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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年Walking在交大在交大Biking在竹科，健走在竹科，健走+騎自行車騎自行車10/27新竹新竹動未條動未條

Nobody Can Top Us，無人能及的「蕉」大人，無人能及的「蕉」大人

10/27日親子裝首度現身，特價優惠日親子裝首度現身，特價優惠

國際學術交流國際學術交流    交通大學再創新史交通大學再創新史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首度與海外大學交換研究生與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首度與海外大學交換研究生與教授

生駒俊名博士獲頒交通大學榮譽教授生駒俊名博士獲頒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關照之眼」創作展，展現時尚文化新潮流「關照之眼」創作展，展現時尚文化新潮流

青山不老仙交大展書畫青山不老仙交大展書畫--姜一涵教授書畫展暨講座姜一涵教授書畫展暨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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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期超薄型月刊出刊囉第六期超薄型月刊出刊囉

系所評鑑相關消息系所評鑑相關消息

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授予作業規章修訂公告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授予作業規章修訂公告

「旋坤轉系輔導計劃」意見調查「旋坤轉系輔導計劃」意見調查

96學年第一學期註冊人數學年第一學期註冊人數

編排編排96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

 

學 務 處 訊學 務 處 訊

近日校園詐騙事件頻傳，相關案例詳見內文，請各位同學提高警覺近日校園詐騙事件頻傳，相關案例詳見內文，請各位同學提高警覺

最新校安通報內容最新校安通報內容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新生盃梅竹田徑賽成績一覽表學年度新生盃梅竹田徑賽成績一覽表

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新生盃游泳錦標賽學年度新生盃游泳錦標賽

研 發 處 訊研 發 處 訊

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2008/2009台俄台俄(NSC-RFBR)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

會會

97年度「環保署年度「環保署/國科會空污防制科研合作計畫」徵求計畫構想國科會空污防制科研合作計畫」徵求計畫構想

教育部函轉內政部修正「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作業要點」教育部函轉內政部修正「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作業要點」

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 編輯‧第編輯‧第  012期期  96/09/20‧‧→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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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處 訊國 際 處 訊

日本日本JST研究開發戰略中心之中心長生駒俊明研究開發戰略中心之中心長生駒俊明96年年10 月月17日來訪日來訪

「大學部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與「大學部優秀學生出國進修一「大學部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與「大學部優秀學生出國進修一

年」獎學金即將截止申請，申請期限為年」獎學金即將截止申請，申請期限為10月月31日日

國際服務中心徵求校園教職員參與外籍生接待家庭計畫國際服務中心徵求校園教職員參與外籍生接待家庭計畫

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活動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活動

15-30歲之國際青年可至華語中心辦理青年旅遊卡歲之國際青年可至華語中心辦理青年旅遊卡

 

總 務 處 訊總 務 處 訊

即日起出納組服務全校師生大潤發以及遠百即日起出納組服務全校師生大潤發以及遠百/SOGO/愛買禮券愛買禮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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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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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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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活動系列活動-浩然音樂浩然音樂Bar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Science Classic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W ILEY Current Protocols Online之實驗室操作程序之實驗室操作程序

工具書工具書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  -智慧藏學習科技各知識庫智慧藏學習科技各知識庫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  - PsycINFO & PsycARTICLES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  - 萬方數據資料庫萬方數據資料庫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  -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 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 9種種EBSCO資料庫資料庫

Web of Science十週年慶祝活動，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參與十週年慶祝活動，歡迎有興趣的讀者參與

新增新增  MOD 影片影片: 曾華璧老師推薦曾華璧老師推薦  歡迎師生多加利用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姜一涵教授書畫講座－書畫妙道姜一涵教授書畫講座－書畫妙道  唯觀神采唯觀神采

風中奇緣風中奇緣~交大校園楊英風雕塑攝影比賽交大校園楊英風雕塑攝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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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文 中 心 訊藝 文 中 心 訊

「北國」雙簧管與絃樂四重奏「北國」雙簧管與絃樂四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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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之翠劇場江之翠劇場

科 法 所 訊科 法 所 訊

2007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十週年慶暨企業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十週年慶暨企業/徵才展覽會徵才展覽會

 

外 文 系 訊外 文 系 訊

2007亞洲電影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電影國際學術研討會──現代性與文化交流現代性與文化交流

 

通 識 中 心 訊通 識 中 心 訊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課程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課程--雨果之悲慘世界雨果之悲慘世界

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課程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課程--奇中奇：從「約拿書」到木偶奇遇記奇中奇：從「約拿書」到木偶奇遇記

 

員 生 社員 生 社 i c o o p

阿原肥皂阿原肥皂─台灣第一塊新鮮活皂台灣第一塊新鮮活皂  ，滿，滿500元送元送EGF面膜面膜

中正堂推廣日預告：陳家麵店、玉華有機中正堂推廣日預告：陳家麵店、玉華有機  ，詳情請見，詳情請見 icoop行事曆行事曆

本週本週10/17中正堂推廣日：欣品蒟蒻、梨山蜜梨中正堂推廣日：欣品蒟蒻、梨山蜜梨  

員生社即日起停辦票券業務員生社即日起停辦票券業務

員生社因公務暫停服務時間：員生社因公務暫停服務時間：10/18~10/19兩天兩天

來自梨山的蜜梨嘗鮮優惠團購來自梨山的蜜梨嘗鮮優惠團購

有機芽菜預購至有機芽菜預購至10/31 ，，11/2到貨到貨

巧克力有機雞蛋巧克力有機雞蛋10/22到貨到貨  ，限量，限量20組組

陳家麵條陳家麵條/麵醬募集中麵醬募集中

新增「拍賣交易區」試賣新增「拍賣交易區」試賣

本草甘露有機早餐本草甘露有機早餐10月份行事曆月份行事曆

本草甘露有機早餐價格調整本草甘露有機早餐價格調整

胜肽全罩式緊緻眼膜胜肽全罩式緊緻眼膜100片只要片只要1080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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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進口有機花果茶德國進口有機花果茶  ，健康價，健康價350元元

隱形眼鏡清洗機豪華型團購價隱形眼鏡清洗機豪華型團購價690元元  ，最後，最後2組組

勳風養生不銹鋼電鍋團購超值優惠勳風養生不銹鋼電鍋團購超值優惠1180元元

紐西蘭藍莓汁開始預購紐西蘭藍莓汁開始預購

更多消息更多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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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學健走路線旁的美景-竹湖

   照片提供：朱若慈

 

 

 

2007年年Walking在交大在交大Biking在竹科，健走在竹科，健走+騎自行車騎自行車   10/27新竹新竹動未動未

條條

樂活風潮強勁吹拂！然而，你還是被工作、課業壓力綑綁，對於徹底實踐樂

活生活，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事實上，只要願意將生活形態稍做改變，就可以

做個健康快樂的樂活一族。

7年前，《康健雜誌》率先報導全球健走

風，引爆國內第一波健走風潮，吸引數以萬

計的民眾一同響應，在交大、政大、成大、

東海等全省各地舉辦大型健走活動。今年

《康健雜誌》再度與交大合作，共同舉辦

「愛地球，健康走一走」活動，想要再次感

受交大全校師生們的熱情，也引領大家體會

樂活生活。

10月27日(星期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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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由選擇健走或騎乘腳踏車，健走活動繞行交大光復校區環校道路，過程

中還可欣賞到交大管弦樂社悠揚的樂聲；而前不久剛騎乘腳踏車完成環島一圈的

捷安特公司董事長劉金標也親自前來參與盛會，帶領所有腳踏車騎乘隊伍一起從

交大出發環繞科學園區一周。

在浩然圖書館前，特別規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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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ibleLo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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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會後還可以欣賞金曲獎得主「野火樂

集」的精彩演出，分享屬於原住民的音樂詠嘆。

另外全程參的民眾即可獲得《康健雜誌》、「319鄉鎮護照」、「319微笑

手環」各乙份，並可參加好禮大抽獎。交通大學歡迎各位呼朋引伴，迎向新竹的

朝陽和微風，大家一起來WALKING！

報名請至活動網站：

http://www.commonhealth.com.tw/event/2007walking/

如欲知活動訊息也可至

http://www.pac.nctu.edu.tw/Event/?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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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交大人精神的香蕉人T恤

活動時間：2007年10月27日 (六) 上午 9:00 集合 

活動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 浩然圖書館前集合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蒞臨貴賓：新竹市市長林政則、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局長黃得瑞、捷安特公    

              司董事長劉金標

演出嘉賓：台灣原住民最富饒的聲音─「野火樂集」     

【2007-10-22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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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body Can Top Us，無人能及的「蕉」大人，無人能及的「蕉」大人

10/27日親子裝首度現身，特價優惠日親子裝首度現身，特價優惠

大家還記得兩年前已酉梅竹所推出的香蕉造型的抱枕嗎？已酉年學聯會因應

梅竹賽所設計的香蕉抱枕一推出後造成轟動，形成交大人一股炫（旋）風式的搶

購熱潮，並得到廣大的迴響及好評。今年，交通大學再次以香蕉的造型，以交通

大學交大人的「交」為諧音，首次推出以香蕉人為造型的紀念T恤。

T恤上的香蕉人，頭戴皇冠以雄赳赳氣昂

昂、抬頭挺胸的姿態現身，除了散發出一種

屬於交大人的自信，更代表著身為交大人的

榮耀；香蕉人背後的「Nobody Can Top

Us」字樣，取自於交通大學的英文縮寫

NCTU，代表著交大人堅定而有自信的精神，

象徵著交大人無論面對何種艱鉅的困難與挑

戰，都能迎刃而解成為佼佼者。

香蕉人造型T恤，有著專屬於交大人的精神與特質，是國內大學首度生產個

性化創意紀念品。香蕉人T恤將於本月27日於交通大學光復校區舉辦的「愛地

球，健康走一走」活動現場(浩然圖書館前廣場)，首次登場與大家見面，身為交

大人的您絕對不能錯過，更特別的是這件可愛的香蕉人T恤，也將首度推出親子

裝，也有小朋友的尺寸，讓您全家大小更能凝聚交大人的光榮與喜悅。該T恤原

價299，活動當天特價250，歡迎當天所有的交大人闔府光臨，一起健走或騎乘

腳踏車。

未來交通大學將推出多樣化專屬於交大人的香蕉造型系列創意紀念品，並於

網路、校內書店各通路販售，相信造型可愛生動的紀念品，將會引爆另一波搶購

熱潮，請大家拭目以待！

香蕉人短袖T恤尺寸對照表

SIZE S M L XL 2L

肩寬 43.2cm 45.7cm 48.3cm 53.3cm 63.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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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重雨校長與UIUC電機系系主任

Prof. Richard Blahut簽訂交換計畫合約

身長 63.5cm 68.6cm 71.1cm 76.2cm 78.7cm

 

【2007-10-22 公共事務委員會 校友聯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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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國際學術交流    交通大學再創新史交通大學再創新史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首度與海外大學交換研究生與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首度與海外大學交換研究生與教授

繼擴大規模交換學生赴美研習後，交通大學10月22日下午二時再度與美國

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University of I 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簽訂研

究所學生與教授的交換計畫，這也是伊利諾大學首度開放研究生與教授至海外頂

尖大學進行交換研究。

自2005年交通大學與美國伊利諾大學香

檳校區(UIUC)進行密集的大學部交換學生計

畫後，學術交流績效顯著，每年都吸引優秀

的學生踴躍提出申請，目前有15位電機資訊

學院的同學正在UIUC就讀秋季班，明年1月

預計還有14位同學將前往就讀春季班。為了

將兩校合作機制再往上提高層級，本次簽署

的交換計畫更拓展至研究生及教授

(Agreement for a Visiting Research

Scholar and Faculty Exchange

Program)，鼓勵已修完學分或進行論文階段的碩博士生提出申請，藉此拓展國

際視野，研究生交流的研究經費除了可申請國科會的千里馬計畫之外，也可由頂

尖大學計畫經費支助。交通大學更鼓勵年輕教授也可藉此機會至伊利諾大學進行

短期研究，增進彼此學術研究的能量。

本次簽署的合作計畫包含，雙方應為對方學校的交換研究生及教授提供應有

的空間及設備等研究資源，使其享有與當地研究生或教授同等級的禮遇。合約中

簽訂的交換期間可長達一年，若有意再延續交換時間，可再提出申請。此外，合

約中簽訂之內容也含括兩校教授可共同發表論文、共同提出國際研究計畫，一同

向外爭取國際合作之機會，雙方如有優異的合作成果，可經雙方同意後申請專

利。本次交換合作計畫的簽訂，促成兩校更密切的合作機會，為雙方校際合作邁

向新的里程碑。

【2007-10-22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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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重雨校長頒贈證書予生駒俊明教授

   圖片提供：國際事務處

 

生駒俊名博士獲頒交通大學榮譽教授生駒俊名博士獲頒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交通大學於10月17日下午二時於綜合一館舉行榮譽教授頒授典禮，由吳重

雨校長授予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生駒俊明博士(Dr. Ikoma Toshiaki)榮譽

教授證書，再度為中日學術合作奠基。

生駒俊明博士過去任職於東京大學期

間，秉持著對學術的熱情，致力於半導體電

子學的研究，發表論文超過170篇，並於

1968年獲得電子通信學會論文獎、1974年

獲得科學技術廳矚目發明獎及1986年電子通

信學會著述獎，研發表現備受日本學術圈的

肯定。1988年榮獲美國電氣電子學會

（IEEE）會員之殊榮，現任職於日本「JST

研究開發戰略中心」，擔任中心長一職，並

為日本應用物理學會委員、日本學術會議會

員、電子資訊通信學會會員。生駒俊明博士現今從事多方與企業經營、MOT、

創新、產學合作的論文指導、講演及授課等活動，致力於推動技術創新與產學合

作，對於日本學術界與產業界之發展，功不可沒。

生駒俊明博士當日在授獎典禮發表演說前，提起20年前就有造訪交大的經

驗，20年後再度以受贈榮譽教授的身份回到交通大學，感到非常榮幸，未來對

交大也會多一份責任與使命感。隨後發表講題為「Global Innovation Eco-

system」的演說，討論全球性的創新議題，期許未來可以建立一個永續性的全

球社會。   

【2007-10-22 公共事務委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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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照之眼」創作展「關照之眼」創作展  展現時尚文化新潮流展現時尚文化新潮流

交通大學藝文中心於10/9~10/28展出為期19天的「關照之眼」--袁金塔

創作展。袁金塔是台灣師大美術研究所教授，也是萬能科技大學創意藝術中心主

任，屢獲國內外大展，並曾舉辦多次個展與聯展。作品遍歷台灣、大陸、日韓、

美加、法國、比利時、德國等地，並於蘇富比、佳士得等拍賣場展出。著有「中

西繪畫構圖的比較研究」等書，並出版畫冊十餘本。

袁金塔教授於展出第一天親臨會場與學生舉辦一場創意服裝秀，由台北科技

大學6名學生穿著印有袁金塔現代水墨的服飾現場走秀，東方水墨所繪出的甲

蟲、花朵、美臀等圖案，搭配西方的絲緞及羊毛材質，展現出協調的東西方時尚

品味，創意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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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科技大學學生穿著印有袁金塔現代

  水墨服飾現場走秀。圖片：藝文中心

◆姜一涵教授於交大展出馬致遠的天淨沙

袁金塔教授早期對於鄉土寫實與環境變

遷的相當關注，到近年以情色、政治、人

文、時尚等廣泛面向的關照，以「生活的關

照」作為創作主軸。本次藝文中心展出數件

袁金塔教授珍藏多年從未發表過的鄉土寫實

作品，許多政治人物及生活元素，都變成其

創作的題材，從水墨、陶瓷創作到聲音影像

的跨領域結合，打破創作媒材的範疇限制，

展現個人風格。

袁金塔說「我的理念是做別人不敢做的，挑戰別人沒有的，」近年來作品投

入文化創意產業的行列，發揮無限想像的空間，讓時尚與文化相互結合。

【2007-10-22 藝文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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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不老仙交大展書畫青山不老仙交大展書畫--姜一涵教授書畫展暨講座姜一涵教授書畫展暨講座

交通大學於10/16~10/30假浩然圖書館大廳舉辦「書畫妙道，唯觀神

采」--姜一涵教授書畫展及講座，陳列作品包含兩組深具原創精神的書法：蘇東

坡《定風波》與馬致遠《天淨沙》，還有山水、花卉等畫作，充分傳達自然與自

我融合無礙的境界，深具原創精神。

姜一涵教授，號青山，1926年生，年輕

時有志於文學、哲學，早年拜師黃君璧大師

學畫，並對中國繪畫有深入研究，其中以石

濤、八大山人、齊白石、黃賓虹等大家為

最；之後至美國深造10年，長期研究東西方

藝術理論，他運用西方繪畫理論與技巧，巧

妙地將西方繪畫結構色彩和中國的文人畫意

境相結合，渾然成體，自具特色。

1997年開始，以70歲高齡開始練習書法，以隸書為基礎，研究于右任、齊

白石、鄧石如等大家為其開端，直至2004年（78歲），孕育多年的藝術生命

力，不因年歲增長而有所窒礙，反而創作出自成一格、獨具大家之書法作品，本

次特別於交通大學展出蘇東坡《定風波》與馬致遠《天淨沙》兩組，利用方筆渾

厚、雄強之特性，書寫意境深長，充分傳達自然與自我融合無礙的境界，深具原

創精神。

18日中午於交大圖書館B1藝文空間舉行的講座，放映姜教授過去的藝術成

果，並邀請到姜教授親臨現場，解說作品的概念與民眾共同討論。姜教授在座談

中提及一般民眾在欣賞藝術作品的時候，欣賞的角度多在作者的筆墨處，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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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興欽老師作品大嬸婆與小聰明

作者的留白處、結構及對襯，才能換個角度、用不同的眼光欣賞藝術作品。

【2007-10-22 浩然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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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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劉興欽客情三畫展～大嬸婆50週年文創嘉年華」將於96.11.06~

11.22於交通大學圖書館B1藝文空間、圖書館大廳隆重登場，為交通大學藝文

活動之年度盛事。本活動由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專案補助，展現台灣本土藝術與企

業合作的最佳典範，與大嬸婆家族文化創意產業的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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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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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育角度詮釋漫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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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興欽近年來致力於台灣民俗畫的

創作，將古早鄉土人情以彩墨圖繪生動呈現，本次展覽也將陳列近三年來百幅民

俗畫作，讓民眾可喚起舊時美好記憶、細細品味。

今年適逢阿三哥、大嬸婆漫畫發行五十週年紀念，交通大學藝文中心特別請

圖書館提供手稿典藏與寄存畫作，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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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劉興欽洋溢鄉村風土人情與常民智慧的三

「畫」創作成就—卡通動「畫」、民俗「畫」新作、漫「畫」手稿。

展覽中定時播放耗資五千萬、策劃三年的卡通「動畫」影集【大嬸婆與小聰

明】—台灣山林有個「快樂村」，大嬸婆、小聰明、阿三哥等主角編織出一篇篇

關於勇氣、誠實、創意、發明的有趣故事，激發動腦創意的潛能；近百幅的「民

俗畫」創作，主題涵蓋了鄉土情懷、廟會采風、消失行業、城市意象等系列；

「漫畫」手稿的展示，將使您回味無窮。歡迎前來享受大嬸婆家族文化創意產業

的豐碩成果，除了有機會體驗品嚐大嬸婆美食文化、欣賞客家歌舞表演。此

外，11月6日（週二）劉興欽老師本人也會蒞臨活動現場導覽解說，並於會後由

和利得多媒體公司舉辦卡通動畫幕後座談會，和參與的民眾討論動畫製作過

程，11月7日與11月10日劉興欽老師也會於交大舉行專題演講。

【2007-10-22 藝文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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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日本JST研究開發戰略中心之中心長生駒俊明研究開發戰略中心之中心長生駒俊明96年年10 月月17日來訪日來訪

此次該中心生駒俊明中心長來訪並受贈本校榮譽教授，典禮將於 10/17日

下午兩點於綜合一館701教室舉行，中心長也受邀發表演說，演說題目為

「Global Innovation Eco-system」。日本 JST 研究開發戰略中心為一日本

獨立行政法人組織，其社會地位相當於台灣之國科會與國研院之化身，為政府科

技政策的執行者，肩負產學合作之重責大任。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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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與「大學部優秀學生出國進修一「大學部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與「大學部優秀學生出國進修一

年」獎學金即將截止申請，申請期限為年」獎學金即將截止申請，申請期限為10月月31日日

大學部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獎學金暨大學部優秀學生出國進修一年獎

學金申請辦法等資訊，詳細內容請見國際事務處網

頁：http://www.ia.nctu.edu.tw/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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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服務中心徵求校園教職員參與外籍生接待家庭計畫國際服務中心徵求校園教職員參與外籍生接待家庭計畫

本校近年極力推展國際化及英語教學，已促使來校國際學生及外籍學者逐年

遞增，為因應此趨勢，本校於本(96)學年度第1學期經行政會議通過旨揭，接待

家庭計畫，期透過本校教職員的熱心協助，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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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國際學生及外籍學者儘速適應本地環境並

且順利完成學業或研究工作。

歡迎本校教職員踴躍支持參與本計畫或提出意見，詳細辦法請參見電子公文

系統公告，或洽國際服務中心安華正，電子信箱：clean@mail.nctu.edu.tw

校內分機50655。

【國際處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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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活動交大姐妹校系列簡介活動

為了讓交大師生有機會認識交大在世界各地的姊妹校，國際服務中心本學期

邀請到以下六所姐妹校的同學來為大家介紹他們的學校。內容精采，千萬不要錯

過。

時間: 12:00 ~ 13:30

地點: 浩然圖書館三樓國際聯誼廳

日期如下: 

10/18 (四) 荷蘭 TiasNimbas Business School TiasNimbas商學院

11/15 (四) 大陸 西安交大

11/16 (五) 大陸 上海交大

11/19 (一) 法國 ISTASE 珍默內大學 高等技術學院

11/23 (五) 芬蘭 University Jyvaskyla 育華夫斯基拉大學

11/26 (一) 法國 ISEP 巴黎高等電子學院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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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歲之國際青年可至華語中心辦理青年旅遊卡歲之國際青年可至華語中心辦理青年旅遊卡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發行2007青年旅遊卡，華語中心協助青年旅遊卡發

卡，並加入青年旅遊卡發卡點，15-30歲之國際青年可至華語中心辦理青年旅遊

卡。目前更積極申請成為國內青年旅遊卡之發卡點，以期服務交大國內外學生。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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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期超薄型月刊出刊囉第六期超薄型月刊出刊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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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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評鑑相關消息系所評鑑相關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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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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授予作業規章修訂公告碩士學位與博士學位授予作業規章修訂公告

一、經96、9、26教務會議修訂通過，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明訂學位考試包含論文考試及學位考試委員之論文審查。

（二）本校碩士生若當學期結束才可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及應修學分數者而提

        早舉行碩士學位考試者，若未能於於該學期完成應修課程，則學位考試成

        績不予採認。

（三）明訂通過論文考試，未能於次學期二週內完成論文審查繳交「論文口試委

        員會審定書」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已完成論文考試成績及「論文口試

        委員會審定書」繳交，跨越新學期仍未辦理離校程序者，其學籍依已畢業

        處理。

（四）通過論文考試及完成論文審查者，除修讀教育學程學生經師資培育中心證

        明需繼續在學修讀教育學程外，各系(所、專班、學程)應於一週內，將論

        文考試成績及「論文口試委員會審定書」影本一併送交註冊組登錄。

二、本學期8月1日以後通過論文考試，未辦理離校者，適用本次修訂規定。

三、各系(所、專班、學程)於論文審查通過後才將論文考試成績及「論文口試委

     員會審定書」影本（加蓋系所、專班、學程章戳）一起送交註冊組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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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訂重點條文前後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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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6&id=20530f41-6856-43de-91a6-4b9ab04f767e

修訂後之規章：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getFil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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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修讀教育學程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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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6&id=b894fe44-3480-43a6-95b7-47f4bded9bd4

【註冊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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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坤轉系輔導計劃」意見調查「旋坤轉系輔導計劃」意見調查

一、為瞭解各學系對旋坤計劃轉系輔導辦法的看法與建議，以及對招收轉系

           輔導生的意願，擬請各系填寫調查表，以表達單位意見。

二、本校現有的轉系申請，為各學系對於轉系申請資格訂有基本門檻(轉系

           學生審查要點)，對於志趣改變但學業成績達不到此門檻的學生，未及

           輔導轉系，難免學業中斷，十分可惜。

三、為能協助志趣改變或有學習障礙之學士班學生轉系以順利完成學業，故

           擬研議旋坤計劃轉系輔導辦法，草案如附。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getFile.aspx?type=6&id=

         d9b1bca5-a73d-4068-ad89-6d82b0fb7a51）

四、為瞭解各學系對旋坤計劃轉系輔導辦法的看法與建議，對招收轉系輔導

           生的意願，擬建請各學系於系上充分討論後，填寫調查表。本調查表

           請於10月底前送交註冊組。

      調查表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getFile.aspx?type=6&id=

         2cadee48-2372-47ce-ba5a-e5b733c60e73

                                                                     【註冊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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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學年第一學期註冊人數學年第一學期註冊人數

本學期註冊學生人數已統計完畢，各學院人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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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

學院
博士生 碩士生 學士生 小計

小計

不含專班
碩士專班

人社學院 62 466 209 737 737  

生科學院 121 121 146 388 388  

資訊學院 304 785 788 1877 1677 200

電機學院 722 1638 1318 3678 3457 221

工學院 528 1234 879 2641 2144 497

客家學院 0 51 201 252 201 51

管理學院 404 1595 757 2756 1947 809

理學院 273 599 726 1598 1454 144

電資學院 0 0 121 121 121 0

合計 2414 6489 5145 14048 12126 1922

男 2035 4804 3737 10576 9107 1469

女 379 1685 1408 3472 3019 453

欲查各級人數請逕上註冊組網頁下載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index.aspx

     註冊組網頁→『統計資料』→『註冊學生人數』→『96學年度上學期』

                                                                     【註冊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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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排編排96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

本組為編排96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時間表，已於日前發通知各開課單位，

請各開課單位於10月26日前送各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院級課程委員會請於11月

9日前送課務組作業，以利校級課程委員會之審查。編排課程時，請注意1.大學

部必修課程自96學年度第2學期起限安排在白天時段上課，並請各單位排課時儘

量試行於早上第一、二節排課，提高8:00-9:00授課率，或許對學生沉溺午夜

上網的問題有所幫助，以期引導學生正常作息。2.專任教師於專班開設之一般課

程授課鐘點數須低於系所之授課鐘點數。

【課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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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校園詐騙事件頻傳，相關案例詳見內文，請各位同學提高警覺近日校園詐騙事件頻傳，相關案例詳見內文，請各位同學提高警覺

近日校園詐騙事件頻傳，經查校安通報案例，計有「學生網路購物遭詐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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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學生收到偽造公文要求電匯繳款事件」、「圓夢助學網遭利用詐騙事

件」、「學生家長遭詐騙集團以學生遭綁架、發生車禍糾紛等為由要求電匯贖款

事件」等，請各位同學提高警覺！

「反詐騙諮詢專線165」教育部宣導資料

1.警政署為加強預防詐欺犯罪，於93年4月26日設立「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電話 ，提供民眾諮詢。

2.凡遇不明可疑電話，不論手機或市話，只要撥打「165」即可由專人為您

        說明並研判是否為詐騙事件。

3.預防詐騙相關網址：

   a.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http://www.tcpd.gov.tw/alltcpd.php?topage=1&id=60&t_type=

      s&title=防制詐騙專區

    b.內政部警政署

http://www.cib.gov.tw/crime/Crime_Book_Content.aspx?

     chapter_id =0000006&rule_id=0000002

4.請大家告訴大家，共同打擊犯罪，預防詐騙。

【學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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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校安通報內容最新校安通報內容

為因應校園流行性角結膜炎（紅眼症）群聚事件，請各校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流行性角結膜炎係以接觸傳染為傳染途徑，故請加強宣導手部衛生之重要

     性：

(一)注意雙手清潔，常用肥皂洗手，確實按照「濕搓沖捧擦」洗手。

(二)不要用手去揉眼睛，必要時用乾淨毛巾、小棉棒或衛生紙擦拭。

(三)不要共用毛巾。

二、結膜炎症狀影響學習效果，同時為降低傳染給他人的機會，建議患者儘速就

     醫，並建議考量儘量在家休息。請假時間長短，可以徵詢醫師意見。

三、下課與團體活動時間應做好衛生管理，阻絕傳染途徑。

四、學校游泳課程可免暫停，但患者不應下水，並應請加強檢測餘氯。

五、若校園發生角結膜炎群聚事件，請向衛生機關通報；疾病管制局亦將進行相

     關調查，屆時請各校配合。

六、傳染病相關問題，請撥打1922傳染病諮詢專線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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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新生盃梅竹田徑賽成績一覽表學年度新生盃梅竹田徑賽成績一覽表

男子鉛球

1 2 3 4 5 6

交大電信A

陳宣祐

交大資工A

翁嘉鴻

交大工工

陳慶鴻

交大土木A

蘇健群

交大土木A

林柏諭

清大工科

洪國欽

11m 41 11m 32 11m 17 10m 92 10m 75 10m 28

男子跳高

1 2 3 4 5 6

清大人社

謝育庭

交大財金所

廖經銓

交大土木A

林奕吾

交大資工D

何桓毅

清大電機

郭耀仁

交大應數

李元鼎

185cm 175cm 160cm 155cm 150cm 150cm

男子跳遠

1 2 3 4 5 6

交大電工B

邱士恆

交大財金所

廖經銓

清大人社

謝育庭

交大電物

徐維澤

交大資財

林蜀清

交大工工

吳太淵

5m 54 5m 47 5m 41 5m 02 4m 94 4m 79

女子鉛球

1 2 3 4 5 6

交大機械B

陳雅鈴

交大資工B

黃惠美

交大資工C

趙柏雅

交大機械B

蔡珺竹

交大土木B

吳珮蓁

交大土木A

林玟辛

7m 08 6m 66 6m 06 5m 92 5m 83 5m 61

女子跳遠

1 2 3 4 5 6

交大電控A

張儀涵

清大材料

李承恩

交大工工

曾詩涵

交大傳科

徐鈺婷

交大人社

梁瑟晏

從缺

3m 78 3m 46 3m 31 3m 19 3m 00

男子一百公尺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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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電信所

黃玠瑝

交大電工B

邱士恆

交大資工B

許耀仁

交大電工

林執中

交大電工B

葉生元

清大電機

黃冠勳

11”50 12”56 12”77 12”94 12”95 13”09

女子一百公尺

1 2 3 4 5 6

清大化工所

周沛瑜

交大管科

馬瑞雲

交大機械B

王婕安

交大生科

陳奕汝

交大土木A

賽卡林

清大材料

王詩晴

13”50 14”45 14”62 15”01 15”06 15”34

男子四百公尺

1 2 3 4 5 6

交大資工所

張哲賓

交大電信所

黃玠瑝

交大電物

鐘明翰

交大土木B

張詠棋

交大資工G

蔣嘉俊

交大應數

李孟勳

54”76 57”89 58”25 59”88 63”02 63”03

女子八百公尺

1 2 3 4 5 6

清大經濟

鐘宜盈

清大材料

盧孟姵

清大資工

留毓寬

交大土木A

廖春滿

交大資財

王韻涵

交大資工G

李佳芸

3’09 3’15 3’21 3’24 3’25 3’27

男子一千五百公尺

1 2 3 4 5 6

清大動機

宋淳諺

交大資工所

張哲賓

清大資工所

呂俊賢

交大電信A

陳尹翎

交大電子所

李志浩

交大土木A

梁誠偉

4'54 4'55 5'03 5'03 5'05 5'11

男子三千公尺

1 2 3 4 5 6

交大電子所

李志浩

交大土木A

梁誠偉

清大動機

宋淳彥

清大資工所

呂俊賢

交大工工

廖鍵文

交大電信B

蔡政谷

11’16 11’32 11’35 11’46 12’21 12’27

男子四百公尺接力

1 2 3 4 5 6

交大電工B 清大電機 清大資工 清大工科 交大電信B 交大應數

51”21 52”08 52”99 53”25 53”73 54”80

女子四百公尺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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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清大材料A 交大資工A 交大機械B 清大數學 交大光電 清大數學

1’03”12 1’04”38 1’05”94 1’06”78 1’06”90 1’06”96

大隊接力

1 2 3 4 5 6

交大電工B 交大電信A 清大資工 清大電機 交大電工A 交大材料

4’45’55 4’54”60 4’54”61 4’55”58 4’56”89 4’57”94

【體育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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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新生盃游泳錦標賽學年度新生盃游泳錦標賽

男子5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資工C 9617167 蔡孟儒 31”33

第二名 電控B 9612080 周子軒 32”35 

第三名 機械B 9614066 徐浩哲 32”72

第四名 運管   9632046 邱立品 34”06

第五名 電工B 9611026 吳昇展 34”41

第六名 應化   9625009 林佳穎 34”65

女子50公尺蛙式

第一名 運管A 9632009 陳玥心 42”78

第二名 土木A 9616005 柯君潔 48”85

第三名 工工   9633004 曾詩涵 49”75

第四名 生科   9638037 鄭佳瑋 53”54

第五名 資工C 9617199 蔡佩玲 1’00”40

第六名 電工A 9611022 謝棉霓 1’00”77

男子50公尺蝶式

第一名 機械B 9614066 徐浩哲 38”23 

第二名 機械B 9614028 李哲安 43”91

第三名 財金                游景璁 45”25

第四名 電工B 9611026 吳昇展 47”11 

第五名 電信A 9613049 郭治偉 50”12

第六名 資工A 9617035 褚立楊 59”28

男子10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資工C 9617167 蔡孟儒 1’16”62

第二名 應化   9625009 林佳影 1’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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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名 資財                邱彥程 1’29”72

第四名 資工C 9617147 許懷文 1’43”25

第五名 應化   9625001 蔡文洋 1’58”00

第六名 電物B 9621133 蔡哲倫 2’16”94

男子50公尺蛙式

第一名 土木B9616096  楊偉文 39”22

第二名 財金                章紜齊 42”25

第三名 電資 9610017   黃冠賀 42”40

第四名 運管 9632046   邱立品 43”23

第五名 電資 9611012   黃騰頡 43”59

第六名 資工 B9614006 藍天浩 43”69

女子50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運管   9632009  陳玥心 31”03

第二名 外文   9643034  鍾宜真 34”37

第三名 工工   9633004  曾詩涵 36”93

第四名 生科   9638037  鄭佳瑋 43”38

第五名 土木A 9616005  柯君潔 45”19

第六名 資財                 林采蓉 45”99

男子50公尺仰式

第一名 應化                莊士弘 36”86

第二名 電控B 9612080 周子軒 39”68

第三名 材料   9618020 林敬富 40”53

第四名 財金                游景璁 49”56

第五名 資工G 9617246 曾柏憲 52”03

第六名 資工B 9617056  徐向賢 53”41

男子100公尺蛙式

第一名 材料  9618020   林敬富 1’43”77

第二名 機械A 9614027  李伯勤 1’45”81

第三名 機械B 9614100  歐桓睿 1’51”97

第四名 資工G 9617257  徐肇鴻 1’54”94

第五名 資工C 9617183  趙正宇 1’57”53

第六名 電工A 9611069  羅介暐 1’59”20

大隊接力

第一名 電工A  5’54”69

第二名 機械B  5’58”58

第三名 應化    6’08”75

第四名 資財    6’13”47

第五名 資工B  6’24”97

第六名 資工C  6’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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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總錦標

第一名 機械 B

第二名 資工 C

第三名 應化 

第四名 運管 

第五名 電工A 

第六名 財金所

【體育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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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出納組服務全校師生大潤發以及遠百即日起出納組服務全校師生大潤發以及遠百/SOGO/愛買禮券愛買禮券

1.出納組為服務交大教職員生，即日起代售大潤發提貨券、遠東百貨商品券及 

華納威秀電影票。

2.服務時間：每週一~五PM2:00~3:00 

3.地點：出納組 (中正堂1F) 

4.聯絡人：邱小姐 (分機：51805)

5.服務內容：

＊大潤發提貨券：現金NT$500可購買提貨券面額NT$520

＊遠百商品券：現金NT$1,000可購買商品券面額NT$1,070 

(適用SOGO&愛買)

＊華納威秀電影票：現金NT$210/張(除台北影城外適用)

6.其他注意事項：購買電影票者請自備零錢。

7.以上為本校服務校內教職員生，相關交易無需再額外收取任何手續費。

                                                                        【出納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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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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園有些小竹子枯了...建議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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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百竹園於八月進行了步道鋪設與百竹園石碑入口改善，故將檔到百竹園石

碑的竹子移動了就地種植在步道附近，因為季節屬夏末秋初所以天氣溫度

一直還是處於高溫天氣導致移植的竹子地上物枯黃由於竹子是靠地下莖生

長，目前並非冒筍的季節本組會加強澆水照顧，如整叢枯死部份會擇適當

季節補種。

Q2 電資大樓我覺得很不好, 首先是電梯內部看起來 很髒(包含大的與小的電

梯都一樣) 而且電資大樓白天時都沒開燈，有點可怕!! 建議改善之!

A2 1. 電梯每日均有清理，但仍會請工友同仁再加強處理。2. 一樓大廳白天

平時不開燈 , 是因為整棟大樓全年電費約 4至 5百萬元，用電量非常驚

人，因此一定必須節約用電。但遇有重要會議及夜間，一樓該開的燈光皆

會打開。另外 (1)當初設計大樓者，將一樓全面貼上黑色色系的花崗岩，

的確會讓某些人覺得有點陰冷。這點非學校經費上所能全面改變其色系之

處，故相對於白天感覺""有點可怕""，並非電資大樓能力所能立即改善

者。 (2)有關節電部分，建請於新生入學或相關師長於主持學生活動時，

加強宣導。

Q3 工5地下室B03C成維華系主任實驗室的學生，天花板漏水問題越來越嚴

重所以營繕組說會招標請廠商來把工5的廁所作一番整修，可是一個暑假

已經過去了昨天滴下來的水可是有味道的，去一樓廁所看，發現小便斗都

滿出來，完全塞住了，通不了，導致往下流到我們實驗室，這樣的環境要

如何工作希望有關單位能夠重視這樣的問題，我想大家都希望交大越來越

好，但這不是只是對外而已，對內也是要注重的，畢竟學生才是主體，希

望工程能夠趕快招摽動工，不要在拖下去了。

A3 本案已於9/28完成第二次招標，預定於10/6（六）開工拆除該廁所，以

減少施工噪音影響教學。

Q4 我剛剛到工三館我發現117室內有怪味，可否請貴單位勘查一下呢？因為

我問過別人有的人覺得不會怪怪的…

A4 事務組已通知清潔外包公司班長處理(10/01上午9點左右通知)

Q5 在工五館前面有一個告示牌說明工五館裡面的系所....我覺得那個牌子上

面的字有點舊了建議。

A5 事務組對館舍標示系統正規劃設計中。

Q6 剛剛深夜1點有群人在13舍外面喧嘩持續了半小時以上，請問遇到了這種

情形該如何處理，有相關單位可以即時處理嗎？

其分機電話為何？

A6 遇到此種事情，有兩種通報方式

1、撥教官值勤室    分機 50702 專線 5721934

2、警衛室光復前門  分機 50000 專線 5716105

Q7 在交大的景觀大道上有一尊楊英風先生的美妙作品名字是"鳳凌霄漢"我覺

得那個作品沒有放在景觀大道中間，站在景觀大道一端,，往另一端看，

看起來不對稱，少了一點美感...但是目前這樣也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可

以隨手就摸到那個作品或許大家可以考慮改變一下位置，當然如果本來有

你們的用意，可以不一定採納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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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楊英風作品會如此擺放，站在藝術的角度看或許有他的考量，設置時我們

也覺得要一致放中間，但畢竟他們是專業的.........

Q8 工四八樓廁所門無法上鎖，靠近計中的那一間廁所的第二天雖然有鎖但其

實沒辦法卡到卡榫。

A8 已通知系辦蘇小姐#54507及羅文峰先生#54536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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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工作的建言，來電向負責人鄒永興組長洽詢。

                                                                   【總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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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函釋宣導法令函釋宣導

＊教育部96年9月14日台人(二)字第0960140144號書函，為保障禮券持

有者之權益，日後採購禮券時，請選擇符合「零售業等商品（服務）禮券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禮券。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96年9月6日局考字第0960063435號書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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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災害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辦法」第3條，業經行政院96年9月5日

院授人考字第0960063413號令修正發布施行，請上本校人事室網站點選參

閱。

＊教育部96年10月2日台法字第0960150294號函轉知司法院大法官議決

作成之釋字第632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釋字

第632號內容如下：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監察院設監

察委員二十九人，並以其中一人為院長、一人為副院長，任期六年，由總統提

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為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所明定。是

監察院係憲法所設置並賦予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為維繫國家整體憲政體制

正常運行不可或缺之一環，其院長、副院長與監察委員皆係憲法保留之法定職

位，故確保監察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行，應屬所有憲法機關無可旁貸之職責。為

使監察院之職權得以不間斷行使，總統於當屆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

期屆滿前，應適時提名繼任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立法院亦應適時行使同意權，

以維繫監察院之正常運行。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或立法院消極不行使同意權，

致監察院無從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因而遭受破壞，自為憲

法所不許。引發本件解釋之疑義，應依上開解釋意旨為適當之處理。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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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重要訊息

＊本校96年度員工休閒旅遊活動(三日遊)，第二梯次改於96年11月4-6日

舉行。原報名第二梯次之同仁，請電話告知人事室是否繼續參加（分機：

52203），若不續參加者，請自行至人事室辦理退費；尚未報名參加之同仁請

於96年10月24日（星期三）前完成報名。歡迎各單位同仁及退休人員踴躍參

加！另本次活動費用可使用刷卡付費，有需要者，請另填寫刷卡授權書，請同仁

多加利用。

＊依教育部96年10月1日台人（三）字第0960148287號書函轉行政院同

年9月27日院授人給字第0960063657號函規定，本校致贈退休教職員（包括

教師、職員及技工工友）紀念品費用，自96年10月1日（退休生效）起調整為

新台幣元5,000整。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訂定中華民國97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請上本

校人事室網站點選參閱。

＊本校人事室「相關網站」新增【公務人員網路諮商服務網】連結，歡迎上

人事室網站點選參閱。

＊中華民國全國教師會訂於本(96)年10月19日及26日分別就公私立學校退

撫制度各舉辦1場「教育退休制度之回顧與前瞻研討會」，請踴躍參加。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書函送97年度「全國（不含臺北市及高雄市）技術士

技能檢定報名、學科測試及入闈印製試題等試務工作」行政委託甄選須知公告影

本1案，有意參與本案者，請至該會中部辦公室網站公告專區-招標公告自行下

載甄選須知及相關資料。

＊本校為鼓勵職員終身學習及整合個人學習護照，自即日起，人事室舉辦之

各項研習皆納入圖書館「悅讀365知識護照」活動點數計算。謹附圖書館該活動

及獎勵相關說明：http://blog.lib.nctu.edu.tw/index.php?

op=ViewArticle&articleId=

4318&blogId=14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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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單位 姓名 職稱 人事代號 動態原因 生效日期

會計室 黃蘭珍 組員 S9405 回職復薪 96.09.29

會計室 陳舒怡 組員 S9105 辭職 96.10.10

環安中心 吳政峰 助理工程師 E9301 辭職 96.09.12

人事室 李美琪 助理員 F9616 到職 96.09.17

研發企劃組 賴卓君 助理員 F9318 辭職 96.10.01

傳科系 顏菀霆 助理員 F9617
服務單位異動

（原電信系）
96.10.01

研發企劃組 徐忠璇 助理員 F9618 員工代號異動 96.10.01

【人事室提供】

↑↑top

 

 

本月壽星本月壽星

 

蔣淑貞老師 陳明麗小姐 蔡淑敏小姐 林月華小姐 黃文昭小姐

段馨君老師 俞曉柔小姐 毛治國老師 馬振茹小姐 張翠芬小姐

林昌佑老師 柯富祥老師 廖靜寬小姐 張振壹老師 陳靜儀小姐

王彥博老師 簡嘉葳小姐 蕭慧娟小姐 李程輝老師 許千樹老師

唐麗英老師 林志忠老師 孫春在老師 李大嵩老師 許慶豐老師

劉燕玉小姐 鍾旻秀小姐 林一平老師 高銘盛老師 刁維光老師

劉復華老師 楊旭能先生 胡毓志老師 江佩錦小姐 林松山老師

陳文智老師 林志潔老師 范倫達老師 莊金樺小姐 陳秋媛老師

莊伊琪小姐 黃瓊欣小姐 周幼珍老師 徐保羅老師 陳冠宇老師

李佳如小姐 謝筱齡老師 郭秀貴老師 廖德誠老師 王旭斌先生

毛仁淡老師 曾建元先生 任維廉老師 賴文斌先生 柯慶昆先生

楊進木老師 李耀威教官 林貴璽老師 郭勤治先生 葉明裕先生

張家靖老師 金立群老師 張添烜老師 王文珍小姐 鄭水樹先生

邱添丁先生 佘曉清老師 彭作煌先生 邱獻明先生 林泉宏先生

蔡素美小姐 王淑貞小姐 黃宇中老師 李瓊滿小姐 金星吾老師

盧廷昌老師 邱美玲小姐 林大衛老師 林龍德先生 范明亮先生

鍾尚仁先生 楊秀琴小姐 柯明道老師 孫婉婷小姐 李建毅老師

許秀嬌小姐 蔡　萱小姐 桑梓賢老師 朱博湧老師 鄭智仁老師

陳金龍先生 黃怡真小姐 黃俊達老師 楊崇正先生 陳忠強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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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連台先生 劉龍勳老師 黃凱風老師 劉美榆小姐 柯梅玉小姐

胡應芳先生 楊永良老師 李明知老師 黃福田先生 林瑞良小姐

黃錦忠先生 彭淑嬌小姐 陳振芳老師 張恭肇先生 黃蓉君小姐

古仁熹先生 李秀珠老師 徐　琅老師 溫淑芬小姐 徐幼妹小姐

徐台華小姐 張玉佩老師 陳瑞嬌小姐 王少白老師 宋玟諭小姐

呂昆明先生 林梅綉小姐 蕭秀麗小姐 洪景華老師 江張福先生

黃金貴先生 黃靜慧小姐

【人事室提供】

↑↑top

 

國科會徵求國科會徵求2008/2009台俄台俄(NSC-RFBR)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

會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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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同意共同促進兩國科技交

流，復於2004年11月雙方於工作會議中明訂未來三年共同補助作業機制，並以

共同合作計畫及雙邊學術研討會為主要補助活動，三年來已合計補助52件計畫

及12場學術研討會；由於兩國合作順利且成果豐碩，國科會與該基金會已於

2007年5月再次議定，依循相同機制持續彼此合作。

二、本件文函及網頁下載之計畫徵求畫面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教師參

辦，國科會截止日至97年1月15日止。欲申請台俄雙邊共同合作計畫者，請依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請於97年1月11日前由所屬單位彙整造具

申請名冊一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欲申請雙邊研討會者，則請於97年1月11

日前將申請資料一式2份交所屬單位備函會計畫業務組辦理申請。其他注意事項

詳參文函說明及請自行上網查詢

（ 網 址 ：http://web.nsc.gov.tw/kp.asp?

url=http://www.nsc.gov.tw/_

newfiles/proj_all.asp或http://www.nsc.gov.tw/int/）。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97年度「環保署年度「環保署/國科會空污防制科研合作計畫」徵求計畫構想國科會空污防制科研合作計畫」徵求計畫構想

本件至96年10月29日中午12時止徵求計畫構想，文函及網頁下載之計畫徵

求說明已印送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教師參辦。本年度只接受個別型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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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請配合時限E-mail構想書，通過後請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請於

96年11月29日(國科會限期：96年12月3日)前由所屬單位彙整及上線造具申請

名冊一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辦理申請。其餘相關資訊詳參計畫徵求說明或請自行

上網(網址：http://www.nsc.gov.tw/csdr/)查閱。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教育部函轉內政部修正「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作業要點」教育部函轉內政部修正「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補助作業要點」

本件來函、附件及網路下載之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已印送通知系所中心轉知

教師參辦。本校可申請補助項目共計7項計畫(詳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請有意

申請單位以校為申請單位，並於計畫執行2個月前，依規定期限內備妥函稿、申

請表及申請補助計畫書等文件各1份，會計畫業務組並送秘書室核章及文書組用

印後向內政部辦理申請。相關資訊詳參文函附件。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北國」雙簧管與絃樂四重奏「北國」雙簧管與絃樂四重奏

「北國」雙簧管與絃樂四重奏

時間：10/23（二）

地點：藝文中心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023/20071023.htm

【藝文中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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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二）

地點：藝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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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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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十週年慶暨企業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十週年慶暨企業/徵才展覽會徵才展覽會

「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已邁入第十一年。2007年的研討會以專題回顧十

年來科技法律之演變與新興之議題。同時邀請主管機關、學術界與實務界的學者

專家，針對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智權仲裁、通訊傳播法、科技與

WTO、醫療法及網路犯罪等法制議題，進行演講及討論。相信在各方碩彥的激

盪下，本次研討的主題與論文，將為我國科技法律發展，開創新的里程碑。

關於展覽詳細訊息及報名事項，請至科法所網站查詢

     展覽會場可免費參觀索取資料，如需參加研討會，請至科法所網站線上報名

     http://www.itl.nctu.edu.tw/

一、引領風騷

～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1997年開始舉辦全國智慧財產權研討會，2000年將研討內容擴大成為全國科技法

律研討會，至今這個研討會已進入第11個年頭，該研討會能如此延續，是因為(1)研

討主題多樣性，涵蓋科技、法律、經濟、管理與產業發展，兼容並蓄；(2)研討的內

容與全球性的議題接軌，回應了產業與實務的需求；(3)融合國際知識與經驗，引領

本土實證與學術創新；(4)產官學研共聚ㄧ堂，提供一個良性互動的場合。在這個聚

會裡，與會者除了能吸取新知與觀點之外，同時也會碰到熟面孔、久違的老朋友，

因為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已成為科技法律人心中的盛事，更重要的是它獨具匠心，

持續引領風騷。

二、風雲際會

～企業暨徵才展覽會～

每年全國科技法律研討會，將吸引各路科技法律界前輩及英雄好漢匯集於此，今年

為歡慶10週年慶，大會首度安排【企業暨徵才展覽會】，然因囿於場地，僅能開放

25 席活動攤位。參展商於研討會當天，得展示公司簡介資料、產品或徵才，屆時將

聚焦不斷，實為企業增加知名度及指名度之絕佳機會，同時，大會亦將公告此訊息

給全國從事智慧財產之專業人員，以及交大全校同學，讓各企業得以在此覓得現今

非常搶手的專利與法務人才。預期二日會場將突破上千人次共襄盛舉，台灣最盛大

之科技法律研討會，攤位有限，報名從速!!

三、展覽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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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展覽時間：96年11月14日及15日(週三、週四)，9:00~17:00。

2.展覽地點：交通大學電子資訊研究大樓一樓（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四、會議室租借

研討會期間，大會提供2間會議室供產業界開會或面試使用

1.地點：交通大學電子資訊研究大樓第二及第三會議室。

2.配置：無線、有線麥克風、白色螢幕、筆記型電腦，其餘自備。

五、彩色廣告專刊

為了讓企業藉此機會增加曝光率與刊登招募人才訊息，大會準備印製1000冊，分送

給所有與會者及交大學生，此廣告之刊登將另收費用，由企業提供資料(文字及圖

檔)，大會編輯排版及順序。無攤位展示之廠商，也可僅選擇彩色廣告刊登。

     1.請於參展報名表上勾選，並同展覽攤位費用繳款及報名方式於11月5日前

        完成報名及費用繳交。

     2.資料繳交：96年11月5日前

主辦單位：台灣科技法學會、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交通大學企業法律中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

協辦單位：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工業技術研究院、臺灣電力公司、中華民國仲裁

協會、亞太智慧財產權發展基金會

企業展覽執行單位：台灣科技法學會

參展聯絡人：蔡素美小姐

電話：03-5731651，0921-630769

活動網址：http://www.itl.nctu.edu.tw/N_speech.htm

【科法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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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亞洲電影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電影國際學術研討會──現代性與文化流動現代性與文化流動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www.itl.nctu.edu.tw/N_speech.htm


日期：九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地點：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資訊大樓之國際會議廳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文學與語學研究所主辦、國立交通大學教學發

展中心協辦

本會議由聯電補助科技講座捐款、國立交通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當 代批

判理論與視覺創意文化」及國立交通大學教務處贊助。

報名網頁：

http://140.113.222.97/xoops/TMP/html/modules/liaise/

議程請參見最新消息： http://www.fl.nctu.edu.tw/cindex.html

【外文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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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課程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課程--雨果之悲慘世界雨果之悲慘世界

時間：2007/10/24

地點：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B1浩然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廖元成先生

講題：雨果之悲慘世界

【通識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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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課程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課程--奇中奇：從「約拿書」到「木偶奇遇記」奇中奇：從「約拿書」到「木偶奇遇記」

時間：2007/10/31

地點：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B1浩然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董挽華女士

講題：奇中奇：從「約拿書」到「木偶奇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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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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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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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