin@mx.nthu.edu.tw) 電話:03-5742411 

報名網址：  http://esw.cs.nthu.edu.tw 

(免費參加, 網路報名額滿為止, 報名截止日96/12/10, 敬請把握報名時間)

十二 月 十三 日（星 期 四）

時     間 場 次             

演 講 題 目

13:00-13:20 報      到

13:20-13:30 開  幕  式 (傅心家教授、邵家健教授)

13:30-15:20 Speech

Topic: Mobile Web 2.0 Services and Semantic

Web

Speaker: 吳錦城 (Peermeta Inc.董事長)

吳錦成簡介吳錦成簡介

台灣新竹出身、交大畢業、美國立身的吳錦城先生，從1995年春天起三度

創業。第一次創業﹕1995年創立二十五名員工的愛力思(Arris Networks)通訊

公司﹐七個月後以一億五千萬美元被併購。

2002年三月﹐吳錦城創立的箭點科技公

司(Arrowpoint Communication)被CISCO

公司以五十七億美元天價併購﹐規模不過三

百餘人的箭點﹐一夕誕生了兩百多百萬富

翁﹐可謂華人創業界的傳奇。

成功後的吳錦城並未止步﹐2002年三度

創業﹐創辦Acopia Networks, 2007年八月

七日以二億一千萬元賣給基地在西亞圖的F5網路公司。同時已成立了名叫

Peermeta Inc. 的另一家公司，做無線網路方面的軟體設計、發展，以未來越

來越聰明的手機、MP3及個人辦公助理(PDA)等器材為對象，研發可讓這些工具

更方便的顯示多媒體內容的軟體。

吳錦城因在網路和通訊產業的成就﹐被InteractiveWeek封為「二十五名

網際網路頂級幕後英雄」 (Top 25 Unsung Heroes of the Internet) 之

一﹐被麻州電信協會(Massachusetts Telecom Council)推崇為「年度電信

產業推手」(Key Industry Player)。

2000年﹐與美國西岸台灣交大校友集資500萬美元成立春天基金 (Spring

Fund)﹐投資回收的50%捐給交大﹐並捐款一萬美元在交大成立獎學金﹐回餽

母校。

 

【資訊學院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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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之光楊德昌電影回顧展交大之光楊德昌電影回顧展

活動時間： 2007年12月14日

　 

活動地點：新竹市交大光復校區人社二館3樓人文電影館

　 

活動摘要： 國際電影大師楊德昌今年罹病身故，對於這位馳名海內外的導演畢

生所成就之卓著藝術，您有多少認識？其導演手法究竟有何獨到之處？為何他的

作品能跨越文化藩籬而享譽國際？ 

交大電影研究中心特別精選楊德昌導演兩部代表作，並邀請林文淇教授蒞校作深

度之專題座談，引領您一同感受楊德昌導演深邃的影像世界。

1:00-2:50 pm 電影放映：《恐怖份子》

3:00-4:30 pm 楊德昌電影回顧座談會

演講人：國立中央大學林文淇教授

6:00-9:00 pm 電影放映：《一一》

【作品簡介】

※《恐怖份子》1986年/109分鐘/ 劇情片

演員：李立群、繆騫人、顧寶明、金士傑

得獎紀錄：本片曾獲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獎及金馬獎最佳劇情片

※《一一》2000年/173分鐘/ 劇情片

演員：吳念真、蕭淑慎、柯宇綸、戴立忍

得獎紀錄：本片榮獲包括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洛杉磯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

獎、紐約影評人協會最佳外語片獎等九項大獎及八項提名。

＊因版權問題，本片遲未於臺灣發行上映，此次放映機會實屬難得。

【座談會資訊】

此次力邀林文淇教授蒞校深入剖析楊德昌導演的電影藝術，若您對這位斐聲國際

的大導演尚不熟悉，歡迎於12/14 (五)下午三時一同準時參與，待林文淇教授

引領您進入楊德昌導演的電影世界，親身感受其豐富深邃的藝術蘊境。

林文淇教授現職於中央大學英文系，是國內電影研究領域的先鋒之一，除孜孜不

倦從事學術研究，尚寫有不少獨到精湛的影評，且於中央大學設立「107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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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對於電影文化的推廣不遺餘力，期許\因他之於第八藝術的熱誠，可以為

您帶來無限感動！

主辦單位：交大電影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外文系余君偉老師

活動企畫：黃秋梅、陳彥瑋

中心網頁：http://film.nctu.edu.tw/index.jsp 

【電影研究中心提供】

↑↑top

 

 

經濟部學界科專「以視覺為基礎之智慧型環境的建構四年計畫」九十六年經濟部學界科專「以視覺為基礎之智慧型環境的建構四年計畫」九十六年

度技術研討暨技轉說明會度技術研討暨技轉說明會

活動主題： 經濟部學界科專「以視覺為基礎之智慧型環境的建構四年計畫」

              九十六年度技術研討暨技轉說明會

活動時間： 96年12月14日（五） 9:00—12:00

活動地點： 台北福華文教會館14F 貴賓廳

活動摘要： 經濟部為推動國內視訊安全監控核心技術開發，提高3C產業附加價

值，提昇安全監控相關產業國際競爭優勢，於93年5月起補助學界科專「以視覺

為基礎之智慧型環境的建構四年計畫」，透過設置於國立交通大學之「電腦視覺

研發中心」，由蔡文祥教授網羅國內各大學視覺影像研究菁英學者約30位教授

及約70位研究與行政人員，共同開發智慧型安全監控產業關鍵核心技術，並組

成「電腦視覺監控產學研聯盟」，以加強產、學、研界之互動、合作與交流。

交通大學「電腦視覺研發中心」為落實技術成果移轉與推展，每年舉辦『技術研

討暨技術成果移轉說明會』，廣邀產、官、學、研界共襄參與，期望即時將研發

技術成果轉移給有需求意願之廠商。本（96）年度謹訂於96年12月14日假台北

市新生南路福華國際文教會館14樓貴賓廳舉辦『技術研討暨技轉說明會』，會

中除報告本計畫「系統整合、專利佈局、技術指標及市場調查小組」成果說明

外，並發表本年度新開發之14項可移轉產業技術。

【電腦視覺研發中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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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面金山面

備有500個停車位，請洽5636296

【員生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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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風會館和風會館

現做外帶年菜、圍爐宴、春酒尾牙專案，請洽5734268/5716899

【員生社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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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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