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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五年五百億有獎徵答活動』開跑囉教務處『五年五百億有獎徵答活動』開跑囉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相關事宜相關事宜

教師基本資料系統即將上線教師基本資料系統即將上線

2007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二場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二場

教育部台高教育部台高(一一)字第字第0960157389號函號函(96.10.15)核定本校核定本校97學年度招學年度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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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短文朗讀競賽暨詩歌朗誦表演活動報名中華語短文朗讀競賽暨詩歌朗誦表演活動報名中

院青輔會院青輔會2007年青年旅遊卡發行中，歡迎本國青年及僑外生到華語中心辦年青年旅遊卡發行中，歡迎本國青年及僑外生到華語中心辦

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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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學王稼瓊副校長於北京交通大學王稼瓊副校長於96/10/16拜會本校拜會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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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廳：「趁賞梨園演藝廳：「趁賞梨園–《陳三五娘》之〈賞花〉〈留傘〉〈審陳三〉」《陳三五娘》之〈賞花〉〈留傘〉〈審陳三〉」–江江

之翠劇場之翠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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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藝廳：法國演藝廳：法國Diotima弦樂四重奏弦樂四重奏–台灣巡演台灣巡演

演藝廳「舞想新寺祭」演藝廳「舞想新寺祭」– 潔兮杰舞團潔兮杰舞團

藝文空間：劉興欽客情三畫展藝文空間：劉興欽客情三畫展

藝文講座：漫畫家劉興欽藝文講座：漫畫家劉興欽  -「千斤力不如妙點子」「千斤力不如妙點子」

藝文講座：音樂時代的音樂總監與創辦人藝文講座：音樂時代的音樂總監與創辦人  楊忠衡楊忠衡  -「樂夢時代」台灣音樂「樂夢時代」台灣音樂

劇的回顧與前瞻劇的回顧與前瞻

藝文講座：舞蹈家樊潔兮藝文講座：舞蹈家樊潔兮-「舞想「舞想-新舞種」新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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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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格飛‧藍茨的德語課齊格飛‧藍茨的德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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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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克力有機雞蛋：每週一進貨巧克力有機雞蛋：每週一進貨  ，當週售完為止，當週售完為止。。

來自梨山的蜜梨：每週一訂貨來自梨山的蜜梨：每週一訂貨  ，週四領貨，週四領貨  ，產季活動只到，產季活動只到11月底。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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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邦記蔥抓餅團購開跑桃園邦記蔥抓餅團購開跑

馬來西亞人蔘咖啡團購月馬來西亞人蔘咖啡團購月

本草甘露本草甘露11月份有機早餐行事曆月份有機早餐行事曆

有機超大有籽有機超大有籽/無籽葡萄乾熱情上市無籽葡萄乾熱情上市

11月份本草甘露買月份本草甘露買1送送1大放送大放送

鄉村礦鹽生機蘇打餅乾特惠優惠鄉村礦鹽生機蘇打餅乾特惠優惠

阿原肥皂滿額送活動即將截止阿原肥皂滿額送活動即將截止  ，敬請把握時間，敬請把握時間  ，錯過機會不再有，錯過機會不再有

秋季第二波超完美組合：秋季第二波超完美組合：EGF面膜面膜+胜肽眼膜胜肽眼膜=面面俱到面面俱到

豪華型隱形眼鏡清洗機最後豪華型隱形眼鏡清洗機最後2組組  ，團購價，團購價690元元

更多消息請至更多消息請至 icoop>消息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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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忠謀董事長於新生入學典禮為全體新生

演講（公共事務委員會攝）

大學生要做的十一件事大學生要做的十一件事--張忠謀董事長談未來領導人張忠謀董事長談未來領導人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

今天我來到交通大學和各位新生分享進入一個頂尖大學的喜悅，首先我想先

瞭解，在你們之中，是否有人自願作為未來社會中的領導人？請舉手。

看起來有將近八成的同學舉手，很好，

可是假如你沒有舉手的話，也不必難過，因

為當我還是十八歲、第一天進入大學時，曾

經也被問同樣的問題，當時的我也沒有舉

手。但從那天起，我開始思考是否我也應該

有這個志願---「做未來的領導人。」至此以

後，我開始學習如何做一個未來的領導者。

所以剛剛如果你沒有舉手的話，不需慚愧也

不必難過；而舉手的同學，我為你們感到高

興，待會我所說的話，你們應該會更有興

趣。

「頂尖大學應該是培養未來領導人的溫床。」

當然非頂尖大學也可以，但從歷史的觀點，的確頂尖大學最能夠培養未來的

領導人。我這有一個資料，是有關於英國跟美國在政治領導者的統計數據資料。

十九世紀英國的頂尖大學是牛津跟劍橋，當時英國有一半以上的首相是從這

兩個學校出來的。二十世紀美國的頂尖大學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美國二

十世紀一共有二十六個總統，其中十六個是從我剛才說的那些學校的畢業生。美

國大學非常多，當然也有總統根本連大學都沒進過，但是二十六位總統中有十六

位出自於我剛說的那些大學，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巧合，也證明了「頂尖大學應該

是培養未來領袖領導人的溫床。」

各位一年級的同學，你們未來面臨的社會絕對和你父親、祖父那個年代所面

臨的世界完全不同。主要的不同，可以分為兩點。第一點為「全球化」，現在世

界全球化的程度，比二十五年前要高上十倍，比五十年前，差不多要高一百倍。

當然這是個約莫的數字，但是只要拿國與國之間的貿易數字，就可以作為一個證

明。

第二個大不同就是「競爭的白熱化」，這競爭指的是公司與公司之間、人與

人之間、當然還有國與國之間的競爭。雖然沒有了戰爭，可是競爭卻趨於白熱

化，事實上你們在跟全世界和你們差不多年紀的人才競爭。假如一個不小心的

話，很快整個產業、整個企業，都會被另一個國家、另一個地區搶過去。當然同

時，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地區、另外一個國家，將另外一個產業搶過來。我二十

幾年以前，在台灣創辦了台積電，台積電事實上就是把生意從美國搶過來。同時

在這十年來，我們有多少產業移至大陸，這就是競爭的白熱化，這個白熱化的程

度，事實上就是全球化的一個結果，這兩個是平行的。

「全球化」到底是什麼意思？最大的意義就是競爭越來越激烈。首先我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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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迷思，第一個迷思就是：進了一個好的大學，就等於是一個鐵飯票，不但是一

生的鐵飯票，以後成功的機率也比別人高很多。這個迷思在幾十年以前的確是有

道理的，我現在都還認識幾位年紀跟我差不多的人，他們還在津津樂道曾進入了

一個頂尖大學--「台大」。進台大的確使他們有鐵飯票，他們的一生也相當順

利，可惜似乎進入台大就是他們人生的最高峰，此後就只是很平順。五十年前進

台大的確是很高的高峰，二十五年以前已經不是那樣子了，現在更不是那樣，二

十五年以前進入了台大、交大，可能吃飯還可以保證，現在我必須很坦白的告訴

你們，對你們這些年輕同學：「不一定、不一定，完全還是要靠以後的努力。」

第二個要打破的迷思就是競爭者只是台灣人。你們競爭的對手不只是台灣

人，而是全世界的人。

第三個迷思，就是「不必創新也會成功」。現在很多人都還抱有這個迷思，

假如你要追求比溫飽更好的生活，就必須要創新。一間公司如果只追求平穩，也

許可以不用創新，可是不創新就不會有任何不平凡的成功，創新已經變成一個非

常重要的行為。這和過去很不一樣的，過去即使你完全模仿，但效率高的話，還

是可以相當的成功，但現在要「創新」才能夠創造不平凡的成功。

今天我準備了十一點大學四年應該要做的一些事情，我相信，大家都應該要

做到。

第一件，在這四年當中要「養成一個終生的、健康的生活習慣」，假如以前

已經養成這個習慣要繼續維持。沒有了健康，等於一切都不用談，現在大家醫學

的知識都很豐富，這五十年來醫學有很大的進步，健康也有很大的進步，現在的

知識比我十八歲的時候好多了。過去我在大學的時候，雞蛋、牛奶、牛排、黃

牛，這些都是被認為是非常健康的食物，但現在就不一定，因為牛奶還是會含有

膽固醇等等之類的東西。另外，在我進大學的時候，抽煙並不被認為是不健康的

事情，所以很多學生都在抽煙，在一九五0年代，絕對沒有人會說是抽煙是不健

康的，但是現在觀念就完全不同了。

要怎樣養成一個健康生活的習慣？健康生活的習慣包含經常運動的習慣，這

應該是健康生活習慣的一部份。

第二個要「培養你們的志願」，除了我剛剛所問你們是不是想做未來領導人

之外，還要更細微的志願，在哪一個行業？政治上、法律上、科學上、學術上、

企業，還是在工商界呢？這個就是志願，假如現在還沒有決定的話，也不用太擔

心，這往往是大學二、三年級，甚至於是更後面才能做決定的事。但在這大學四

年，要盡可思考自己的志願，因為知道自己事業的方向、人生的方向，就可以早

點知道你要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學問上下功夫。所以我覺得培養志願是一個很重

要的事情。

志願簡單的說可以分成學術跟非純學術。學術是一門可能是物理、化學、電

機、機械等非常專精的學問，當然也包括藝文。非純學術的範圍更廣泛，當你已

經在一種學門上精修，再去選舉、作議員、作立法委員、當經理、作工程師、作

總經理、作董事長等，甚至於當律師都屬於非純學術的志願。所以志願大至可分

成學術以及非純學術兩個方向，當有了志願以後，有關於未來學習的方向，也會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比較有目標。

第三點，「學習」，請你們用功學習，這個用功學習不只是專科，你們雖然

都選系了，但假如你們的志願是學術志願，未來的出路想要做教授、做研究，你

們盡可以花百分之一百學習的時間，都在專門的領域上面。但是假如你們的志願

屬於非純學術，我建議你們頂多在專業領域花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時間用功學習，

另外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學習要花在跟你們的志願有關、卻不屬於你的專門領域裡

頭。舉例來說，假如你的志願是企業的話，但你卻是電機系學生，電機是你吃飯

的本錢，你必須花一半到三分之二的時間用功學習電機領域，而另外三分之一到

一半的時間，就要學習相關電機業的範疇，範圍包括電腦、資訊、半導體、通

訊，通通都在內，雜誌、文章、新聞都常常有世界各行業的新聞，你就看這些東

西，你也要花點時間學學會計、財務、行銷，瞭解這年頭競爭是如何進行，甚至

應該注意一下這個行業公司的股價，股價為什麼會波動？假如你的志願屬於政治

類，那更有一套經典式的學習領域，歷史、地理、語文還有傳記，這些都是政治

人非常經典式的訓練。

第四個，我勸大家在「學習的時候不要背書，要徹底瞭解」。當你在看一本

書，或者只是論文中的幾段，也許是幾頁，也要徹底瞭解。徹底瞭解比你看的多

來的重要。千萬不要靠記憶力，背書只是通過考試的一個辦法，在你的人生，已

經經歷了種種考試，但考試在你往後的人生中，會以各種形式出現，那種考試是

需要徹底瞭解的。

舉個我自己的例子來說，我學士跟碩士都是機械系，可是我剛進產業就是半

導體業，半導體業我一竅不通，可是我的物理倒是相當好，當時我買了一本那時

的半導體經典著作，是Shockley的一本書，那本書雖然只有兩百多頁，但那本

書的難度實在不能想像，我為了要徹底瞭解，花了將近四、五個月的時間來看那

本書，每天晚上看三個鐘頭書，每天晚上頂多看十頁，而且有些地方看來看去還

是看不懂。那個時候有一位半導體學問、理論都很好的一個同事，跟我住在同一

個旅館裡，他很喜歡喝酒，所以我想來想去還是不懂的，只要去bar裡都找得到

他，當然他也有不懂的地方，可是百分之九十的問題他都可以替我解答。你們現

在有這麼好的環境，有這麼多的教師，一定要花時間徹底瞭解，在學校可問的人

很多，教師這麼多也那麼好，希望你們可以充分利用資源。

第五點，要學「獨立思考」，獨立思考在中國、台灣的文化裡，是比較欠缺

的，獨立思考是不要人云亦云，代表你要想想看，當你看了什麼文章或聽了名人

的話，是否為事實？可以尋求新的消息來源求證，即使他說的是事實，也可以思

考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結論，這就屬於你獨立思考的一部份。

第六個，「學創新」。雖然創新有很多是天分，但有一部份是可以培養出來

的，培養創新的途徑如徹底瞭解、用功學習、獨立思考，假使你可以做到這三件

事情，將你的學問用功學習徹底瞭解，當你的學問豐富，就能獨立思考，這是與

創新平行的，所以創新雖屬天分，可是大部分也可以藉由自身努力而培養。

第七點，「學中文」，雖然你們中文已經學十八年了，但我坦白的和大家

說，雖然學了十八年中文，有些人中文可能很優秀，可是絕大部分的人中文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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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主要是因為他們「聽」跟「講」的能力差。

「聽」，怎麼樣聽？雖然我是董事長，大家應該聽我講話，但我經常發現我

講了一句就被經理打斷了，他以為他知道我之後會講什麼，其實百分之八十的時

候他錯了，這個就是聽的能力不夠。「講」，雖然人人都會講，可是講必須要有

階層，第一個階層為「詞能達意」，這個我想交通大學的學生百分之一百都詞能

達意；第二個階層是能夠「有邏輯的解釋一件事情」，這我相信只有百分之六、

七十的人能夠到第二層；再高一層，「有說服力的講一件事情」，這個階層我覺

得百分之二十、三十的人都還不到；最高的階級就是「雄辯者的階級」，我想一

百個人恐怕一個人都無法達成。所以我希望「聽」要加強改善，「講」也必須提

高階層。事實上有說服力是很重要的一個能力，假如有這個能力，是相當寶貴

的。

第八個，「學英文」。英文非常的重要，因為未來的五十年，甚至於更長，

英文在這個世界上，會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能力。老實說對你們新生這個年紀來

說，學英文已經稍嫌太遲，但還是可以補救，在那些方面補救呢？從「讀、聽、

寫、講」這四方面來說明的話，我建議學英文應該注意「讀跟聽」，十八歲這個

年級還不算晚能夠做好讀英文跟讀中文一樣的流利，這個不但要能做好，而且相

當重要。現在台灣翻譯的書真的很多，如果現在你開始往英文這方面努力，兩、

三年以後，給自己一個測驗，假如原文書有中文翻譯本，但你願意看原文，且能

夠流利的讀，我覺得你做到了，你做到了我剛要求你的。聽也一樣，假如十八歲

的你，英文底子沒有很好的話，已經很難要再講的流利或者寫的好，但是我覺得

把讀跟聽的能力訓練出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下一點，第九點，「學習世界」。全世界，不要只學習台灣，只學習台灣、

大陸，或者是只學習台灣、大陸、亞洲，要學習世界。假如英文讀的不流利，是

無法做到的，以新聞而言，台灣報紙報導國外的新聞量太少了，電視台簡直可以

說是沒有。要學習世界，起步點就每天看看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這個會給你另一個世界，除了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之外，還有經濟

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美國的Business week，這些都會給你完全另一

個世界。

第十點，「學演講、學辯論」。有如剛所說的中文訓練、英文訓練，尤其是

講中文要聽跟講，演講是講，辯論屬於聽、講，我相信交大有辯論社，也有演講

社，假如沒有的話你可以自己組。我有時看見電視上有很多時論者，他們技巧很

好，簡直是口若懸河，但是其實內容不見得那麼豐富，演講社跟辯論社需要技

巧，更需要內涵，所以語文的訓練一定要有非常好的媒介。

第十一點，最重要的一點，我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後，做一個「誠與信」的

人。「誠」就是不講謊話，任何時間都不說謊；「信」就是言出必行，要做一個

誠與信的人。我相信社會沒有在提升的大原因，就是社會上領導份子的關係，我

希望你們未來成為的領導份子，是在一個誠信上不容置疑的人。除了誠信之外，

還要學會與別人既競爭又合作，當你和同學參加課外活動，慢慢就會養成既競爭

又合作的關係，在大學的時候學會如何既競爭又合作，出了校門還是能夠繼續如

此，那我們的社會，我想會提升，不會再繼續的淪落下去。今天非常高興和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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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希望大家能夠有美滿的大學生活，能夠擁有豐富的、非常的有意義的四

年。

註：張忠謀董事長九月交大新生演講內容與十一月七日出版之天下雜誌註：張忠謀董事長九月交大新生演講內容與十一月七日出版之天下雜誌

             教育特刊共同使用文字教育特刊共同使用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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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首次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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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今年首度辦理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國立高教體系

學校中，交通大學在「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項目中居全國之冠，在產學合

作的成果產出中超越台大、清大、成大等頂尖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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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則獲得第四。

此次評量是國內第一次針對國內163所公私立大學和技職院校，進行大專院

校「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智權產出成果與應

用效益」三項評量。此外，本評鑑也把指標排名前25%的學校分數平均後，作

為頂標門檻，結果在國立高教體系中，交通大學脫穎而出，於「智慧財產授權收

益與效率」及「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與效率」指標中都達到頂標。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希望藉評量可以協助學校審慎檢視產學合作推動成效，並

對於產學合作績效優良之校院給予鼓勵與肯定。未來會定期將結果公布，作為各

界瞭解大學校院產學合作績效之參考，希望能產生引導效果，進而促成各校良性

競爭環境。

【2007-11-05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愛地球愛地球*健康走一走健康走一走  3000人交大健走人交大健走

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交通大學吳重雨校長、新竹市長林政則、台灣天下雜誌發行人殷允芃、交通大學吳重雨校長、新竹市長林政則、台灣

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曾志朗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曾志朗  齊步鳴槍起走齊步鳴槍起走

由康健雜誌與交通大學、新竹市政府、科學園區管理局共同舉辦的「愛地

球，健康走一走」活動，10月27日上午9：30於交通大學登場，這是康健創刊

以來第八場的健走活動。交通大學活動現場擠進3000位新竹市民及交大師生，

主辦單位天下雜誌/康健雜誌董事長殷允芃表示：「健康是「1」，所有的財

富、地位、名望、權力都是其後添加的無數個「0」。沒有了健康，也就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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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槍起走。由左至右為新竹市長林政則、

天下雜誌群發行人殷允芃、交通大學校長吳

重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總校長曾志朗。

（公共事務委員會攝）

◆參與騎腳踏車的眾多民眾。（公共事務委

員會攝）

一切。」新竹市市長林政則出席表示「新竹

市是個美麗的城市，交大和十八尖山都適合

健走和騎腳踏車，感謝康健雜誌對於市民健

康的努力，並鼓勵市民經常健走，保持健

康。」

交通大學校長吳重雨鼓勵大家，「來來

來，來交大，去去去，去園區。」顯示交大

和科學園區的關係密不可分，因此這次活動

也分為健走和騎乘腳踏車兩部分。健走隊伍

繞行交大環校道路；而前不久剛騎乘腳踏車

完成環島一圈的捷安特公司劉金標董事長親

自前來參與盛會，帶領所有腳踏車騎乘隊伍一起從交大出發環繞科學園區。劉董

事長抱著小學生遠足的心情參加活動，興奮到前一晚睡不著，他說，「大家都說

是我環島帶動騎自行車風氣，但我認為是康健雜誌平時對健康的提倡，影響國內

運動氣氛更大。」

一早新竹的天氣晴空萬里、又帶點涼爽

微風，正是闔家出遊最佳時機，因此吸引各

地家族相約參與活動。來自桃園的張先生每

年都帶孩子參加康健雜誌舉辦的健走活動，

今年還號召同事一塊兒報名，7個家庭共20多

人愉快出遊，一群年齡相仿的國小孩童玩得

不亦樂乎，直說明年還要再來。

高齡80歲的許丁旺老先生，是今天參加

活動最年長的一位，他說平常就加入新竹市

登山協會，常和隊友一起爬山，因此2.7公里的健走難不倒他。

在3000位參加活動的民眾當中，一位金髮碧眼的外國帥哥特別引人注目，

他是來自斯洛伐克的何納己，目前就讀交大資工系，他和來自印尼的同學司馬伊

凡今天特別早起參加健走，希望能藉此感受台灣的熱情。

由天下雜誌發起的「微笑台灣319+」也在健走現場提供獨一無二的「娜娜

Walking*遇到愛」隱藏版紀念章，吸引網友組成「微笑玫瑰368自行車隊」，

以騎腳踏車表達愛台灣。

本次活動特別規劃「環保市集」邀請民眾親子同樂，如「荒野保護協會」紙

風車製作、「大地旅人環境教育工作室」腳踏車動力產電、知名設計家具

「Flexible Love」瓦愣紙製作、金車大塚贈品發送、捷安特自行車體驗等，讓

您實地體驗樂活環保新主張。在終點站，主辦單位特別邀請金曲獎得主「野火樂

集」演唱，分享屬於原住民的音樂詠嘆。在奔放、洋溢的熱情鼓聲中，也讓民眾

在清爽的天氣下隨著音樂“動”了起來。

 

【2007-11-05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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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超薄型月刊出刊啦第六期超薄型月刊出刊啦

本期主題為「職場初體驗：暑期產業實習」，可探窺學生暑期企業實習概

況，另外，本期霹靂快報收錄了本中心舉辦的活動TA教學工作坊等等報導，交

流

道更專訪了曾開設愛情法律學分課程的林志潔老師與生科院壁報比賽，詳情請見

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第六期網址

http://academic.nctu.edu.tw/ctld/epaper/6/index.html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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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五年五百億有獎徵答活動』開跑囉教務處『五年五百億有獎徵答活動』開跑囉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於10月31日舉辦『五年五百億有獎徵答活動』，獎品

內容豐富，歡迎全校同學踴躍參與，詳情請參閱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http://aadm.nctu.edu.tw/ctld/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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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相關事宜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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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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基本資料系統即將上線教師基本資料系統即將上線

教師基本資料系統( Annual Report )預計於11/9建置完成，11/14完成

系統測試之後即可上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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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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二場女性影展全國巡迴新竹站第二場

時間：11月15日(四)，地點於人社二館人文電影館。

影片簡介：

(1)《選票對話錄(14min)》

土耳其藍的他，與亮橘色的她，在這部動畫裡並不是左右對決的角色。他們

同樣歷經法國1968年的震憾教育，他與她卻對政治有不同的詮釋與理解，也出

現了色彩各異的生命軌跡。兩人的訪談交錯比對，記憶不斷解構／組構，在相

遇、對話之後，歧異，會有什麼樣交集的可能嗎？

(2)《幸福的敵人(59min)》

在保守的阿富汗，如果想為女性挺身而出，無異自尋死路。馬萊拉．久雅，

被稱為阿富汗最出名的女性，本片忠實紀錄久雅在2005年，投入阿富汗戰後首

次民主國會大選的參選過程。大選結果即將揭曉，面臨被暗殺的威脅，臨場真實

性比戲劇更緊急刺激，她能夠戰勝「幸福的敵人」嗎？

影片訊息請參閱女性影展網站：http://www.wmw.com.tw/

映後並邀請清華大學周碧娥教授與本校賴雯淑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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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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台高教育部台高(一一)字第字第0960157389號函號函(96.10.15)核定本校核定本校97學年度學年度

招生總量及新增、調整系所相關事宜招生總量及新增、調整系所相關事宜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0960157389號函(96.10.15)核定本校97學年度招生

總量及新增、調整系所，其中增設系所有：

(1)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博士班(同時系所合一)。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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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3)理學院科學學士學位學程、奈米科學及工程學士學位學程。

    

更名：生醫工程研究所碩士班、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財務金融組、客家社會與

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系所合一後名稱調整：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應用數學系數學

建模與科學計算碩士班、應用化學系分子科學碩士班。

【綜合組提供】

↑↑top

 

交大出版社人文智慧叢書均一價交大出版社人文智慧叢書均一價99元起元起

即日起至11月20日，交大出版社舉辦秋季人文書籍特賣活動，凡於活動期

間，於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購買人文智慧叢書，可享全面99元起超低價，並加

贈精美筆記本一本。其中不乏收錄大師智慧的好書，包括紀錄新竹音樂教父蘇森

墉的精采一生的「合唱大師蘇森墉的音樂人生」、華人首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

寧－20世紀偉大的物理學家」，以及藝術大師「楊英風紀念文集」等。有興趣

的朋友，請至交大出版社網站：http://press.nctu.edu.tw選購。

【數位內容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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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填問卷，送大獎」活動正式起跑，填問卷，送大獎」活動正式起跑， iPod等大獎免費送給你等大獎免費送給你

11月10日至11月30日止，e-Campus(e3)舉辦填問卷送大獎活動。凡本

校教師及學生至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填寫線上問卷，即有機會獲得超值大獎哦！獎

品包括iPod、MP3、隨身碟等。

機會難得，千萬不要錯過，快來體驗網路教學的樂趣吧！詳細活動內容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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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製作中心首頁：（http://dcpc.nctu.edu.tw/）

【數位內容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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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期中預警系統已開啟學業期中預警系統已開啟

一、本學期學業期中預警系統已開啟，為使各學系能順利使用本系統以加強

           學生學業輔導機制，相關作業敬依說明配合辦理。

二、學業期中預警之對象為學士班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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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警作業

           需要全校各系所及其他教學相關單位配合。

三、各個課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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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請各糸所及教學單位助理先將課程助教資料

          （當學期課號，教助學號）整理，並上網做設定。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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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各系所教師及課程助教，請預先整理學生之出缺席、繳交作業或報告、

          小考或期中考表現等學習狀況資料，並於預警系統對學習狀況不理想學

          期成績可能會不及格的學生做預警登錄，此預警登錄請於11/23(五)前

          完成。

六、預警系統網址:從選課系統進入。以上事項敬請配合辦理，謝謝。

           http://cos.adm.nctu.edu.tw/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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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rz.tw/4e3hA

預警作業系統操作說明（助理版）：http://0rz.tw/713eW

預警系統簡易說明：http://0rz.tw/b53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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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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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短文朗讀競賽暨詩歌朗誦表演活動報名中華語短文朗讀競賽暨詩歌朗誦表演活動報名中

國立交通大學九十六學年度華語短文朗讀競賽暨詩歌朗誦表演活動報名中，

比賽辦法及報名表請洽華語中心網站http://aadm.nctu.edu.tw/mandarin/

【華語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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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青輔會院青輔會2007年青年旅遊卡發行中，歡迎本國青年及僑外生到華語中心年青年旅遊卡發行中，歡迎本國青年及僑外生到華語中心

辦理辦理

院青輔會2007年青年旅遊卡發行中，歡迎本國青年及僑外生到華語中心辦

理。華語中心辦公室在綜合一館六樓634室，電話分機為31231。

【華語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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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演講訊息學務處演講訊息

各位同學：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aadm.nctu.edu.tw/mandarin/


不論你是大學部、研究所新鮮

人，或是已在交大生活數年的老鳥，

除了專業知能的培養外，社交能力以

及兩性關係的建立，更是許多人心中

的憧憬。

兩性關係就如同其他人際關係一

般，需要學習與用心經營，擁有正確

的觀念與態度，纔能從容駕馭這條感

情的河流；另一方面，兩性關係具有

高度實務性，絕非靠躲在電腦螢幕後

面就能摸索出理路來。換句話說，兩

性關係既非想像，更非衝動，而是紮

紮實實的一門課程（理論加實驗），

有待我們終身去學習。

我們深知交大的先天環境對於兩性關係的經營是個不小的挑戰，但也正因為

如此，我們更要拿出最積極、最陽光的態度面對它，將它視為自我成長的契機；

不論喜怒哀樂，永遠不要失去自信與自我。

這次演講，學聯會與課外活動組特別請到兩性關係專家吳若權先生前來和同

學們分享他的觀念與經驗，算是我們關心交大學生兩性關係發展的一個開始，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未來仍有一系列的其他活動將推出，也請大家拭目以待。我們

期望，藉由學校的重視與同學們的迴響，交大能改頭換面，成為一流的「交朋友

大學」。

                                                                        學務處　敬啟

                                                                           96年10月31日

【學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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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心共舞與心共舞-身心抒壓團體身心抒壓團體

你上次手舞足蹈、享受簡單的跳躍或旋轉是什麼時候?

你是否曾經感受到呼吸的氣息、心跳的速度與不同時刻的身體姿態?

你的身體是否潛藏了某些情緒而不自知?

每個人的身體都有其獨特的運作方式

藉由肢體的舞動與探索中，讓身體回到最本能的模樣，

讓舞動時刻的身體覺知與個人生命經驗連結，

接受它的自在性與傾聽它欲傳遞的種種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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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目標：從身體律動、肢體探索中統整身心。

     進行方式：配合團體成員身心發展與心理需求，設計適合團體的肢體律動活

                  動，在音樂與身體節奏中，增進身體自覺、處理人際關係。

     團體時間：90分鐘，共進行8次，實際時間會調查報名學員共同交集時間

                  而定

     費用：免費，約市價4500元/人（由諮商中心支付講師鐘點費）

     團體地點：活動中心諮商中心二樓團體諮商室

     團體對象：對肢體探索、暸解自己與身體關係有興趣者。

     團體人數：10人

     團體帶領者：羅孟真（台灣舞蹈治療協會資深師資）

                     陳雪均 (交通大學諮商中心專任諮商心理師)

     團體督導者：李宗芹 副教授(輔仁大學心理系副教授、美國舞蹈治療國際組

                     講師督導、台灣舞蹈治療協會理事長)

    報名時間&方式：即日起額滿為止，歡迎想進一步暸解此團體或欲報名─請

                         洽violachen@mail.nctu.edu.tw；03-5712121轉

                         51319 陳雪均老師

【諮商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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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健康月有獎徵答活動得獎名單樂活健康月有獎徵答活動得獎名單

 

領獎期間:即日起至11/9下午5:00截止，請至交大學生活動中心二樓衛生

保健組領獎，超過領獎期間視同放棄，請攜帶可證明身分之相關證件領獎。

淑女車得獎者乙名淑女車得獎者乙名  楊貞妮

登山車得獎者乙名登山車得獎者乙名  施偉杰

樂活樂活T-shirt得獎名單得獎名單  共共120名名

黃建成 蔡志偉 李勇叡 陳嚮陽 洪千茹 劉怡利 陳梅芬 賴念筑

鄧詩螢 楊志鴻 陳怡君 張廖婉玲 蘇志娟 李景康 林宏隆 范佩雯

陳怡蓉 謝瑞桀 涂正中 溫正平 黃琬婷 侯小龍 廖伯維 陳乙慈

王國振 許晉嘉 林育祈 林岳樺 邱奕正 鄭青佩 吳家豪 張顥薰

劉兆涵 羅淑蘭 楊若宜 張經富 賴雲妹 范元碩 劉靜雅 許萬海

曾偉宗 賴韋秀 卓榮宏 葉繕銘 蔡易修 史汝敏 莊雪涵 王志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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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全財 曾縈漳 蔡明村 李佳芳 藍厚餘 江美娟 蔡漢璁 姚翠敏

陳恩翊 王宏益 謝宗展 李宗翰 宋佩珊 李佳蔚 藍倍翔 陳盈蓁

陳孟祈 詹曜陽 李美儒 洪千喬 許詔淵 張澄豪 吳孟淞 楊天元

施琳琪 詹全省 賴映竹 詹雅如 陳平軒 葉妤貞 李姝勇 陳立偉

黃聖慈 胡馨云 張愛堂 謝東佑 張仲翔 謝愛羽 郭雅雯 蔣益彰

郭子綺 余佳欣 黃晉澤 劉怡汎 陸凱暐 黃騰頡 朱群 朱李碧

林敬富 吳採懋 曾月琴 許晉嘉 蔡巧屏 黃玉萍 廖偉傑 何健鵬

韋秀仁 楊佳晏 賴小秋 周敏婷 吳仕淵 沈秉廷 林威至 黃玉瑩

張逸涵 林佳蓉 廖怡翔 陳雅婷 季延陵 詹惠伶 陳瑋揚 黃崑榕

精美便利貼得獎名單精美便利貼得獎名單  共共40名名

陳再友 林俊瑋 張鳳吟 林春馨 陳俊吉 江佳儒 蔡中民 郭訓利

張少源 劉邦政 吳佩瑜 劉駿威 鄒函文 蔡佩娟 曾俊融 陳冠維

林政寬 范振萱 潘權文 張逸涵 洪孟濤 吳曉瑋 鄭奇泯 蔡赫維

朱弘正 黃琳媚 余建螢 劉懿節 林益如 黃彥銘 陳科任 馮忠勇

林慧萍 黃耀陞 陳俊宇 何孟寰 徐仁浩 李遠春 張舜理 梁曉婷

環保餐具得獎名單環保餐具得獎名單  共共50名名

唐紹展 Mirabelle 蔡依蓁 李菘茂 吳俊吉 蔡佩純 林盈潔 常善文

吳曉眉 吳佳慧 吳兆瑋 葉長青 李天羽 王婷慧 鄭有財 曾郁惠

吳得昌 陳以東 吳嘉葳 陳雅倫 周家宏 蔣佳蓉 蕭銘和 呂成永

王家軒 韋慧仁 吳淑華 蕭劉恒 王盛舜 劉勁甫 何依嚀 顏瑞昌

吳惠泉 薛百欣 薛百淇 陳德瑄 林威至 謝姃馨 卜筱嵐 廖國峰

陳恩恩 黃嘉德 郭阜達 張素浚 黃秀蓮 周宛頤 錢盈蓁 高歆喬

林弘揚 傅玲如

【衛保組提供】

↑↑top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獎項申請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獎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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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96年度第2期「傑出人才講座」、「積極爭取

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積極留任國內優秀學者」、「傑出成就獎」之獎助、獎

項之甄選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詳細之申請辦法與申請書，請至下述網址參閱

與下載：http://www.faos.org.tw/Application/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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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

學院推薦，並請於11月16日前，將相關申請資料(書面及電子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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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大專青年性別暨國際事務培訓營甄選第一屆大專青年性別暨國際事務培訓營甄選

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舉辦第一屆大專青年性別暨國際事務培訓

營甄選，每校可推薦2~3名學生參與甄選，申請日期至今年11月16日截止，欲

申請同學請於截止日期前，將申請資料送交國際事務處彙整辦理。詳細資料內容

可參閱婦權基金會網站

http://www.womenweb.org.tw/MainWeb/Dnews_Show.Asp?Dnews

_ID=131

【國際處提供】

↑↑top

 

台德交換獎學金甄試訊息，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台德交換獎學金甄試訊息，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1月月15日止日止

台德交換獎學金甄試作業受理中，此獎學金每年提供40名獎學金名額予本

國學生赴德國大學研習，獲獎學生每名每學期新台幣十萬元，以每學期各提供

20個名額為原則。初次申請為一學期，並得申請延長一學期，最長得申請兩學

期。報名所需之申請表、簽約學校名單及甄試簡章可至國際事務處最新公告處下

載使用。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1月15日止，欲申請同學請於截止日期前，將申

請資料送交國際事務處，由本處統一彙整後寄出。未透過學校統一申請者，主辦

單位將不予受理。

【國際處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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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奧交換獎學金甄試訊息，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台奧交換獎學金甄試訊息，收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1月月20日止日止

台奧交換獎學金甄試作業受理中，此獎學金於2007年下半年提供5名獎學

金名額，由台歐學術交流委員會甄選學生赴奧地利進行一學期以上之藝術領域研

習(音樂領域得優先申請)。獲獎學生每名每學期新台幣十萬元，於2007年下半

年度起試辦。初次申請為一學期，並得申請延長一學期，最長得申請兩學期。報

名所需之申請表及甄試簡章可至國際事務處最新公告處下載使用。收件日期自即

日起至11月20日止，欲申請同學請於截止日期前，將申請資料送交國際事務

處，由本處統一彙整後備函寄出。未透過學校統一申請者，主辦單位將不予受

理。

【國際處提供】

↑↑top

 

 

北京交通大學王稼瓊副校長於北京交通大學王稼瓊副校長於96/10/16拜會本校拜會本校

本校希望藉此次邀訪活動，達到相互觀摩學習，提升專業領域學術發展之目

的。王副校長一行八人10/14-10/17至新竹參訪，於16日拜會本校校長，雙方

針對兩校現況與交流洽談十分熱絡。此行陪同王副校長來訪的有：常務副院長方

躍法、電子信息工程學院院長張宏科、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院長韓臻與經濟管

理學院院長劉延平。

【國際處提供】

↑↑top

 

 

荷蘭荷蘭Eindhoven科技大學校長於科技大學校長於96/10/19來訪來訪

荷蘭Eindhoven科技大學校長Mr. Amandus Lundqvist、國際交流處處

長Dr. Karen Ali等一行四人於10/19至本校拜訪，並且洽談兩校簽訂姊妹校之

可能性。荷蘭Eindhoven科技大學為荷蘭重點研究型大學，在理工領域享有盛

名，電機與資訊領域與本校相當接近，近年來也成立生物科技學院發展生科技

術。

【國際處提供】

↑↑top

 

 

瑞典教育部國際署署長瑞典教育部國際署署長Mr. Ulf Melin於於96/10/30來訪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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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署隸屬教育部，主管各項國際合作事宜，如協助及輔導各級學校、學術

機構及公司行號參與各項國際合作方案（如在職訓練及實習、發展中國家學術獎

助、交換教師及交換學生、成人教育等），同時也配合執行與推廣歐盟各項文教

業務與合作案。

署長對推動國際教育交流十分積極，文化組曾多次拜訪該署並就兩國教育資

訊廣泛交流，Ｍelin署長非常友好並多次給予協助，此次拜訪本校目的為了解我

國教育現況及國際交流情形。10/30上午至本校聽取國際交流成果簡報，與校長

座談並且參觀查爾默科技大學亞洲辦公室。署長對本校與查爾默科技大學長期交

流十分感興趣，雙方交流熱烈。

【國際處提供】

↑↑top

 

本校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本校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UIUC)電機系簽署研究生與敎授交換計電機系簽署研究生與敎授交換計

畫畫

為積極擴展與亞洲學校的交流，96/10/22美國伊利諾大學之電機系系主任

也是交通大學的榮譽教授Prof. Richard Blahut(理查布拉赫 )

親自前來與交通大學簽署研究生與敎授的交換計畫。

本計畫將兩校的合作機制建構在既有的大學部基礎上再往上提高一層至研究

生與教授。合約中簽訂之內容，亦包含二校教授共同發表論文、合提國際計畫，

一同向外爭取國際合作之機會，雙方如有優異的合作成果，將可依合約約定申請

專利。預估此份合作計畫的簽訂將為未來促成兩校雙方更密切的合作機會，為雙

方校際的合作開啟嶄新的一頁。

【國際處提供】

↑↑top

 

 

國際服務中心國際服務中心-11月份月份  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

為提供本校同學認識交大在世界各地的姊妹校並激勵同學申請就讀，國際服

務中心於96年10-11月間續邀6個姐妹校的交換同學介紹其學校。第一場荷蘭

TiasNimbas Business School TiasNimbas商學院的介紹已於10/18 (四)

舉行，演講內容精采，吸引五十餘位師生參與。接續將有下列各校簡介，歡迎全

校師生參加:

時間: 12:30 ~ 13:30；地點:浩然圖書館三樓國際聯誼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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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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國際服務中心於國際服務中心於96年年10月月19日舉行外籍生接待家庭會議日舉行外籍生接待家庭會議

經國際服務中心校內公告徵選，並於10/19中午安排接待師長與同學首次會

晤；該中心對接待家庭計畫、接待者、被接待者、及學校所扮演角色作說明後；

雙方充份暢談個人及家庭環境、學習背景及參與之期望等，活動進行溫馨彼此留

下美好印象，之後將透過教職接待者的熱心協助，提供生活與文化教育諮詢，以

接待家庭協助推展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幫助國際學生儘速適應本地環境並且順利

完成學業。

另外對本活動有興趣者歡迎洽國際服務中心安華正

電子信箱：clean@mail.nctu.edu.tw 或校內分機50655 。

【國際處提供】

↑↑top

 

 

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利率調升公告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利率調升公告

一、依臺灣土地銀行民國96年9月28日總個政房字第0960036474號函辦理。

二、查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員工自行負擔利率調整機制如下：

    (一)93以前各年度：依行政院規定按臺灣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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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75%計算機動調整。

    (二)94年度：依行政院規定按臺灣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

         0.365%計算機動調整。

三、本次臺灣郵政公司自96年9月28日起調升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0.07個百分點

     後為年息2.555%，是以，前述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員工自行負擔利

     率亦分別調升，93以前各年度為年息3.13%，94年度為年息2.92%

四、本案聯絡人：保管組陳玉萍小姐，分機：51906。

【保管組提供】

↑↑top

 

 

「貼心相『貸』「貼心相『貸』~公教員工低利貸款利率」及「『築巢優利貸』公教員工低利貸款利率」及「『築巢優利貸』~全國公全國公

教員工房屋貸款利率」調升公告教員工房屋貸款利率」調升公告

一、依據教育部96年10月15日台總(一)字第0960156571號函辦理。

二、依據公務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96年10月11日住福企字第

     0960306644250303341號函辦理。

三、本會遴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承作之「96－97年度貼心相『貸』~公教員工

     低利貸款」，原貸款年息為2.85％(按臺灣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固定加

     碼0.365%計算)，配合臺灣郵政公司本年9月28日調升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

     為年息2.555％，貸款年息亦隨之調整為2.92％。另前由台灣土地銀行承作

     之95年度本貸款利率，亦因配合本次郵政儲金利率調升，其貸款年息亦由

     2.76％調整為2.83％。

四、至於本會遴選台灣銀行承作之「『築巢優利貸』~2006全國公教員工房屋

     貸款」，貸款年息原為2.75％(按臺灣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固定加碼

     0.265%計算)，亦因配合本次郵政儲金利率調升，貸款年息亦隨之調整為

     2.82％。

五、上述兩項貸款利率在目前市場上仍甚優惠，歡迎有需要之同仁逕洽承辦銀行

     各分行辦理。

六、本案聯絡人：保管組陳小姐，分機：51906。

【保管組提供】

↑↑top

 

總務處馬上辦～給您好生活總務處馬上辦～給您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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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辦記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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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有次從南大門走進學校，發現清潔人員在掃落葉的時候是全部集中往水溝

蓋裡掃，造成南大門進來的三叉路口，附近的水溝蓋好幾個都塞住了，希

望能夠處理。

A1 已請同仁調集圖說瞭解，其實轉彎處幾個水溝蓋是假的，係配合整體的延

續性而設，因該處略有坡度不致堵塞，故無留設真正水溝清潔孔。

Q2 11舍3樓.洗手台從外面數過去,第4個水龍頭一直滴水,鎖不緊!

A2 11舍水龍頭已由學務處住宿組派人修妥，有問題再聯絡。

Q3 D棚的居易打氣站壞了, 可以麻煩你們修一下嗎?我的小車車被他搞到前輪

完全沒氣, 現在還躺在車棚裡休息.

A3 D車棚空壓機已維修完成，可正常使用。

Q4 請問一下管一館目前不是停工嗎??為什麼我總是看到有人在那邊進出?晚

上還有燈火通明?上次颱風過後鐵皮圍牆被吹掉，甚至還看到有車子停在

裡面??到底誰在那邊進出學校到底有沒有留意?這件事我之前已經反應

過，然而學校卻沒有做出正面的回應。

A4 1.管理一館一期工程已於96.6.25完工，目前已進入正式驗收階段。

2.圍籬已於颱風過後立即修復完成。

3.管理一館工區內已無任何施工人員，僅剩一員工地主任及一員助理人

員。上述人員並未夜宿管理一館內。

4.工區有門禁，平日大門上鎖；除非修繕，否則平日管理一館並無任何人

員可進入。

Q5 綜合一館右側馬路邊看板，後面的栓子都不見了。請派人修繕已有兩個倒

下。

A5 綜合一館右側佈告欄已修復完成

Q6 我是住在博愛校區的研究生。長期以來，雖然校方提供了充足的停車位，

但是卻有很多學生偏偏愛把機車停在黃線禁停區，擋住通道，越晚此情形

越嚴重。因此煩請警衛先生們幫幫忙，看看是否有辦法能解決這件事情

呢？

A6 白天上班時間事務組(博愛校區)會協助駐警隊加強巡邏貼違規, 晚上下班

時間已請駐警隊也加強巡邏貼違規單。

Q7 由管二館往土木結構實驗室後面那個停車棚的草坪途中，有二、三棵榕樹

被颱風吹倒了，好像沒有相關單位將它扶正，樹都快死了~~~

A7 事務組組已於10/16/10/18處理完成。

Q8 在計算機中心的一樓, 我發現那裏的男廁所非常的貼心, 在整排的小便斗

上面, 還設置了一個小平台, 讓急忙上廁所的男士可以把手上的東西放在

上面, 專心輕鬆的小便! 因此, 我建議全校的男廁所,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

比照, 讓交大男廁成為男生票選最優質的景點之一

另外, 也建議女生廁所全面加裝反偷拍偵測裝置, 以保障女性。

A8 總務處會議或相關會議，將提出報告讓相關單位評估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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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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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9 1.事務組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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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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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訊息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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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訂於96年11月19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4時30分舉辦「聰明

消費．快樂生活」研習，特邀請前台北市政府消保官黃鈺生先生蒞校就消費者權

益維護進行專題講演。本課程係屬政策性研習，公務人員同仁請務必參加，歡迎

全校教、職員、約用人員及對本項課程有興趣之同仁踴躍報名。本研習地點位

於：計網中心1樓視訊教室。為配合政府環保政策，響應紙杯減量，本次研習請

同仁自備環保杯；另本次課程時數可併圖書館「悅讀365知識護照」活動集點，

請參加人員記得攜帶知識護照與會。

【人事室提供】

↑↑top

 

法令宣導法令宣導

＊教育部96年10月30日台學審字第0960161967號函釋以，該部「專科以

上學校體育類科教師以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試辦作業要點」第5點

第2款所規定「送審前5年內取得，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成就證明

重複」，意即「送審之成就證明應為送審前5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者」。

【人事室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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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賞梨園「趁賞梨園–《陳三五娘》之〈賞花〉〈留傘〉〈審陳三〉」《陳三五娘》之〈賞花〉〈留傘〉〈審陳三〉」– 江之翠劇江之翠劇

場場

時間：2007/11/13（二）

地點：演藝廳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113/20071113.htm

【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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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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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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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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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中心提供】

↑↑top

 

 

劉興欽客情三畫展劉興欽客情三畫展

時間：11/06 ~ 11/22

11/06（二）中午12:00 開幕茶會

下午 1:30– 2:30 藝術家導覽

你知道大嬸婆推出卡通動畫了嗎？兩年前交大曾舉辦過「劉興欽漫畫民俗畫

大展」，展出客家國寶級漫畫大師劉興欽首次曝光的民俗畫新作，獲得相當大的

迴響，今年適逢「阿三哥、大嬸婆」漫畫發行五十週年紀念，本校再度與劉興欽

老師及大嬸婆子弟班合作，展出劉興欽洋溢客家風情與民俗智慧的三種媒材創作

—卡通動畫、民俗畫新作、漫畫與發明手稿。展覽中將定時播放耗資五千萬策劃

三年的【大嬸婆與小聰明】動畫影集，並帶您走過動畫產業的幕後之旅，享受大

嬸婆家族文化創意產業的豐碩成果，除了欣賞客家歌謠演出，並有藝術家導賞、

動畫師經驗分享等精彩有趣的活動，歡迎大小朋友闔家蒞臨，一起和大嬸婆人偶

雕塑合影！

【藝文中心提供】

↑↑top

 

 

漫畫家漫畫家  劉興欽劉興欽  -「千斤力不如妙點子」「千斤力不如妙點子」

 

時間：11/07（三）下午1:30–3:2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講題：「千斤力不如妙點子」

講師：劉興欽（大嬸婆漫畫家、發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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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內容講題內容

我們在碰到什麼困難時，會怎麼反應？讀

萬卷書非常好，但千萬記住：腦袋可別因此僵

化了！

 

舉個小故事來說：有一位小一女生，有一天在學校廁所遇到一個大色狼，大

色狼想對她毛手毛腳，但這位小女生並沒有慌慌張張、大哭大鬧。她平靜地對大

色狼說：「我的年紀這麼小，你一定不會滿足的！我可以幫你，找一個高年級的

女生喔！我去把她帶過來好不好？可是你要留在這裡等我，要守信用喔！」那位

大色狼高興地答應了，他就躲在廁所等小女生回來。等到小女生走回教室之後，

就趕緊向老師報告，最後，大色狼就在廁所裡被逮到了。

講者劉興欽將以最擅長的故事與實例講述，來告訴你如何變身成「馬蓋

先」，對環境來個臨機應變？！

講師簡介講師簡介  

劉興欽，一個台灣家喻戶曉的名字，他是客籍國寶級漫畫大師，也是擁有138項

專利的發明大王！他發明了自來免削鉛筆、丁字型冷熱水龍頭、便器坐蓋衛生紙

等教學與生活用品，被喻為「臺灣的馬蓋先」，也因此獲得4位總統接見肯定！

劉興欽先生以「大嬸婆」、「阿三哥」、「機器人」等漫畫成名，在台灣四、五

十年代漫畫管制的戒嚴時代，一反當時風氣，從教育角度銓釋漫畫，賦予漫畫新

意，成功地創造出一個鮮明活潑、十足本土化的漫畫世界，為當時孩童帶來了莫

大歡樂。他出版的68部漫畫書，在戒嚴時代成為極少數的暢銷書，至今歷久不

衰，並於民國91年榮獲「第一屆漫畫金像獎」終身成就獎的肯定。

【藝文中心提供】

↑↑top

 

 

音樂時代的音樂總監與創辦人楊忠衡音樂時代的音樂總監與創辦人楊忠衡  -「樂夢時代」台灣音樂劇的回顧與「樂夢時代」台灣音樂劇的回顧與

前瞻前瞻

 

時間：11/14（三）下午1:30–3:2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

主題：「樂夢時代」台灣音樂劇的回顧與前瞻

講師：楊忠衡（音樂時代雜誌創辦人兼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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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內容講題內容

風行於歐美的「音樂劇」（Musical）曾經是可望不可及的夢幻表演，曾幾

何時，已經成為台灣表演市場的顯學。舶來品、本土原創的音樂劇，輪番轟炸、

分庭抗禮。

究竟「音樂劇」的概念是什麼？它在現代社會具有何種功能？它的魅力何

在？台灣音樂劇的發展歷程如何？前景又將如何？這是所有藝文愛好者所共同關

切的問題。

本講座將闡述「音樂劇」幾點重要觀念，分門別類介紹台灣音樂劇二十年成

長軌跡，說明音樂劇如何啟動沈寂已久的台灣創作力。楊忠衡將以樂評人、音樂

劇製作者的身份，與喜愛音樂劇、乃至有心投入音樂劇的朋友，分享心得與親身

體驗，帶領您一窺音樂劇製作的美妙與艱辛。

講師簡介講師簡介

楊忠衡，曾任《音響論壇》副總編輯、中國時報記者、《音樂時代》雜誌創

辦人兼總編輯、「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執行長，現任「音樂時代」文化事業總

編輯。曾獲第十屆金曲獎最佳製作人獎，現從事音樂劇製作，作品有《梁祝》、

《世紀回眸宋美齡》、《四月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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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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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格飛‧藍茨的德語課齊格飛‧藍茨的德語課

時間：2007/11/21（三） 15：40～17：30

地點：浩然圖書館B1浩然國際會議廳

講題：齊格飛‧藍茨的德語課

主講人：蔡英俊 先生

【通識教育委員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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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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