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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競爭力國際競爭力  全球化的必要條件全球化的必要條件

2007年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評比結果出爐年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評比結果出爐

策略深耕歐盟：交大與安特衛普大學簽署科技合作協定策略深耕歐盟：交大與安特衛普大學簽署科技合作協定

歐盟與台灣的下一波合作產業契機：系統型資訊生醫晶片產業歐盟與台灣的下一波合作產業契機：系統型資訊生醫晶片產業

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為你運籌帷幄、搶盡先機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為你運籌帷幄、搶盡先機

2007劉興欽客情三畫展～大嬸婆劉興欽客情三畫展～大嬸婆50週年文創嘉年華週年文創嘉年華

 

教 務 處 訊教 務 處 訊

「課程期中反應問卷」說明及下載「課程期中反應問卷」說明及下載

教師基本資料系統教師基本資料系統( Annual Report )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

2007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三場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三場

＜學業期中預警系統進入第二時程＞＜學業期中預警系統進入第二時程＞

96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起教學問卷將實施全面網路填答學期起教學問卷將實施全面網路填答

 

學 務 處 訊學 務 處 訊

賀賀!山地文化服務團鍾明辰同學榮獲教育部山地文化服務團鍾明辰同學榮獲教育部96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志願服務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志願服務/

服務學習績優學生獎服務學習績優學生獎

挑戰急救挑戰急救GO!GO!GO!活動活動

 

研 發 處 訊研 發 處 訊

恭賀～～本校電機學院謝漢萍院長、電子工程系柯明道教授、電機與控制恭賀～～本校電機學院謝漢萍院長、電子工程系柯明道教授、電機與控制

工程學系王啟旭教授榮獲「工程學系王啟旭教授榮獲「2008年年IEEE Fellows」！！」！！

恭賀～～電子工程所莊景德教授、土木工程系黃金維教授榮獲恭賀～～電子工程所莊景德教授、土木工程系黃金維教授榮獲96年度第年度第1期期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以及分子所重藤真介教授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以及分子所重藤真介教授

榮獲「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榮獲「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六屆有庠科技講座」、「第六屆有庠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六屆有庠科技講座」、「第六屆有庠

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 編輯‧第編輯‧第  014期期  96/11/20‧‧→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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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論文獎」、「第三屆有庠科技發明獎」之甄選科技論文獎」、「第三屆有庠科技發明獎」之甄選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97年度「考察研究獎金」之甄選訊息年度「考察研究獎金」之甄選訊息

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年度「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NSoC)」受理申請」受理申請

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96年度「科技研究機構組織評鑑制度研究計畫」年度「科技研究機構組織評鑑制度研究計畫」

國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雙邊合作協議之「國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雙邊合作協議之「97年度臺德青年暑期研習年度臺德青年暑期研習

營」受理申請營」受理申請

 

國 際 處 訊國 際 處 訊

96年年11月月8日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日諾貝爾化學獎得主Dr. Paul Berg以溫世仁名義受邀至以溫世仁名義受邀至

本校演講本校演講

法國特魯瓦科技大學校長法國特魯瓦科技大學校長Christian Lerminiaux 於於96年年11月月12日來校參日來校參

訪訪

96年年11月月5日俄羅斯日俄羅斯Tomsk State州長代表團一行人參訪本校州長代表團一行人參訪本校

96年年11月月1日至日至11月月6日法國漢斯大學、日法國漢斯大學、N+I、、ESC Clermont商商

學院及荷蘭湍特大學國際長來訪學院及荷蘭湍特大學國際長來訪

加拿大研究獎助金訊息加拿大研究獎助金訊息

2008台法共同博士學位獎學金台法共同博士學位獎學金

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

交大外籍生與本地生聯誼運動賽交大外籍生與本地生聯誼運動賽

 

總 務 處 訊總 務 處 訊

總務處馬上辦總務處馬上辦~給您好生活給您好生活

 

人 事 室 訊人 事 室 訊

法令函釋宣導法令函釋宣導

重要訊息重要訊息

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本月壽星本月壽星

 

浩 然 新 鮮 報浩 然 新 鮮 報

[印度印度10問問]印度？印度！關於印度，你有什麼問題印度？印度！關於印度，你有什麼問題? 

圖書館資訊檢索講習課程，歡迎線上報名參加圖書館資訊檢索講習課程，歡迎線上報名參加!!

悅讀悅讀365-浩然音樂浩然音樂Bar

悅讀悅讀365--知識護照活動明細知識護照活動明細(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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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單機版資料庫專人諮詢圖書館單機版資料庫專人諮詢

2007優良政府出版品展優良政府出版品展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 DiscoveryGate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  - Oxford Journals Digitized Archive(OJDA)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Science Classic

 

計 算 機 中 心計 算 機 中 心

智慧財產權宣導智慧財產權宣導

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開始囉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開始囉

交通大學首頁設計大賽交通大學首頁設計大賽

BlackBoard小幫手小幫手

藝 文 中 心 訊藝 文 中 心 訊

「波蘭之夜」「波蘭之夜」– 鋼琴作曲大師鋼琴作曲大師Zygmunt Krauze獨奏會獨奏會

法國法國Diotima弦樂四重奏弦樂四重奏–台灣巡演台灣巡演

「舞想新寺祭」「舞想新寺祭」– 潔兮杰舞團潔兮杰舞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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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成的影像－賴雯淑個展未完成的影像－賴雯淑個展

舞蹈家舞蹈家  樊潔兮樊潔兮  - 「舞想「舞想-新舞種」新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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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悅讀閱讀‧悅讀

 

員 生 社員 生 社 i c o 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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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梨山的蜜梨產季只到來自梨山的蜜梨產季只到11月底：每週一訂貨月底：每週一訂貨  ，週四領貨。，週四領貨。

百壽有機芽菜出貨日：百壽有機芽菜出貨日：11/23、、12/14 ，出貨日前，出貨日前2天截止訂單天截止訂單

最後一波最後一波EGF面膜面膜  ，現貨供應只剩，現貨供應只剩4組組  ，活動至，活動至11/23截止截止

一指神功清潔機現場試賣一指神功清潔機現場試賣  ，獨家贈，獨家贈OSIM按摩梳按摩梳

台南協進關廟麵大募集目標台南協進關廟麵大募集目標30件件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6935&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6994&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6886&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6892&blogId=14
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6785&blogId=14
http://coop.nctu.edu.tw/new/A/1-210.htm
http://coop.nctu.edu.tw/new/A/1-211.doc
http://www.shop2000.com.tw/shop2000_prog/templet/calendar/calendar0.asp?shopid=30721
http://www.shop2000.com.tw/shop2000_prog/templet/news/newsr.asp?newssn=23558
http://www.shop2000.com.tw/shop2000_prog/templet/news/newsr.asp?newssn=22768
http://www.shop2000.com.tw/shop2000_prog/templet/news/newsr.asp?newssn=24366
http://www.shop2000.com.tw/shop2000_prog/templet/news/newsr.asp?newssn=23919
http://www.shop2000.com.tw/shop2000_prog/templet/news/newsr.asp?newssn=24394
http://www.shop2000.com.tw/shop2000_prog/templet/news/newsr.asp?newssn=23615


寶珍香桂圓蛋糕開始團購了目標寶珍香桂圓蛋糕開始團購了目標30盒盒

 陳家麵店拌麵拌飯的好夥伴陳家麵店拌麵拌飯的好夥伴~香陳醡醬延至香陳醡醬延至11/23出貨唷！追加要趁早出貨唷！追加要趁早

OSIM iBrush電動按摩梳現貨供應特賣電動按摩梳現貨供應特賣

法國皮爾帕門竹炭舒眠健康暖被團購月法國皮爾帕門竹炭舒眠健康暖被團購月

舒潔拉拉抽取式衛生紙現貨供應舒潔拉拉抽取式衛生紙現貨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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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在，希望能在11/26前完成！！前完成！！

馬來西亞人蔘馬來西亞人蔘 '金金 '咖啡現貨供應最後咖啡現貨供應最後5包包

豪華型隱形眼鏡清洗機最後一台豪華型隱形眼鏡清洗機最後一台

有機超大有籽有機超大有籽/無籽葡萄乾感謝訂購無籽葡萄乾感謝訂購  ，缺貨中貨到再通知，缺貨中貨到再通知

交通大學亞力山大俱樂部體驗日交通大學亞力山大俱樂部體驗日

新竹大遠百各樓層週年慶優惠活動新竹大遠百各樓層週年慶優惠活動

施巴施巴11月份特價商品：消費滿額月份特價商品：消費滿額3800即贈滿額禮即贈滿額禮  ，請洽鈺雯，請洽鈺雯

0933843101

喜凱亞溫泉酒店優惠券開放索取喜凱亞溫泉酒店優惠券開放索取(數量有限數量有限)<國民旅遊卡國民旅遊卡>

鴻林宴鴻林宴

原燒原燒(經國店經國店)慶開幕慶開幕OPEN有禮分享原燒有禮分享原燒

更多消息更多消息

 

國際競爭力國際競爭力  全球化的必要條件全球化的必要條件

近年來走進各大專校園中，經常可遇見許多各式各樣多元的外籍臉孔，在台

灣高教體系不約而同的同時迎向這一波「全球化」挑戰後，會讓校園產生什麼不

一樣的刺激呢？

在141位今年就讀於交通大學的外籍生之中，其中有兩名外籍生來自於伊拉

克。學過一年中文，口語十分流利的海德（Badre Haider）是其中一名來自於

伊拉克的同學，海德說剛進入交大時，同學一聽說他來自於伊拉克，立即聯想到

的就是「恐怖份子、石油以及娶四個老婆」，經常讓他哭笑不得，並無奈的大喊

「Where did you get the information？！」………

多元的國際舞台多元的國際舞台

為了使國際交流更頻繁，2005年吳重雨校長擔任電資院院長時代，就率先

開放全國首例，將首屆電機資訊學士班整體班級交換出國。吳重雨校長表示高等

教育發展一定要走向國際化、招收國際一流學生來台念書，並希望2010年可以

達到每年送300名學生到國外進修、同時也引進400名外籍碩、博士生的目標。

今年9月率先向國外各大學招收50名優秀外籍碩、博士生，分別與交大合作企業

認養，提供獎學金及各式學習資源；學生拿到碩士學位後，可直接至認養企業在

全球的據點任職。

在交通大學不斷積極擴展國際姐妹校、簽訂交換合作模式下，外籍生人數逐

年增長；96學年度上學期，不含國際短期研究者共有141名外籍生（不含僑

生）在交大就讀，較兩年前同期的100名外籍生，人數大幅成長41％；而深具

研究能量的外籍碩、博士生也由兩年前的70位增至88位，佔外籍生總人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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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於伊拉克的白海德與交大國際服務中

心的王順瓔小姐於新生座談會中合影。

（資料來源：國際服務中心）

62％，多元程度也由原本的26個國家增至38國，來自於全球各地如美國、印

度、瑞典、烏克蘭、印尼等38個多元國家的外籍學生紛紛齊聚於交大。

學過一年中文，口語十分流利的海德（Badre Haider）來自於伊拉克，他

表示除了台灣學生對他的背景感到好奇，他覺得交大的同學都很友善，但他認為

語言上的隔閡仍是外籍生學習的一大阻礙，因此他更努力學習華語，希望能徹底

融入台灣文化，他也希望華語中心能夠多開一些課程，幫助一些中文程度還需要

加強的外籍同學。

此外海德最殷切期盼學校能夠在宿舍設

置廚房，讓他在想念家鄉美食的時候，能夠

一解高漲的思鄉情愁，此話一出，立即引起

所有外籍生的迴響，紛紛表示極度贊成；另

外，部分碩、博士生則反應，指導教授體諒

他們語言上的隔閡，會撥出時間單獨會談指

導，雖是美意，但是他們更希望能夠和本地

的學生有更直接的交流和小組討論，才不會

感覺到自己的「特別」！

來自於烏克蘭的安德烈（Andriy）目前

攻讀交大科管所博士班，安德烈曾經來台學過中文，回國後在一次延攬東歐優秀

學生的教育展中和交大有了第一次的接觸，在教育展協助工作的他，因此更深入

瞭解交大的課程資訊，學校提供的研究環境進而吸引他，決定隻身前來交大接受

博士班的訓練，在科管所虞孝成老師指導的過程中，他認為在交大唸書雖然很

累、很辛苦，但是訓練非常的紮實，日後回國後也希望和老師、同學維持密切的

交流。

而來自於印度的哥帝克（Kartika Cha），是交通大學的第一位印度籍博士

生，2004年在國際期刊上看到交大材料工程系教授林宏洲發表的論文，體認到

自身的國家研究水平仍嫌不足，毅然決然申請至交大進行研究，深感校內具備一

流的師資及設備，故推薦同樣來自印度的哈瑞（Harihara Padhy）也進入材料

所攻讀博士班，並期望日後引介更多同學、學弟妹來交大攻讀博士學位。

國際交換學生國際交換學生   開啟人生視野開啟人生視野

在眾多交大外籍生中，瑞典的瑞典查爾默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作交換學生已邁

入第五年，不但每年提供10個名額的獎學金，開放優秀的學生進行交換，彼此

在校內互設辦公室，提供雙方交換學生一個完整的照顧。

目前就讀於交大電子工程所的瑞典交換生卡密拉（Camilla）表示，以前在

瑞典時就耳聞交通大學在學術研究上的表現，最滿意的是查爾默大學辦公室總是

在最短的時間內即可提供給學生最完整的資訊，完全不會因為中文程度不佳產生

資訊落後的情況。而就讀於電物所的派翠克（Patrick）則津津樂道地誇獎著交

大提供給學生使用的完善運動設施，以往在瑞典大學就讀時，學生們可是必須要

自行掏腰包上健身房，昂貴又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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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興奮地與與交大吉祥物竹狐合照

資料來源：交大查爾墨辦公室

◆查爾默大學2007年推廣閱讀國際活動照。

資料來源：交大查爾墨辦公室。

 

今年來自查爾默大學的八名交換生當

中，目前就有六人在交大修習中文。瑞典碩

士班學制是修課一年半，論文實作半年，瑞

典學生希望把交大當成海外論文實作的首

選，由於交通大學鄰近新竹科學園區，位居

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樞紐，未來也不排除畢業

後可能繼續留在台灣工作。

學生集體交換學生集體交換   素質整體提升素質整體提升

除了廣招外籍優秀學生、設置跨國雙聯學位，交大為了能夠更普遍與全方位

的培育學子們，也積極的推動大學部學生赴國外短期留學計畫，針對全球各地不

同領域的頂尖大學簽署合約，透過每人至多兩學期、最多30萬的申請補助額，

企望未來能有更多的學子邁向國際舞台，2007年10月更一舉與美國伊利諾大學

香檳校區（UIUC）簽訂研究生與教授的交換計畫，全面拓展國際學術交換的能

量。

2005年交通大學率先開放全國首例整體班級交換出國之創舉，第一屆電機

資訊學士班畢業的呂中宇兩年前至美國柏克萊大學交換學生表現優異，被延攬至

麻省理工學院（MIT）物理實驗室，參與丁肇中的超導磁譜儀計畫，回國後即申

請到MIT、柏克萊、史丹福等美國6所大學的研究所入學資格，現今正於美國

MIT拿全額獎學金攻讀碩博雙修學位。

除了電機與資訊學院，交大管理學院和大陸五所大學的管理學院、荷蘭

Tilburg大學商學院、加拿大皇后大學商學院以及瑞典查爾墨大學也簽有免學費

的交換學生協議；生物科技學院和加拿大的多倫多大學則提供獎學金做為交換學

生的獎勵。和交大簽署交換學生條約的知名大學遍及亞洲、美洲與歐洲，今年全

校共有74位同學通過交換學生審查，較2年前大幅增加了68％，為國際化內涵

增添了一股多元視野的生命力。

交換學生的生活，短暫但是充實，不僅讓學生可以在學術知識上有所收穫，

眼界更為寬廣，也提供學子們學習獨立思考的一個機會。交大透過交換學生在國

外感受到的心靈饗宴，輾轉成為交大進步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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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毓貞同學與其他台灣交換學生於荷蘭

NIMBAS大學向同學介紹台灣。

資料來源：許毓貞。

國際化學習環境國際化學習環境

追求國際化進程，建構國際化校園是交通大學國際化目標的其中一環。除了

外籍生、交換生比例之外，國際化的學習環境也是另一個重要的指標。91學年

度管理學院開設的IMBA（InternationalManagement＆Business

Administration）學程，全程使用英語授課，提供校內不限系所的碩、博士生

一個全英語的學習環境，只要修滿18個學分就能獲得學程證明。

2007年管科所畢業的許毓貞，目前在一家外銷全球的電子醫療產品公司工

作，他回想起剛進入交大時就下定決心要加強語文能力，為交換學生做準備，因

此開始有計畫的修習IMBA學程。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她，除了完成IMBA學

程，2006年9月進而申請至荷蘭NIMBAS大學商學院交換學生，並於今年7月歸

國完成交大管科所碩士學位。在荷蘭交換學生的過程中，許毓貞看到未來國際化

所需優秀人才的條件，因此也預先將NIMBAS大學商學院碩士班的必修課程在交

換學生的十個月中完成，回國後一邊工作一邊撰寫論文，預計今年年底取得荷蘭

NIMBAS大學的碩士學位。

許毓貞表示修習IMBA學程原本只是計畫

增進英語能力的一部分，「和不同國籍的人

在一起合作，必須適應各種合作模式與不同

表達意見的方式，對於一個台灣學生來說，

剛開始所面對的文化衝擊很大，挫折感也很

重。」好不容易完成IMBA 18學分的她也表

示「勇於開口說英文是最大的收穫，聽力與

寫作也有很大的進步﹔透過英語作為彼此之

間的橋樑，也漸漸學習如何傾聽與尊重不同

的意見。」

異地文化、世界觀點與思考邏輯在課堂上的相互激盪，除了讓學子們不需出

國也能開啟國際視野，也讓學生學習如何尊重不同的文化與想法。而未來，除了

管理學院的IMBA學程，電機與資訊學院也將交大國際化的進程更拉前了一大

步，預計在明年度推出「電機資訊國際學位」，吸引培育更多的國際優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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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國際化儼然形成頂尖一流大學的趨勢，除了外籍教師、外籍學生、交

換學生比例與英語授課數量等量化指標來評量之外；國際化更應透過宏觀的視

野，闡揚優秀學術研究，「質」、「量」同步提升，貢獻國際並發揚光大。

【2007-11-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2007年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評比結果出爐年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評比結果出爐

由我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首度進行的「二○○七年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評

比」，本月（11月）8日公布世界前五百大排名，台灣入榜的大學包括台灣大學

(185)、成功大學(360)、清華大學(429)和交通大學(471)等四校（相關結果請

參考表一），評鑑的結果引起各界熱烈的討論聲浪。

世界排名 185 360 429 471

校名 台灣大學 成功大學 清華大學 交通大學

台灣排名 1 2 3 4

11年論文數 26.30 14.45 10.52 10.14

當年論文數 25.52 14.71 9.69 10.37

11年被引次數 6.22 2.73 2.06 1.42

2年被引次數 8.77 3.99 3.18 2.46

平均被引次數 14.90 11.90 12.36 8.85

H指數 27.91 22.09 22.09 19.77

高度被引文章數 3.65 1.54 1.37 1.10

高影響期刊論文數 10.75 4.99 3.74 3.81

卓越領域數 59.09 31.82 22.73 22.73

總分 21.10 13.03 10.98 10.04

表一：2007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臺灣地區排名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新聞稿）

這項評鑑是以「學術生產力」、「學術影響力」與「學術卓越性」三大面向

共九大指標評估，其中「近11年論文數」與「當年論文數」屬於「學術生產

力」面向，比重占20％；「近11年論文被引次數」、「近2年論文被引次數」

與「近11年論文平均被引次數」屬於「學術影響力」面向，佔30％；而「近兩

年ｈ指數」、「高度被引用文章數」、「當年高影響期刊論文數」與「卓越領域

數」則屬於評估優質研究成果的「學術卓越性」面向，比重最高，達

50％（2007，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不同於聲望排名或全校學

術排名，這份評鑑中心研發的評比偏向於「論文排名」（參考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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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面 指 標 權 重

學 術 生 產

力

近 十 一 年 論 文 數 ( 1 9 9 6 – 2 0 0 6) 1 0 % 2 0

%當 年 論 文 數 (2 0 0 6) 1 0 %

學 術 影 響

力

近 十 一 年 論 文 被 引 次 數 (1 9 9 6 – 2 0 0 6) 1 0 %
3 0

%
近 兩 年 論 文 被 引 次 數 ( 2 0 0 5 – 2 0 0 6) 1 0 %

近 十 一 年 論 文 平 均 被 引 次 數  ( 1 9 9 6 – 2 0 0 6 ) 1 0 %

學 術 卓 越

性

近 兩 年 h 指 數  ( 2 0 0 5 – 2 0 0 6 ) 2 0 %

5 0

%

高 被 引 文 章 數 ( 1 9 9 7 – 2 0 0 7 ) 1 0 %

當 年 高 影 響 期 刊 論 文 數  ( 2 0 0 6 ) 1 0 %

卓 越 領 域 數 (1996-2006) 1 0 %

表二：2007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指標與權重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新聞稿）

在評鑑指標其中一項「近兩年h值」是高教評鑑中心首度使用可反映論文品

質的h指數，h指數是2005年由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物理學家喬

治赫希提出的，是一個可以混合量化指標，評估研究人員的學術產出數量與學術

產出水準。而過去都是使用在評鑑諾貝爾獎得主或是美國科學院院士，今年首度

用於評比「學校」。本次評鑑h指數的計算基於大學的論文數量及其論文被引用

的次數，即某大學在其所有學術文章中有N篇論文分別被引用了至少N次，他的

h指數就是N（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07）。即當h指數愈高，

代表該校的論文品質愈高。

針對此次評鑑結果，交通大學主秘郭仁財痛批該評比排名，完全忽略了各校

發展的特色，特別是經常在工程和電機領域表現全台居冠的交大，竟然被比到四

百多名，實在不公平。郭仁財認為，未來這項學術論文的評比，應該分類分領域

評比，會更有參考的價值（申慧媛，2007）。交通大學資訊學院院長林一平也

表示這項評比結果實在和現實差距太遠，「論文質量在不同研究領域有不同定

義。在人文藝術方面的評比，更無法以『數據相當客觀』一句帶過。」並呼籲高

教評鑑中心的評比千萬要慎重，不要貽笑大方（林一平，2007）。

清華大學校長陳文村則表示「普林斯頓大學輸亞利桑納大學、西雅圖華盛頓

大學比麻省理工學院好，這種評比結果誰會相信？！」同時也批評高教評鑑中心

公布的全球大學評比，採計指標「疊床架屋」，結果難以服人，讓人看笑話（林

志成，2007）。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曾志朗對於此次以論文來進行排名也表示不以為

然，「27%產出的論文都未被引用，以此作為大學的排名，只能當成研究風氣

的指標，所有的排名都只作能參考之用。」「更要去關心的是，在國際會議中學

者被請去當主席或主要演講者等國際影響力才重要。」（陳智華，2007）。

教育部次長呂木琳則針對此次結果強調，評比結果只是供各界參考，大學不

用太Serious (嚴肅)來看結果，「五年五百億」新一階段審查，不會參考評比結

果。同時高教評鑑中心也虛心接受各界批評，未來會檢討改進，讓未來每一年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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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為安特衛普大學Brigitte Verdonk

教授、Francis Van Loon校長、交大吳重雨

校長、駐歐盟與比利時代表處科技組許榮富

組長。

持續公布的評比結果更具信服力（林志成，2007）。

資料來源：�

申慧媛（2007年11月09日）。〈偏重聲望、以量評質 四校質疑〉，《自由時

報》，A14。

林一平（2007年11月12日）。〈全球大學評比？別貽笑國際〉，《聯合報》，

A15。

林志成（2007年11月11日）。〈全球大學評比 清大：讓人看笑話〉，《中國

時報》，A1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07年11月）。取自：

www.heeact.org.tw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新聞稿（2007年11月）。

陳智華（2007年11月09日）。〈排名超前因素 香港大學全英語授課〉，《聯

合報》，C3。

【2007-11-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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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深耕歐盟：交大與安特衛普大學簽署科技合作協定策略深耕歐盟：交大與安特衛普大學簽署科技合作協定

暨交通大學與比利時魯汶大學(KU Leuven)簽署姊妹校與交換學生合作協

議書後，吳重雨校長於11月5日在駐歐盟與比利時科技組許榮富博士的陪同下，

與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Universiteit Antwerpen）校長Francis Van Loon

簽定雙邊科技合作協定，交通大學再度為前進歐盟開拓新的里程碑。

安特衛普為比利時重鎮、歐洲第二大

港，身處全歐重要商業據點之中心。安特衛

普大學創校至今已達150年以上，近年透過

合併3所大學，整合成一所實力雄厚的綜合

性研究型大學。安特衛普大學在數學模型計

算、應用物理、化學、新材料、生醫影像等

研究，以及醫學、管理、法商等領域，均有

突出優異的表現。

本次行程中，吳重雨校長與Van Loon

校長交換各種跨校合作契機，安特衛普大學

力邀交通大學以產業科研所提供的機會，參

與規劃安特衛普大學2008年所主辦的歐洲國際教育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年會，進而與全球高等教育接

軌。

許榮富組長表示，前進歐盟是台灣國際化、走向世界舞台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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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技合作的持續發展，需要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礎上。擁有工科及產業實力的

交大此次與科研、管理、法商領域有優秀表現的安特衛普大學簽署合作協定，未

來定能相輔相成，互惠雙贏。

交大近年來積極將觸角延伸至國際舞台，其開創國際合作魄力與選擇合作對

象的遠見，不僅擴展了高等教育視野，也將開創台灣前瞻發展的策略。

【2007-11-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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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與台灣的下一波合作產業契機：系統型資訊生醫晶片產業歐盟與台灣的下一波合作產業契機：系統型資訊生醫晶片產業

數位歐盟總署官員以及專家與台灣共襄合作，參加在新竹交通大學舉辦的

「國際系統晶片前瞻研討會」。此研討會於十八、十九兩日舉行，除有歐盟官員

及專家進行專題演講外，並邀集國內相關領域的頂尖學者，共同集思廣益，深化

這個具有國際前瞻性的「系統晶片國家型計劃」〈NSoC〉。

系統晶片國家型計劃主持人交大吳重雨校長在十一月初訪歐時，曾親赴歐盟

本部邀請歐盟總署的相關科技決策官員，來台共商系統晶片的產業契機。歐盟官

員在本次研討會上的專題演講中，主要說明歐盟系統晶片的前瞻規劃、歐盟第七

期架構型計劃〈FP7〉下的相關合作項目、以及產業前景等。除歐盟官員外，接

受吳校長邀請的還有：歐盟暨比利時校際微電子卓越中心副院長Roger De

Keersmaecker、荷蘭 Human++(plus)計劃主任Bert Gyselinckx，他們說

明SoC的關鍵產業技術，包括嵌入式快閃記憶體（embeddedflashmemory）

等、以及在生醫科技方面的發展。

駐歐盟與比利時科技組許榮富組長表示：歐盟總署相關科技產業決策官員、

傑出研究主持人赴台參與該研討會，顯示歐洲對台灣系統晶片計劃的重視；歐洲

為因應高齡化的社會挑戰，目前極力研發系統晶片高科技在老年診斷看護方面的

應用。許組長進一步提到，台灣可以結合既有半導體以及資訊產業的基礎，配合

生醫工程的進展，以及透過與歐盟的研發合作，打造下一波的「資訊生醫科技產

業」。根據2007年世界銀行對台灣知識經濟評比，為亞洲第二、世界第19名，

台灣與歐盟的合作，不僅可以維持並提昇台灣目前知識型經濟的優勢，亦可以創

造台灣自身多角化的產業及國際整合發展的契機。

【2007-11-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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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為你運籌帷幄、搶盡先機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為你運籌帷幄、搶盡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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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於11月14、15日假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資訊大樓盛大舉

辦，今年正值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邁入十週年，參展論文主題多樣化，涵蓋法

律、科技、經濟、管理、醫療等專業領域，關注國際化趨勢，提供良好討論互動

的平台，今年並首次設有企業展覽會，供業界展示商品，提供校園徵才的管道，

產學各界的菁英同好齊聚一堂，參與一年一度的法律界盛事。

交通大學科法所劉尚志教授表示，近十年來台灣企業發展迅速，然而行政與

司法體制的改變仍趨於緩慢。以往專利的效應僅涉及本土，但隨著全球專利制度

與審查積極尋求協調一致時，台灣政治上孤立與行政體系國際化程度的不足，在

制度與實務的發展，已出現令人擔憂的現象。

本次會議中直指鴻海在美國、中國的專利申請數量上升，可惜我國政府無法

給予相當的支援，現今全球的競爭不僅是單一廠商與單一產業的競爭，而是整個

價值鏈（供應鏈）的整體競爭，國內健全環境的奧援對於產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資產。

至於在美國專利訴訟上，胡亦台律師在Seagate案中提及關於被告知侵權

人就類似商品有無侵權調查責任（Duty to investigate）的轉變，以及ITC具

備假處分權限而成為專利審查案件中的主戰場，開拓與會人員更寬廣的視野。

研討會議的次日，在美國專利訴訟判決十年回顧的討論會上，劉尚志教授依

據eBay案就專利權人在美國提起訴訟時，行使專利權之方式及保護程度受到限

制做詳盡的討論；另外，根據KSR案及MedImmune案，被控侵權人在防禦時

提起專利無效之反訴，成功撤銷對方專利權之可能性將會增加。

近年來，中國專利法進步神速，使得中國逐漸接近專利制度健全的理想，而

台灣礙於專利競爭上的落後與政治上的孤立，無緣參與擁有全球85％專利案申

請、由美國、歐洲和日本所組成的三方辦公室（Trilateral Office），和許多國

家與區域組成的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以至

於無法提昇跨國審查的效率與便利性，導致台灣企業僅有技術人才的優勢，卻無

法在全球專利舞台上充分施展身手。

因此，台灣的專利在全球布局上，應針對競爭對手未來之產品部署，而非僅

針對自身之產品申請專利。企業也應培養技術和產品預測之能力、尋求大發明。

政府也要積極參與國際專利組織並締結國際專利條約，以提升我國專利領域的國

際參與；提升專利審查和審判的速率和品質，以提高外國及我國廠商在國內申請

專利的意願。政業界倘若合作無間，不難看到台灣在專利競技場上卓越的成效。

【2007-11-20 科技法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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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劉興欽客情三畫展～大嬸婆劉興欽客情三畫展～大嬸婆50週年文創嘉年華週年文創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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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劉興欽老師於開幕活動時致詞，兩

側為捐贈交大之民俗畫作 (資料來源：藝文中心)

◆圖片：展場紀念品陳列（資料來源：郭聖

荃）

今年適逢阿三哥、大嬸婆漫畫發行五十週年紀念，交通大學藝文中心於11

月6～22日擴大舉辦「2007劉興欽客情三畫展～大嬸婆50週年文創嘉年華」，

吸引上千人次入場共襄盛舉。

本次展覽特別結合大嬸婆文化協會、

和利得多媒體公司、藝之門藝術企業有限

公司、竹塹玻璃協會等單位，由浩然圖書

館提供手稿典藏與寄存畫作，委請交大建

築研究所進行展場設計與文宣包裝，以

「客情三畫展」為主題，展示客籍國寶級

漫畫大師劉興欽老師歷年的作品。

「客情三畫展」主要展出劉興欽老師

洋溢著鄉村風土人情的卡通動「畫」、民

俗「畫」新作與漫「畫」手稿。本次藝文空間展場設計由本校建築所郭聖荃同學

策劃，以劉興欽老師活潑、充滿智慧的創作為設計主軸。藝文空間入口模擬畫框

架設了白色木框圍繞大門，旁邊佇立著彷彿由畫框中跑出來的人物，令人忍不住

想踏入畫框中的漫畫異想世界。郭聖荃表示放置漫畫與手稿的書架，特別做上下

雙層的設計，上層擺放的是劉興欽老師古早的舊版漫畫和漫畫手稿，下層則讓主

辦單位放置新版漫畫供參觀者翻閱。這樣新舊對照的概念，主要想要營造新舊並

置交相映照的氛圍。

此外，擺放紀念品的台面利用3D軟體在電腦中畫出Model設計完成，再將

電腦Model轉化成圖檔後用雷射機具切割成波浪狀而成。郭聖荃表示呈現波浪狀

是人工沒有辦法切割完成的，而且只要有一條曲線切割不精準，整體架構就沒有

辦法組成；而由3D Model轉換成圖檔的過程，目前台灣應用在建築空間上案例

非常稀少，交大建築所是台灣少數有這樣技術以及製作能力的系所。

本次展覽自11月6日起截至11月20日

止，已吸引1200人次進場參觀，有位熱心的

民眾希望能夠延長展覽日期到年底，讓耶誕

假期回國探親的子女也有機會參觀這個有趣

生動的展覽。而11月7日由劉興欽老師主講的

「千斤力不如妙點子」也吸引了300多名民眾

蒞臨現場聆聽，民富國小也帶領一班28名學

生一齊來感受民俗文化之情。最後，劉興欽

先生也將於展覽結束後，捐贈展出的兩幅民

俗畫作給交通大學珍藏，活動圓滿落幕。

【2007-11-20 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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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期中反應問卷」說明及下載「課程期中反應問卷」說明及下載

教學發展中心為了協助各教學單位準備評鑑事宜，研發了「課程期中反應問

卷」，問卷結果如何呈現與解讀，請各教學單位根據需要斟酌決定。

另外對授課教師而言，本回饋單是為了收集修課學生的意見，以作為您改善

下半學期教學之參考。其中的問題皆為一般性的問題，您可以針對個別需要，自

行增減或修改題目。問卷結果請您自行收集、整理與參考。

「課程期中反應問卷」可至本中心首頁下載中文或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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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基本資料系統( Annual Report )目前仍在測試階段，已請各學院推派

兩位老師測試，預計11/22完成系統測試完畢後即可上線，屆時會提供各相關單

位以及院系所帳號密碼，以供相關人員線上查詢教師資料。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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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

為提供各系所撰寫「自我評鑑報告」內容之素材，教學發展中心已將『「飛

越標竿」教學精進計畫』置於網頁(http://ctld.nctu.edu.tw)之「系所評鑑網

站與相關辦法」項下，僅供系所參考。

同時，配合系所評鑑業務，本中心蒐集、研擬下列相關表格（如：自我評鑑

報告之撰寫說明與格式；陳列資料（佐證資料）清冊與書背之格式；專家同儕實

地訪評行程表；實地訪評之評分表格等），提供各系所撰寫自我評鑑報告、辦理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等作業之參考，請各系所至教學發展中心之系所評鑑專

屬網頁下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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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場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三場

時間：11月22日(四)，地點於人社二館人文電影館。

影片簡介：

(1)《毛線婦活記(14min)》

女人解放自有聰慧其道！一個回教女子跟著老公到巴黎生活，迷魅之都卻成為她

和小孩的牢籠！樓下鄰居來按鈴抗議小孩太吵，卻意外開啟兩位年輕媽媽的祕密

相識。女性特有的慧黠與獨特的情誼，讓她發現家的真正意義。

(2)《女傭紀事(50min)》

一種以青春作賭注、以生命作抵押的工作。髒衣服、油膩碗盤、擦不完的灰塵，

這些天天要作卻永遠作不完的家務，有人卻願意花錢請人來代勞。這類工作在一

般人眼中也許太過卑微，但這些土耳其婦女卻很珍惜。她們娓娓道出當女傭的心

情，除了操勞造成的身體疼痛外，她們沒有社會保險，沒有履歷，有時還得冒著

生命危險工作。

(3)《快活家事(17’08’’min)》

這位擅長使用複合媒材、影像、身體呈現自身與世界關係的國際知名藝術家，這

次以家屋內和花園的各個環境或物件，操作、呈現一個家與人／女性的身體和行

動的關係。也就是，除了擺置、調控現成的物件，並試圖重新檢視這些乍看尋常

的項目，是否還可能還原／賦予其全新／深入的定義。

映後並邀請中央大學丁乃非教授與本校段馨君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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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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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期中預警系統進入第二時程＞＜學業期中預警系統進入第二時程＞

一、本校學生學業期中預警系統已啟動，為使各學系能順利使用本系統以加強學

生學業輔導機制，敬請老師於11月23日（五）前，完成預警登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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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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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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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址:從選課系統http://cos.adm.nctu.edu.tw/進入。

四、學業期中預警之對象學士班學生，因此須做預警登錄之課程除學士班課程

外，也包含有學士班學生選修之碩博士班課程，因此，只要有學士班學生選修之

課程（含碩博士班課程），就要做預警登錄。

五、預警登錄除任課教師及系所助理可登錄外，也開放課程助教協助任課教師做

預警登錄，各個課程助教須由各系所助理於預警系統做課程助教設定後助教才有

權限做預警登錄，因此，若老師需要助教協助做預警登錄，請將課號及助教學號

告知系所助理。

六、系統功能「填寫預警學生資料」：對於學期中學習狀況不理想，學期成績可

能不及格之學生，做預警登錄。於「是否預警」欄點選「是」後會顯示下列資料

提供填寫：

評語： 

作業：缺交次數， 應交次數

點名：缺席次數， 點名次數

小考：缺考次數， 應考次數

期中考：缺考次數， 應考次數

報告：缺交次數， 應交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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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務組提供】

↑↑top

 

 96學年度第學年度第1學期起教學問卷將實施全面網路填答：學期起教學問卷將實施全面網路填答：

1、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經96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修訂，自本學期起問

卷將實施全面網路填答。

2、問卷樣本為一般課程、實驗課程、體育課程及新增的全面網路課程。

3、問卷填答時間為96年12月28日起至97年1月1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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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提供】

↑↑top

 

 

賀賀!山地文化服務團鍾明辰同學榮獲教育部山地文化服務團鍾明辰同學榮獲教育部96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志願服務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志願服務/

服務學習績優學生獎服務學習績優學生獎

本校學生社團山地文化服務團鍾明辰同學榮獲教育部辦理96年大專校院辦

理志願服務/服務學習績優學生獎, 同學以實際行動服務社會, 亦從服務中學習成

長, 可喜可賀！

【課外活動組提供】

↑↑top

 

 

挑戰急救挑戰急救GO!GO!GO!活動活動

在籃球場扭傷!?

在環校機車道，發生車禍!?

吃盛香珍小椰果，噎到了!?

有人在運動場上昏倒了!?

是休克?  是中暑?  還是中熱衰竭?

在第一現場的你，知道該怎麼辦嗎?

來參加急救訓練，就知道該怎麼辦!

對    象：全校教職員工生

人    數：不限

費    用︰免費參加

活動時間：96年12月1日(六)

活動地點︰工程五館105、106教室

報名方式︰請上衛保組網站線上報名系

統http://www.cc.nctu.edu.tw/~weisheng/activity/reg/list.cgi

報名截止日︰96年11月30日止

活動內容：見線上報名系統附加檔案

http://www.cc.nctu.edu.tw/~weisheng/activity/reg/list.cgi

連 絡 人：衛生保健組鍾小姐，校內分機51108

備    註︰本訓練課程需全程參與及通過測驗合格者，才能取得合格急救證照，

未全程參與及未通過測驗者不發給急救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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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保組提供】

↑↑top

 

 

恭賀～～本校電機學院謝漢萍院長、電子工程系柯明道教授、電機與控制恭賀～～本校電機學院謝漢萍院長、電子工程系柯明道教授、電機與控制

工程學系王啟旭教授榮獲「工程學系王啟旭教授榮獲「2008年年IEEE Fellows」！！」！！

恭賀～～本校電機學院謝漢萍院長、電子工程系柯明道教授、電機與控制工程學

系王啟旭教授榮獲「2008年IEEE Fellows」！！

【研發企畫組提供】

↑↑top

 

 

恭賀～～電子工程所莊景德教授、土木工程系黃金維教授榮獲恭賀～～電子工程所莊景德教授、土木工程系黃金維教授榮獲96年度第年度第1

期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以及分子所重藤真介教期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以及分子所重藤真介教

授榮獲「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授榮獲「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

恭賀～～電子工程所莊景德教授、土木工程系黃金維教授榮獲96年度第1期財團

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以及分子所重藤真介教授榮獲「積極

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

詳細獲獎訊息請參閱以下網址：http://www.faos.org.tw/

【研發企畫組提供】

↑↑top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六屆有庠科技講座」、「第六屆有庠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第六屆有庠科技講座」、「第六屆有庠

科技論文獎」、「第三屆有庠科技發明獎」之甄選科技論文獎」、「第三屆有庠科技發明獎」之甄選

以上獎項自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受理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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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eg.com.tw/yzhsu/tw/news/index_cata.aspx?c=3。

敬請相關學院與系所主管鼓勵與推薦教師參加。有意申請之教師請於12月21日

前將申請資料繳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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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企畫組提供】

↑↑top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97年度「考察研究獎金」之甄選訊息年度「考察研究獎金」之甄選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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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3.itri.org.tw/pan/。該基金會為獎勵國內電子、資訊及通訊等

相關領域之研究人員，在國際知名之學術或研究機構從事短期研究（以二個月為

限），以厚植學養，增進研發潛力，特設置此獎項。敬請相關學院與系所主管鼓

勵並推薦教師參加，並歡迎有意申請之教師請於97年1月14日前，將推薦書、

相關申請資料繳交至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文函送。

【研發企畫組提供】

↑↑top

 

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一、國科會97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開始受理申請，校內收件日期： 96年12

月27日(週四)前。計畫業務組於擬妥應辦及注意事項後，已轉發相關資料通知

全校各系所、中心。96年12月31日下午6時前線上申請作業截止，屆時國科會

線上申請作業系統關閉，即無法再行退件修改或補件。

二、97年度起全面實施線上申請作業，申請計畫資料皆全面上線製作及電

子檔傳送，免送紙本資料。申請人務請至國科會/研究人才網站

（http://web.nsc.gov.tw/）「研究人才個人網」登入後上線作業。欲申請人

文及社會科學專書寫作計畫者，請併同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送出。

三、本年度修訂事項及其他說明詳見計畫業務組印發之97年度計畫申請通

知、國科會文函附件及各種注意事項。請申請人及系所單位務必按校內收件時間

交送申請資料，以俾查檢退件修改補件，計畫業務組並將依規定期限（97年1月

8日下午6時前）彙整申請文件送達國科會辦理申請。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國科會國科會97年度「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年度「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NSoC)」受理申請」受理申請

本件文函附件已印送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教師參辦，國科會線上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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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6年12月31日下午6時止。本計畫只接受整合型計畫，學門代碼請點選

E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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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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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意事項詳參文函說明、徵求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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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http://web.nsc.gov.tw ）查詢。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96年度「科技研究機構組織評鑑制度研究計畫」年度「科技研究機構組織評鑑制度研究計畫」

本件至96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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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書請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製作及傳送，並請於96年1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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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詳參計畫

徵求說明或請參閱國科會企劃處網站最新消息

(http://www.nsc.gov.tw/pla/ct.asp?xItem=11313&ctNode=1367)。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國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雙邊合作協議之「國科會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雙邊合作協議之「97年度臺德青年暑期研習年度臺德青年暑期研習

營」受理申請營」受理申請

國科會函送NSC/DAAD 2008年合作選送博士生暑期研究計畫說明書1份，

本研習營將選送理工科系博士生赴德學習，已印送文函附件及E-mail通知相關

系所單位，請轉知並鼓勵所屬博士生踴躍提出申請。申請日期自97年1月1日起

至97年1月31日止，請申請人於限期3日前將申請資料交所屬單位備函會計畫業

務組辦理申請。其他注意事項詳參說明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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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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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年11月月8日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日諾貝爾化學獎得主Dr. Paul Berg以溫世仁名義受邀至以溫世仁名義受邀至

本校演講本校演講

Dr. Paul Berg受台灣聯合大學之邀請，於11月8日下午在本校國際會議廳

演講The Moment of Discovery，敘述研究心路歷程與收穫，學生因能一睹大

師風采，現場反應熱烈。

 

【國際處提供】

↑↑top

 

法國特魯瓦科技大學校長法國特魯瓦科技大學校長Christian Lerminiaux 於於96年年11月月12日來日來

校參訪校參訪

該校與法國當地兩所科技大學結合彼此工程領域之優點，成立網路脈

絡"Grandes Ecoles"，朝教育與研究兩大領域精進，期望將科技融入生活之

中，並以創新、適應社會快速變遷及提供高品質教育聞名。此次來訪會晤本校校

長，並互換兩校現況與未來合作等交換意見，針對未來兩校合作之可能性進行討

論。

【國際處提供】

↑↑top

 

 

96年年11月月5日俄羅斯日俄羅斯Tomsk State州長代表團一行人參訪本校州長代表團一行人參訪本校

Tomsk為俄羅斯發展中重鎮，目前積極尋求與本國大學合作之機會。

【國際處提供】

↑↑top

 

 

96年年11月月1日至日至11月月6日法國漢斯大學、日法國漢斯大學、N+I、、ESC Clermont商商

學院及荷蘭湍特大學國際長來訪學院及荷蘭湍特大學國際長來訪

來訪目的均為尋求國際合作、姊妹校簽訂。其中法國N+I學校已是本校姊妹

校，此次來訪希望能將碩士雙聯學位納入合作項目中。

【國際處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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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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2008台法共同博士學位獎學金台法共同博士學位獎學金

2008台法共同博士學位獎學金申請自即日起，至2008年1月31日截止。台

法共同博士學位獎學金的金額為每月600歐元。扣除學雜費及學生保險計150歐

元外，獎助學生在法求學期間，每月享有450歐元的生活補助，並可享有法國政

府公費生的資格，相關訊息詳如下。

2008年台法共同博士獎學金即日起開放申請

(一)、何謂共同博士 

註冊共同博士學位的學生，其博士學業的修習一部份在法國，一部份在台灣。藉

由台法兩所大學共同指導博士學位協議書的簽訂，學生將接受兩校教授的指導。

通過唯一的共同博士口試，學生可取得兩校頒授的博士學位。 

(二)、共同博士學程的優點如下： 

-學生能充分利用兩校優越的研究環境，豐富所學。 

-有助於參與計劃的台法雙方研究室建立長久合作的機制。 

(三)、計劃介紹： 

自2002年起，法國在台協會陸續提供30名共同博士獎學金給台灣學生。其中有

6名已完成學業，通過博士口試，並分別取得台法兩校的博士學位文憑。 

2008年法國在台協會將提供8名傅立葉共同博士獎學金，給有意願至法國攻讀

博士學位的優秀台灣博士生。獎助學科含括自然、理工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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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法共同博士學位獎學金的金額為每月600歐元。扣除學雜費及學生保險計150

歐元外，獎助學生在法求學期間，每月享有450歐元的生活補助，並可享有法國

政府公費生的資格。 

此外，獲獎學生原屬學校也必須與法國在台協會簽訂協議保證提供相對等的獎助

學金。 

錄取的博士生享有在法國的語言中心一個月的法語課程(2008年8月，此月份為

全額獎學金1200歐元，須扣除語言中心註冊費及學生保險)，2008年9月1日起

進行博士修業。學生可選擇輪流停留台灣及法國兩地，但停留法國期限總計至多

兩年。 

審核條件 

-優異的學業成績 (在學成績，教授評語，發表文章….等) 

-良好的外語能力(英文或法文) 

-學生所申請的法方大學和原屬大學有簽訂共同博士學位協定的意願。 

-學生原屬的大學承諾支付相對等的獎助學金。 

-學生原屬的實驗室若已和法國建立合作關係，則優先考量。 

獎學金申請文件及日期： 

-完整填寫之傅立葉獎學金申請表 

(表格可在本協會網站下載：www.fi-taipei.org)。 

-個人履歷表(法文或英文)。 

-學習動機信(法文或英文)。 

-博士論文研究計劃(法文或英文)。 

-台方及法方指導教授之推薦信函。 

-原屬學校願支付相對等獎學金之書面承諾。 

獎學金申請文件請於2008年1月31日前以郵寄及電子信件兩種方式寄達法國在

台協會。 

-申請文件不齊全者恕不予受理。 

-通過書面審核初審之申請學生。 

-將受邀至法國在台協會面談。 

-面談時間預定為2008年3月1日至15日。 

-獲獎名單將於同年3月31日公佈。 

獎學金申請事宜請洽： 

法國在台協會 www.fi-taipei.org 

合作與文化組 

獎學金負責專案：Sasha Ting 

Email：sasha.ting@diplomatie.gouv.fr 

電話：(02)3518 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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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02)3518 5193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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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

國際服務中心11月持續於浩然圖書館3樓之國際聯誼廳舉辦交大姐妹校系列

簡介活動

日期 English

11/15 (四) 西安交大 Thursday, Nov. 15th  Xi’an Jiao Tong

University

11/16 (五) 上海交大 Friday, Nov. 16th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11/19 (一) 法國 

珍墨內大學高等技術學院

Monday, Nov. 19th  France: L'Institut

Supérieur des Techniques Avancées de

Saint-Etienne (ISTASE)

11/23 (五) 芬蘭 

育華夫斯基拉大學

Friday, Nov. 23rd  Finland: 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11/26 (一) 法國 

巴黎高等電子學院

Monday, Nov. 26th  France: Institut

Supérieur des Techniques Electroniques

de Paris (ISEP)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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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外籍生與本地生聯誼運動賽交大外籍生與本地生聯誼運動賽

本校外籍生與本地同學將於11月24日(星期六)舉辦聯誼運動競賽。預計上

午將於交大校園進行排球比賽、籃球比賽及趣味競賽。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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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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4日晚上到第2餐廳2樓靠近舞台旁用餐時一陣一陣的糞坑味飄過來。查看結果

為廁所門口旁、電梯對面一堆雜物發出的惡臭。廁所裏整理得還不錯，但是餐廳門面

卻是一堆雜物，進廁所時聞到這惡臭還以為馬桶已經好幾天沒沖水，且惡臭還飄進餐

廳。

A1 有關您所反應二餐廳二電梯對面雜物發出的惡臭之情形，已請廠商立即改善，爾

後如 有相關問題者，敬請不吝與勤務組連繫。

Q2 由於長期以來每天晚上女二宿舍樓下都會有同學聚集吵鬧,吵到很晚還不停止,而且不

管勸阻幾次都完全沒用,一批人吵完換另外一批,讓大家晚上都不用睡覺了。我想提出

一個解決這問題的方法...就是把女二舍下面戶外用餐區的桌椅全部都搬走,包括全家

便利商店前面以及自助餐前面的桌椅應該全部都搬走,這樣聚集在那裡聊天的人會減

少很多。由於住在那附近的八舍及女二同學已經被吵到受不了了,所以希望學校能幫

助我們恢復宿舍應有的寧靜。

A2 勤務組接獲訊息後，已聯絡校內相關單位，處理情形如下：

（一）駐警隊加強夜間巡邏。（二）住宿服務組的宿舍管理員，將加強維護本區域之

安寧。（三）軍訓室協助輔導學生夜間不宜在公共場所喧鬧（殷總教官允諾他會利用

夜間時段到本區域瞭解狀況）。（四）勤務組將製作告示牌，禁止同學在本區域干擾

宿舍作息；爾後若再有類似情形者，亦歡迎同學們循下列管道向校方反應：�

宿舍管理員：03-5712121轉77101或0968-374684。�

駐警隊：03-5712121轉50000。� 

軍訓室：03-5712121轉50702。

Q3 學校禁止統聯及阿囉哈進入校園，我覺得這實在是很不適當的抉擇。根據公告內容，

要求坐車的學生可以利用搭乘園區公車轉乘。但是，假日園區公車根本就停駛啊。有

很多學生假日也是要返鄉，甚至是到台北開會。學校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就貿然進

行這樣的決定，我認為實在是有待商榷。希望有關單位可以三

思。http://www.ga.nctu.edu.tw/liveArea/ShuttleBus.php，這個網址上面寫

了當初交大讓客運入校內的初衷，希望有關單位還能夠記得這眾多學生的小小盼望。

A3 統聯及阿羅哈也向校方表示，由於搭乘人數不多，入校純粹為服務師生。原先僅單純

為提供師生便利交通，才請客運入校，但後續卻遭質疑是否圖利特定廠商，並造成污

染及安全問題。96年5月28日95學年度第2次總務會議，有教授提案討論取消客運入

校案，但因有教授考量到學生返鄉問題，提議返鄉專車予以保留，故目前阿羅哈客運

星期五返鄉專車及星期日返校專車仍持續入校。總務會議中，本校各單位代表於評估

後，做出取消入校之決策，勤務組也僅能尊重並辦理。

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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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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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因為荷花此時已休眠(蓮花不會休眠 可是荷花池內無蓮花)而池中的水芙蓉每年都安排

12月清理。水芙蓉的出現大多是學生放養， 池中的烏龜 錦鯉 吳郭魚都是如此來

的， 清理不完  所以每年都安排枯水期來處理。

Q5 首先給辛苦的總務處拍拍手...好棒阿!

感覺總務處好像隨時都在身邊一樣, 好親切!ok, 我想說的是, 在第二餐廳靠科二館這

邊的出口, 出口前面有一個小花園, 上面有許多散亂的木條, 似乎是想鋪的步道但是卻

反而很不雅觀, 沒什麼在維護的感覺!我想這情形應該有半年以上了都沒改善, 因此想

求助一下總務處, 可否幫忙處理呢?

A5 事務組已派人清除。

Q6 我是住研一舍博士班的學生靠近道路的房間，已經連續三天了，每天半夜都有狗在那

邊鬼叫鬼叫的，嚴重影響學生的睡眠品質，我希望校方可以重視這件事情，我不懂為

什麼交大會有如此多的校狗，若要養校狗，也請好好調教，不應該讓校狗半夜成群結

隊的鬼叫。

A6 1.請包老師協助訪視校園內犬隻活動情形。

2.請駐警隊夜間巡邏人員，加強巡邏協助驅趕，以免影響校園安寧。

Q7 西區停車場中有一些車位是靠著籃球場的，那些車位附近都有榕樹可遮陽很不錯，但

是那些榕樹好像長得太低了會擋到人的進出, 要彎腰才可以過因此建議總務處修剪

之。

A7 事務組已請外勤班處理，外勤班近日忙於處理颱風過後校園環境之細部整理所以會排

在這之後去處理。

Q8 人社一館的鐘樓,北大門一進來就看到!!

那個鐘樓的電子時鐘,顯示時間的功能好像壞了!可否煩請修理一下!

A8 事務組已招商修復。

Q9 若有家人想來探訪需要住宿一晚招待所價值為多少和需要提前申請的嗎? 而申請手續

需到哪裡辦理。

A9 1.短期招待所借用資格：本校教職員工生及其眷屬。

2.每晚價格： 一人800元，兩人1000元。

3.申請：若您已確知家人來訪日期，請電洽招待所訂房專線51554，若當日仍有空

房，可先為您保留。

Q10 希望學校可以加強管理腳踏車，落實腳踏車停車證的發放與取締。並如清大將堪用之

廢棄腳踏車再提供給學生，減少資源的浪費。也希望能像成大在校園內有個位置可以

提供修車買車的服務。

A10 有關處理廢棄腳踏車，事務組外勤班每次清理校園內廢棄腳踏車時，皆會預留10部功

能尚佳之廢棄腳踏車，供全校師生認領。若有需要可逕向外勤班呂班長登記（分機

51755）。

校園內是否成立腳踏車的修車、買車服務，宜由勤務組評估委外經營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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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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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函釋宣導法令函釋宣導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10月30日臺會綜一字第0960056919號函

「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赴本會所屬研究中心短期研究作業要點」即日起停止適

用。

＊教育部96年9月14日台人（二）字第0960138353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96年9月6日局考字第0960063435號書函以，有關公務人員休假期間之刷

卡支出如均為工作所在地之交通費，且無其他項目消費，以其休假期間未見異地

消費之事實，核與休假補助請領規定不符，尚無法核予補助。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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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重要訊息

＊教育部96年11月15日台社（二）字第0960172379A號函轉內政部同年

月6日台內移字第0960946975號函送「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第13次

檢討會議決議事項」以，各級學校辦理外籍配偶語言學習或識字教育時，若臨時

拖育人員或保母發現其子女疑似發展遲緩者，請加強通報各地方政府社會局。

＊考選部96年10月25日選特字第0961501228號書函送該部97年度（97

年1月至12月）舉辦各種考試日期計畫表，已置於本校人事室網頁最新消息專

區，歡迎同仁前往點閱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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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資訊應以該局委託財團法人聯

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所建置之國民旅遊卡專屬網站http://travel.nccc.com.tw所

登載之資料為準。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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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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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人事代號 動態原因 原職機關及職務 新職機關及職務
到（離）職日

期

柯梅玉 F9619 服務單位異動 體育室助理員 秘書室助理員 96.10.15

蕭伊喬 G9622 服務單位異動 秘書室助理員 體育室助理員 96.10.15

林泉宏 S7913 服務單位異動 環安中心技士 事務組技士 96.11.01

韋桂仁 E9613 員工代號異動 營繕組技術員 營繕組技術員 96.11.01

游育欣 E9611 到職 中原大學講師 環安中心技術員 96.10.15

趙曉敏 E9612 到職 環工所計畫人員 電信系助理員 96.10.18

張桂煜 G9623 到職 無 資工系助理員 96.11.01

劉光庭 S9604 到職 無 營繕組技士 96.10.17

蔡慶祥 S9605 到職

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職業訓練局技

士

奈米中心技佐 96.10.29

陳秀蓮 S9606 到職
基隆市中正區衛

生所稽查員
勤務組辦事員 96.11.01

江美瑩 S9607 到職
國立新竹教育大

學技士
環安中心組員 96.11.01

 

【人事室提供】

↑↑top

 

 

本月壽星本月壽星

 

許維德老師 廖雲龍先生 陳孝忠先生 蔡銘箴老師 林佳宜小姐

范揚格先生 曾碧月小姐 周　倩老師 卓訓榮老師 徐雲昇小姐

韋玉蘭小姐 江坤沐先生 陳致嘉老師 黃家耀老師 董凱洲先生

張乃懿小姐 張文榜先生 王克陸老師 李鎮宜老師 吳畹香小姐

梁高榮老師 沈勝隆先生 林建榮老師 黃　威老師 張玲珍小姐

廖奕翰老師 沈里遠先生 王順瓔小姐 簡鳳村老師 馬麗娟小姐

姚冬生先生 倪月珍小姐 王維菁老師 陳文彬先生 蔡淑琴小姐

葉如樺小姐 高文芳老師 曾華璧老師 張文豪老師 吳子酉先生

邱玲燕小姐 孟心飛老師 王美鴻老師 羅志偉老師 謝國文老師

曾慶平老師 林俊源老師 沈定濤老師 余玉英小姐 李宜菁小姐

林志生老師 劉紀蕙老師 康光祖先生 張文鐘老師 陳臆如小姐

郭淑卿小姐 江佩玲小姐 高廣玲小姐 吳霖堃老師 黎燕麗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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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美智小姐 陳彥文先生 李雅惠小姐 蘇育德老師 黃嘉琳小姐

蘇德欽老師 鄒永興先生 林照真老師 孟慶宗老師 陳慶耀老師

鄭惟中老師 劉麗芳小姐 黃琇珠小姐 洪崇智老師 金大仁老師

黃乙白老師 范美華小姐 陳榮傑老師 梁耀文老師 陳大潘老師

鄒志偉老師 邱怡玲小姐 曾建超老師 羅佩禎老師 呂宗熙老師

徐淑英小姐 陳善理小姐 王國禎老師 邱俊誠老師 龍文安老師

柯靜雲小姐 鄭玉佩小姐 蔡錫鈞老師 董蘭榮老師 李積琛老師

喬治國先生 徐作聖老師 陳穎平老師 邱　一老師 石至文老師

曾懿岱小姐 林亭汝老師 蔡文錦老師 呂沼燕小姐 曾伊正先生

張銘益先生 呂怡芬小姐 張立平老師 蔡麗芳小姐 陳郁荃小姐

鄭坤松先生 賴秀香小姐 周麗紅小姐 羅敏銓先生 王麗華小姐

麥威方先生 楊麗月小姐

 

【人事室提供】

↑↑top

 

 

智慧財產權宣導智慧財產權宣導

近期收到教育部來文，敘明台灣學術網路(TANet)之網路疑似侵權案，各大

專院校皆名列其中。為避免全校教職員生在不了解相關法律規範下，發生網路侵

權行為，請大家務必多了解「尊重網路智慧財產權」的重要觀念。網路智慧財產

權相關法規，敬請參閱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站http://www.tipo.gov.tw/

【計算機中心提供】

↑↑top

 

 

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開始囉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開始囉

96學年度教學及行政單位網頁建置競賽評分活動開始囉，今年網路評分活

動自11月1日至12月16日止，計網中心將於11月中起，每週公開抽出1名幸運

的Wii得主。全校師生皆有機會獲得大獎，心動不如馬上行動，請速

往http://www.cc.nctu.edu.tw/Contest/index.php了解詳細投票辦法。

【計算機中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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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首頁設計大賽交通大學首頁設計大賽

這是你要的首頁嗎？交大面子換你做做看！即日起至11/30止等著你來挑

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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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ckBoard小幫手小幫手

為協助教師使用BlackBoard電子教育平台，計網中心提供「BlackBoard

小幫手」的服務，可派遣工讀生協助教師建置上傳課程資料，或協助教師處理

BlackBoard問題。有意申請之教師，請至

http://www.cc.nctu.edu.tw/download/BlackBoard.doc下載申請表，填

妥資料送回或傳真至計網中心，或Email至yanndar@mail.nctu.edu.tw。

【計算機中心提供】

↑↑top

 

 

「波蘭之夜」「波蘭之夜」– 鋼琴作曲大師鋼琴作曲大師Zygmunt Krauze獨奏會獨奏會

時間：2007/11/20（二）

地點：演藝廳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120/20071120.htm

【藝文中心提供】

↑↑top

 

 

法國法國Diotima弦樂四重奏弦樂四重奏–台灣巡演台灣巡演

時間：2007/11/22（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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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演藝廳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122/20071122.htm

【藝文中心提供】

↑↑top

 

 

「舞想新寺祭」「舞想新寺祭」– 潔兮杰舞團潔兮杰舞團

時間：2007/11/29-2007/11/30

地點：演藝廳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129/20071129.htm

【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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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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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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家舞蹈家  樊潔兮樊潔兮  -「舞想「舞想-新舞種」新舞種」

 

時間：11/21（三）下午1:30–3:2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主題：「舞想－新舞種」

講師：樊潔兮（舞蹈家、潔兮杰舞團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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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綱：

Vu.Shon ＝＝  樊潔兮的舞蹈風格樊潔兮的舞蹈風格

舞蹈家樊潔兮在Vu. Shon的樣態建立上，是根據

人類古文明，絲綢之路上的佛教遺址，包括中國境

內的敦煌、克孜爾，南亞國家印度、柬埔寨、泰國

等地的洞窟藝術，含壁畫和彩塑的舞蹈形象，經過

長年的鑽研和體現，漸進型塑出融匯東、西方肢體

的「動作美型」，設定了一套肢體訓練的教材系

統。

Vu.Shon風格的樣態設定風格的樣態設定

外在《型》的建構：

靈動內斂的眼神、豐美幻化的手姿、S型圓弧腰身。

內在《神》的孕育：

既莊嚴又活潑的宗教精神，神髓兼蓄是東方舞蹈中，非常重要的支柱，也是文化

的特質；將佛教的精神與教義，透過「動作美型」的演練，沉潛至舞者的思維；

舞動出具有生命、感動人心的舞蹈。

講師簡介講師簡介

樊潔兮，台灣出生，文大畢業，留學日本，1987年在紐約發表「舞出敦

煌」、「有女飛天」等創作，而引起藝壇的重視。在舞蹈風格上，匯集了亞洲絲

路舞蹈元素的特質，自創出「舞想」Vu．Shon的東方肢體美學。曾獲紐約市、

州的文化創作獎項，目前活躍於國內外的劇場演出及演講活動，是台灣資深舞者

及編舞家。

【藝文中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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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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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教育委員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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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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悅讀閱讀‧悅讀

時間：2007/11/28（三） 15：40～17：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浩然國際會議廳

講題：閱讀‧悅讀

主講人：何薇玲 女士

【通識教育委員會提供】

↑↑top

 

 

鴻林宴鴻林宴

訂尾牙送春酒請洽03-656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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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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