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 大 新 聞

日本「半導體先生」西

澤 潤 一   獲頒交通大學

榮譽教授

電控系「羅拉」機器 居

家照護的好幫手

交通大學與天下雜誌攜

手推動「新文藝復興閱

讀計畫」 --開啟閱讀新

世代

行 政 單 位 訊 息

教務處訊

學務處訊

研發處

國際處訊

總務處訊

人事室訊

浩然新鮮報

藝文中心

 

前 期 回 顧

交大e-News 009 期

交大e-News 008 期

交大e-News 007 期

交大e-News 006 期

交大e-News 005 期

交大e-News 004 期

交大e-News 003 期

交大e-News 002 期

交大e-News 001 期

交 大 新 聞交 大 新 聞

日本「半導體先生」西澤潤一日本「半導體先生」西澤潤一    獲頒交通大學榮譽教授獲頒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電控系「羅拉」機器人電控系「羅拉」機器人   居家照護的好幫手居家照護的好幫手

交通大學與天下雜誌攜手推動「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交通大學與天下雜誌攜手推動「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  

--開啟閱讀新世代開啟閱讀新世代

 

教 務 處 訊教 務 處 訊

9/24 (一一)彈性放假，停課補課借用教室訊息！彈性放假，停課補課借用教室訊息！

逾期加退選申請逾期加退選申請

碩博士生免收學分費申請碩博士生免收學分費申請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

學生抵免學分辦理事項學生抵免學分辦理事項

修讀輔系（所）、雙主修及學分學程注意事項修讀輔系（所）、雙主修及學分學程注意事項

註冊貼紙可就近於系所索取註冊貼紙可就近於系所索取

學生證使用注意事項學生證使用注意事項

交大出版社「交大出版社「2007開學開學All Pass好書特賣會」好書特賣會」

 

學 務 處 訊學 務 處 訊

有關本校執行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大學部工讀性質為技術性或勞務性工有關本校執行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大學部工讀性質為技術性或勞務性工

作，至作，至96年年9月月1日起時薪調整為日起時薪調整為115元元/小時，請各單位配合辦理。小時，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樂活健康月系列活動樂活健康月系列活動

 

研 發 處 訊研 發 處 訊

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第年度第2期「補助延攬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暨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期「補助延攬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暨研究學者專題研究計

畫」接受申請畫」接受申請

國科會禽流感及新型流感專案計畫辦公室徵求國科會禽流感及新型流感專案計畫辦公室徵求97年度「禽流感與新型流感年度「禽流感與新型流感

專案計畫」構想書專案計畫」構想書

 

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 編輯‧第編輯‧第  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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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亞太國際教育者年會暨教育展」訂於明年亞太國際教育者年會暨教育展」訂於明年3月月26日至日至28日假東京早日假東京早

稻田大學舉行。稻田大學舉行。

波蘭波蘭Craco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誠徵國際講師訊息誠徵國際講師訊息

日本首都東京大學西澤潤一校長獲頒本校榮譽教授日本首都東京大學西澤潤一校長獲頒本校榮譽教授

國科會檢送「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與作業說明，國科會檢送「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與作業說明，

符合申請資格者，得依規定備妥申請文件提出申請。符合申請資格者，得依規定備妥申請文件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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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已開始受理申請，申請期限為年」獎學金已開始受理申請，申請期限為10月月31日，詳情請至國際處網頁日，詳情請至國際處網頁

查詢查詢

 

總 務 處 訊總 務 處 訊

請踴躍報名參加財物採購業務教育訓練請踴躍報名參加財物採購業務教育訓練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際專車行駛時間表更新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際專車行駛時間表更新

二手電腦回收捐贈事宜二手電腦回收捐贈事宜

本校榮獲「第五屆全國機關學校檔案管理金檔獎」本校榮獲「第五屆全國機關學校檔案管理金檔獎」

 

人 事 室 訊人 事 室 訊

法令函釋宣導法令函釋宣導

重要訊息宣導重要訊息宣導

國民旅遊卡相關規定宣導國民旅遊卡相關規定宣導

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通過英檢名單通過英檢名單

本月份壽星本月份壽星

 

浩 然 新 鮮 報浩 然 新 鮮 報

瑞典！瑞典！  ROCKS！！

圖書館公告圖書館公告--96學年度新生證號說明學年度新生證號說明

圖書館公告圖書館公告--2007『『OPEN啟動啟動  學習起飛』學習起飛』

圖書館公告圖書館公告--瑞典瑞典!ROCK! 瑞典瑞典10問得獎名單問得獎名單

圖書館公告圖書館公告--9/29(六六)補行上班日服務時間補行上班日服務時間

圖書館公告圖書館公告--中秋節通知中秋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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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I Proceedings

新增試用資料庫新增試用資料庫- 9種種EBSCO資料庫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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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重雨校長（右）授予西澤潤一教授

（左）榮譽教授

悅讀悅讀365之「學科資源大分享」之「學科資源大分享」--點數累積點數累積

 

藝 文 中 心 訊藝 文 中 心 訊

藝文空間藝文空間---O, damn GOOD－交大應藝所－交大應藝所2007師生聯展師生聯展

經典經典2007通識藝文講座通識藝文講座--「度過人生，千萬認真－李國修的戲劇人生觀」「度過人生，千萬認真－李國修的戲劇人生觀」

演藝廳演藝廳---「懷舊情結」「懷舊情結」–辛幸純鋼琴獨奏會辛幸純鋼琴獨奏會

演藝廳演藝廳---「國寶級音樂家郭芝苑作品發表音樂會」郭芝苑室內合唱團「國寶級音樂家郭芝苑作品發表音樂會」郭芝苑室內合唱團

演藝廳演藝廳---「炸神明」「炸神明」–一部道上兄弟的紀錄片一部道上兄弟的紀錄片

演藝廳演藝廳---「雙陳記」音樂會「雙陳記」音樂會

演藝廳演藝廳---「日月潭傳奇「日月潭傳奇–光影戲」光影戲」–宏興閣皮影戲劇團宏興閣皮影戲劇團

 

 

 

 

 

 

 

 

日本「半導體先生」西澤潤一日本「半導體先生」西澤潤一    獲頒交通大學榮譽教授獲頒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本校於9月17日下午二時於交映樓舉行榮譽教授授獎典禮，由吳重雨校長授

予日本首都大學東京校長西澤潤一(Nishizawa Junichi)博士「電子工程學系榮

譽教授」證書，再度為中日學術交流寫下榮耀的一頁。

西澤潤一博士在國際半導體領域享譽盛

名，素有日本「半導體先生」暨「光通信之

父」的美譽，1989年曾獲得日本天皇親綬文

化勳章，2000年曾榮獲IEEE愛迪生獎

牌，2002年榮綬「勳一等瑞寶獎章」，並設

有「IEEE jun-ichi Nishizawa Medal」，目前也擔

任日本學士院會員、及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cademies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Sciences Inc. (CAETS)2007年會長，在國際間

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西澤潤一博士當初在日本學術權威主義下，致力半導體研究不遺餘，1953

年他發明了PIN光電二極體與雪崩光電二極體，1957年提出半導體雷射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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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開泰老師(左)與其研發團隊和機器人

合影

想，1964年提出聚焦性光纖構想。每一項都是領先世界的獨創研究，光纖的尖

端技術不僅被用於寬頻，也在各種領域中被廣泛應用。如今日本在光纖通訊領域

迄今仍領先世界各國，西澤潤一博士功不可沒。

校長吳重雨指出，1958年交大在台灣建校，並成功製造出台灣第一個電晶

體和積體電路，日本則是有西澤潤一博士發明「光纖」通訊技術原理及產品。除

了肯定西澤博士在半導體原件的貢獻，也希望交通大學能擔任火車頭的角色，進

一步與日本學術界接軌，促進中日產學合作的交流。

西澤潤一博士當日在授獎典禮中發表演說，講題為「Innovation and

Future Trends   in Optoelectronics - Towards Bio and

Environment（光電子未來的趨勢與創新--生物與環境面向）」，他期許未來

通訊、光纖及半導體產業結合，透過頻寬能讓人類生活更為便利，產業資源也更

豐富多元，也希望台灣能持續開發光通信產業，培育更多優秀人才與技術。

                      

【2007-09-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電控系「羅拉」機器人電控系「羅拉」機器人  居家照護的好幫手居家照護的好幫手

由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程系宋開泰教授所領軍的「智慧型系統控制整合實

驗室」，於本月16日以「RoLA:結合遍布式感測之家用機器人」勇奪第二屆東

元機器人競賽亞軍。本屆東元機器人競賽共有二十八個團隊參賽，十團隊進入總

決賽，冠軍從缺，由交大團隊以及中正大學團隊共同雙獲亞軍。

由宋開泰教授實驗室所研發的「結合遍

布式感測之家用機器人」，實驗室同學將他

取名為「羅拉」，羅拉為一台可以居家照護

獨居老人的智慧型機器人，除了可以透過

PDA網路傳送家中老人及其所處的環境狀

況，透過配戴於老人腰際之姿勢感測器，一

旦老人家不小心摔倒，或者是久臥床鋪沒有

活動，機器人就能透過無線感測網路前往探

視並撥出3G手機求救電話至醫院或親友，同

時無線傳送追蹤影像，達成及時照護之功

效。

參與研究的黃富聖同學指出，三年前實驗室只有一個機器人的本體，並沒有

任何無線感測的功能，經過實驗室三年不斷的研究與改良，才將結合遍布式感測

的技術完美的應用在居家照護型的機器人。而實驗室的陳弘哲也為了這次比賽，

摔了至少五、六十次，吃盡皮肉之苦，不過說到勇奪大獎，他說「摔得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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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重雨校長（中）在記者說明會中和兩位

學生合影。左：黃宇安，右：蘇冠霖

宋老師研究團隊未來的想法將會把感測技術發展至居家保全，邁向保全機器

人發展，透過無線感測器配置在家中各角落，感應玻璃碎裂或是異常情況，讓機

器人未來不只是照護的好幫手，也能夠是維護安全的好保鏢！

                                              【2007-09-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交通大學與天下雜誌攜手推動「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交通大學與天下雜誌攜手推動「新文藝復興閱讀計畫」  

--開啟閱讀新世代開啟閱讀新世代

「七月當全世界引領期待哈利波特的結局時，一則來自泰晤士報的新聞，吸

引了我的目光。當時的英國首相布朗公布了他的夏日讀書清單，在這位被稱為邱

吉爾之後最愛讀書的首相的行動中，我看到了他對知識的尊重。」----交通大學

校長吳重雨表示。

八月當各大學紛紛摩拳擦掌準備迎接新

生的同時，交通大學校長吳重雨也同時在思

考著，要如何為學生準備追求知識的環境和

激發他們對知識的尊重與喜愛。台積電張忠

謀董事長曾陳述他18歲進入哈佛那一年，博

覽文史哲理工經典群籍，至此奠定了他求知

的基礎，並借海明威名言，將其改為「哈佛

這一年為人生可帶走的盛宴。」透過張董事

長的學習為借鏡，吳重雨校長認為學習知識

最好的方法，莫過於邀請這些邁入高等教育

殿堂的學子所崇拜的大師們來現身說書、談閱讀，因此有了「新文藝復興閱讀計

畫」的想法產生。

今天（9/12）交通大學與天下雜誌在台北誠品書店信義店舉行了一場記者

說明會，交通大學校長吳重雨表示，這一場針對今年新生大學四年生活中所持續

進行的工程，由交通大學與天下雜誌共同邀請了誠品書店、I ’m TV與推推王合

作，邀請了李遠哲、曾志朗、黃春明、南方朔、蔣勳、蔡明介、杜書伍、何薇

玲、黃達夫與殷允芃等十位文藝界、教育界、科學界、醫學界、科技界各領域的

大師各推薦十本適合大學生閱讀的經典之作，以「提高人文素養，普遍經典閱

讀」為目標，由雙方以科技整合人文關懷，結合平面媒體與網路，建立起一個開

放給全台學子與全球華人世界一個貼近生活的閱讀環境，以期能啟發思考能力，

追求台灣未來競爭力，並在這大家感嘆閱讀率降低，作文書寫能力低落的年代，

重燃一線希望。

此活動由天下雜誌與經典大師之訪談揭開序幕，曾志朗在與天下訪談的過程

中說：「我和李遠哲都有一個想法，希望能找時間到大學校園裡給學生說書，挑

一個寧靜的夜晚，不用管來聽的人多不多，但就是好好說一本自己喜歡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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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知道他一定會要講《居禮夫人傳》那一本，但我想講《The Daughter

of Time》！」

在天下雜誌的訪談中，大師級的閱讀天際線很高、很遠，但透過故事，也更

貼近民眾。黃春明在念屏東師院時，因為音樂老師的一本《梵谷傳》，讓正值輕

狂叛逆的他，看到梵谷對藝術的執著，而得到一股鼓舞力量，成為影響他最大深

的一本書﹔南方碩則推薦《奧古斯丁懺悔錄》，這本影響他最深的書，他認為是

西方文明的起點，更是大學生不能迴避的基本認識。曾志朗則說明《The

Daughter of Time》這本書，提醒了當時仍是大學生的自己：歷史是可以被操

弄的，但不管埋沒多久，只要仍有熱情的扣問者，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在十位大師的推薦書籍中，有許多歷史的經典名作為多位大師所推薦，何薇

玲則一反其道的推薦了暢銷漫畫「將太的壽司」，其內容敘述的是一位永不放棄

希望的壽司學徒─將太，憑著熱情，深入描寫出其中當學徒修練的艱辛，何薇玲

想藉由簡單的漫畫內容，告訴大家就是『用心』兩個字而已。而大學時代最愛看

武俠小說的何薇玲，想到每一本好書都是作者三、五十年的心血結晶，就忍不住

感嘆人生怎麼能不讀書，「這就好比你把別人半甲子的武功，一次灌注到自己身

上來，要不厲害也很難！」「即使是一本書，在人生各個不同的階段閱讀，都會

帶來不同的參考價值和視野。」何薇玲也以此鼓勵學子。

交通大學十月份起，由交大通識教育中心開啟閱讀課程，每學期至少十二

堂，四年共計至少九十六堂課邀請各界專家學者就大師推薦之經典作品進行說

書，校內同學透過說書、閱讀的過程後，和老師互相討論閱讀心得，即能獲得點

數，獲得100點的同學隨時可以完成學分；而上課的過程將全程由「I ’m TV」

錄製，並成立書坊頻道，進行網路放送，讓精彩的「說書」實況可以讓全球華人

觀賞；而「推推王」則推動線上讀書會的社群經營，希望活動能夠透過網路無邊

際的特性，讓全球各地有興趣的人都可以上線討論心得感想，提供雙向互動學習

的管道。

台灣聯合大學校長曾志朗在得知新文藝復興計畫後，認為這是個相當有意義

且貼近學生與民眾的閱讀活動，立即響應推動台灣聯大四校（交大、清大、中

央、陽明）共襄盛舉，齊心建立一個閱讀的世代。曾志朗引述了美國作家愛默森

的名言：「圖書館裡的藏書，是囚禁在書架上的智慧小精靈，他們著魔地沉睡

著，誰去借書，翻開來閱讀，就等於幫他們解開魔咒，救了他們。」只不過，開

卷之後，真正獲得救贖的，應該是一顆顆好奇而求知若渴的心。

諸位大師所推薦之書籍，從十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於誠品書店台北信

義店、桃園大遠百店、新竹店、台中中友店、台南總店、高雄大遠百店均設有專

區展示十位大師推薦的書籍，引領社會大眾一齊進入閱讀的異想世界，開啟閱讀

的新世代！

【2007-09-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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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一一)彈性放假，停課補課借用教室訊息！彈性放假，停課補課借用教室訊息！

9/25(二)為中秋佳節-全國放假，依行政院宣布，9/24(一)彈性放假一天。

如須補課，請各位任課老師至教室借用系統，查詢空教室並借用教室。

http://140.113.40.8/CRManage/

【課務組提供】

↑↑top

 

 

逾期加退選申請逾期加退選申請

學生加退選9/21(五)結束前，請同學務必上網確認自己的選課狀況，如有

問題，可於9/24（一）~10/2（二）經任課老師及系所(或專班)主管同意，至

課務組辦理逾期加退選(書面)。辦理逾期加退選同學需義務工讀8小時。

【課務組提供】

↑↑top

 

 

碩博士生免收學分費申請碩博士生免收學分費申請

本校碩、博士生修完畢業學分數，已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規定者，得免繳學

分費。但前述課程不包含外語課程、實驗課程、個別指導課程、專班、EMBA、

碩士學程、教育學程、大學部所有課程（含軍訓、體育、通識等）、輔系

（所）、雙主修及先修課程。請符合規定同學於9/24（一）~10/2（二）至課

務組辦理免收學分費申請，逾期則不受理。

【課務組提供】

↑↑top

 

系所評鑑系所評鑑

96年8月30日高教評鑑中心於本校舉辦之「97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

計畫說明會」，

其〈簡報投影片〉（主講者：高教評鑑中心王保進處長）、〈說明會全程錄影實

況〉已置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http://ctld.nctu.edu.tw)「系所評鑑網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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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辦法」中，供各院系所參考。此外，高教評鑑中心已於日前函復本校「97

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學門歸屬」確認結果，請各系所依「97年度大學校院系

所評鑑實施計畫」、所屬學門之評鑑項目，進行自我評鑑並提交自我評鑑報告。

（☆請各系所至高教評鑑中心 http://www.heeact.org.tw/ 下載97年度〈系

所評鑑實施計畫書〉、〈各學門評鑑項目〉）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top

 

 

學生抵免學分辦理事項學生抵免學分辦理事項

         一、申請抵免學分之資格：

             （一）曾在大專校院就讀後再就讀本校之新生。

             （二）依照法令規定准許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者。

             （三）在本校期間修習其他課程持有學分證明者。

             （四）碩士班研究生於修學士學位期間先修研究所課程，且此課程不

               計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規定者。惟列入大學部畢業學分數內計算者，嗣後考取研|

               究所碩士班，如該等科目為校訂必修，在不變更碩士班畢業學分數原則下，得

               免修學分。

             （五）博士班研究生於修讀碩士學位期間先修博士班課程，且此課程不計入碩士班

               畢業學分數規定者。

             （六）轉系、轉所生。

        二、申請抵免學分之資格：於取得學分後次學期(新生為入學後第一學期)開學後第一週

              結束前（本學期為9/17）辦理，因故逾期再申請者，須經系所相關會議同意。

        三、申請抵免學分受理單位：

             初審單位：

       課程類別
初審單位及連絡人

     物理、物理實驗
普物小組召集人 周武清老師 工程六館三樓364

室  分機56129，可先mail給周老師預約時間，E-

mail：wuchingchou@mail.nctu.edu.tw

          微積分
科學一館207室 應數系辦公室 張麗君小姐 分機

56401

體育 體育館1樓體育室辦公室 教學組張振興老師 分

機51005

外語 綜合一館6樓語言中心辦公室 張乃懿小姐 分機

5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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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 綜合一館5樓通識中心辦公室 戴碧慧小姐 分機

52702

     專業必修及選修
各學系

系所於初審作業後，統一送教務處註冊組複核。

『國立交通大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詳文請參

閱：http://aadm.nctu.edu.tw/action.aspx?id=c2d2940f-0a8d-4d5c-

b8c3-1e6bde73bf49

四、永久課號的查詢與使用

1. 永久課號查詢：在選課系統之「課程時間表」－＞「查詢課程狀況」或「永

久課號查詢」均可查詢永久課號。

2. 各系歷年開設課程查詢：在選課系統之「課程時間表」－＞「課程時間表」

－＞選擇學年度學期－＞選擇本學系

3. 專業必選修課程使用之永久課號，儘量使用本系曾為同年級同學開設課程的

永久課號。永久課號的學分數與抵免學分數要一樣。

【註冊組提供】

↑↑top

 

修讀輔系（所）、雙主修及學分學程注意事項修讀輔系（所）、雙主修及學分學程注意事項

一、申請日期：每學期開學後加退選截止前（本學期為9/21）申請；大學

部學生申請修讀雙主修、輔系者至遲在修業第七學期申請。

二、申請程序：

（1）修讀輔系(所)/雙主修/學分學程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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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ype=1&id=f942929e-d521-4e19-9d97-3469ea1392d5

（2）修讀雙主修者請附歷年成績單供系所主管參考。

（3）各項程序辦妥後，註冊組承辦人影印申請單加蓋職章後交申請人留存。

三、注意事項：

（1）申請修讀後，符合主修系所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輔系(所)或雙主修規定學

分，欲放棄加修逕以主修系所畢業者，請備放棄修讀聲明隨時洽註冊組辦理。

（2）申請修讀學分學程者，在修滿學分學程規定學分後，請填寫「學分學程科

目審查表」，併同歷年成績單影本，經學分學程召集人審核後，再送註冊組，憑

以製發學程學分證明書。

（3）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學生修讀輔系(所)辦法、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及課

務組公佈之輔系(所)/雙主修系所表、各學系必修科目表、各碩士班修課規定、

學分學程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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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組提供】

↑↑top

 

註冊貼紙可就近於系所索取註冊貼紙可就近於系所索取

學生註冊貼紙，開學後可就近至各系所索取張貼外，亦可至註冊組（行政大

樓一樓）索取。

【註冊組提供】

↑↑top

 

 

學生證使用注意事項學生證使用注意事項

一、本校學生證上有非接觸式隱藏IC晶片、高抗磁磁條及條碼，在保存及使用

上請注意下列事項：

（1）應遠離酸性環境侵蝕，高溫熱源接觸及電氣高磁環境，避免坐壓變形及折

損變形。

（2）應避免暴露於50℃以上高溫及折損之破壞。

（3）請勿將多張IC卡同時觸碰感應區。

（4）請勿放置於金屬製品附近，亦不可當機械工具之用。

（5）使用時，若輕觸感應區的時間太短或距離太遠，請稍待片刻，重新感應即

可。

（6）使用時，若放置於皮包內感應，請注意厚度不可超過5公分，並仍請輕觸

感應區。

二、領取學生證後請到圖書館、計網中心、宿舍門禁及各系所門禁等場所測試學

生證上非接觸式隱藏晶片，確認學生證可正常使用。若無法正常使用請於96年

10月11日前帶著學生證到註冊組做檢測。

【註冊組提供】

↑↑top

 

交大出版社「交大出版社「2007開學開學All Pass好書特賣會」好書特賣會」

即日起至10/10，交大出版社推出「2007開學All Pass好書特賣會」，購

書可享超低優惠，滿額還可參加抽獎，交大教職員生不限金額另加贈筆記本一

本，請千萬不要錯過！（交大人別忘了於會員資料註明現就讀科系及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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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提供】

哦！）詳情請見本校出版社網站:http://press.nctu.edu.tw 

↑↑top

 

有關本校執行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大學部工讀性質為技術性或勞務性工有關本校執行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大學部工讀性質為技術性或勞務性工

作，至作，至96年年9月月1日起時薪調整為日起時薪調整為115元元/小時，請各單位配合辦理。小時，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依據教育部96年8月8日台高(四)0960115873號函暨本校96學年度第2次

行政會議(96年8月31日)決議辦理。

     一、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各用人單位依工讀屬性得優先任用屬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學生。

          本計畫執行成效，教育部將列入未來學雜費調整、相關評鑑之重要

          參考依據。

     二、大學部工讀助學金

          大學部工讀性質為技術性或勞務性工作者，至96年9月1日起時薪調整

          為115元/小時。

三、各館舍教室之清潔維護工讀生及各項工讀事項，請各單位應負責督導，

          落實工讀生管理，其執行成效未來將納入本校年度工讀金經費分配之參

          考。

                                                                【生活輔導組提供】

↑↑top

 

 

樂活健康月系列活動樂活健康月系列活動

「樂活」是一種讓「生活」與「快樂」一同持續的生活方式，並且不只是關

心自己本身的健康，而且還關心周圍的人與環境，十月衛生保健組舉辦樂活健康

月一系列多樣性活動，倡導宣揚這樣的健康理念，並歡迎社區民眾及園區人員共

襄盛舉，期能喚起校園及社區民眾整體對健康生活的察覺與行動，並舉辦有獎徵

答活動，環保餐具、樂活T-shirt、便利貼、精美書夾、多段變速登山車…等有

多項好禮等您拿!!

相關訊息網址請上衛生保健組網頁：http://health.adm.nctu.edu.tw

需了解更多請聯絡校內分機：51106   常善媚小姐 

Email:weisheng@cc.nctu.edu.tw

日期/星期/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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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週一） 

中午12:30-

14:30

免費肝功能檢測活動 

【採網路報名，限交

大學生參加，僅300

人額滿為止】

工程五館一樓大

廳

衛保組線上報名系統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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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週一)

下午13:30-

14:30

健康講座：樂活健康

好好吃 

師大健康促進系 

劉貴雲教授

工程五館地下一

樓國際會議廳

1.具公務人員時數認證 

2.『悅讀365』認證 

3.前30人報到贈精美禮品

10/1(週一)

下午14:30-

15:00

樂活健康月開幕茶會 

＊愛護地球，請自備

環保杯＊

工程五館地下一

樓國際會議廳

現場並備有茶點及線上健康檢測網

頁示範

10/1-10/31 線上檢測A好康： 

健康檢測互動網頁

（BMI檢測、腰臀圍

檢測、疲憊感檢測、

易胖指數檢測、飲食

行為檢測）、常見的

心理疾病

衛生保健組網頁 衛保組線上檢測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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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10/15 靜態展覽&有獎徵答：

主題（1）休閒食品＆

飲料內容分析展示

區；（2）校園常見疾

病及處理區；（3）健

康檢測互動網頁宣導

區

工程五館一樓大

廳

展場備有獎徵答活動區

10/2(週二) 

下午13:30-

15:30

電影讀書會： 

片名：不願面對的真

相

工五館三樓視聽

教室

具『悅讀365』認證

10/9(週二) 

下午14:00-

16:00

免費子宮頸抹片檢查 

【一週前網路報名，

限30歲以上之婦女，

帶健保卡】

學生活動中心側

門

衛保組線上報名系統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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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6-10/30 靜態展覽&有獎徵答：

主題：（1）環保與健

康區；（2）休閒食品

＆飲料內容分析展示

區；（3）校園常見疾

病及處理區；（4）健

康檢測互動網頁海報

及概念宣導區；（5）

心理健康區

浩然圖書館二樓

大廳

展場備有獎徵答活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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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週二)

下午13:30-

14:30

健康講座：談疼痛 

署立新竹醫院神經內

科 

葉伯壽主任

工程五館地下一

樓國際會議廳

1.具公務人員時數認證 

2.『悅讀365』認證 

3.前30人報到贈精美禮品

10/16(週二)

下午13:00-

17:00

免費骨質密度檢測 

【採網路報名，限

200人，額滿為止】

學生活動中心二

樓

衛保組活動報名系統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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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週一) 

下午13:30-

15:30

電影讀書會： 

片名：麥胖報告

圖書館一樓視聽

室

具『悅讀365』認證

10/30(週二)

晚上6:00-8:00

電影讀書會： 

片名：麥胖報告

圖書館一樓視聽

室

具『悅讀365』認證

10/31 有獎徵答得獎名單公

佈

 得獎名單公佈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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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交通大學衛生保健組

合作單位

    交通大學諮商中心、交通大學活力工作坊、吳伯楨肝臟學術基金會、新竹市衛生局食品衛

    生課、新竹市東區衛生所、新竹市光明里里長辦公室、新竹市明曜獅子會、桃園敏盛醫院

 

【衛保組提供】

↑↑top

 

 

「「2008亞太國際教育者年會暨教育展」訂於明年亞太國際教育者年會暨教育展」訂於明年3月月26日至日至28日假東京日假東京

早稻田大學舉行。早稻田大學舉行。

「亞太國際教育協會」(Asia-Pacific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PAIE)為韓國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前校長LEE Doo-

Hee所提倡成立的組織，其性質與美洲教育者協會（NAFSA）、歐洲教育者協

會（EAIE）相同，均透過固定年會，與全球教育者討論高等教育趨勢及政策等

議題，各國與會者亦可參加年會附屬之教育展。今年年會甫於新加坡國立大學舉

行，台灣方面計有交通大學、台灣大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等25所大學參

加，本校為了增加國際招生能見度，明年依舊繼續參與。

【國際處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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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波蘭Craco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誠徵國際講師訊息誠徵國際講師訊息

Schoo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Cracow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in Poland would like to invite an

international lecturer to conduct Implementing Change Module at

International MBA Program

Date: 8,9,10 February 2008 also possible 11-13 January 2008 or

25-27 January 2008 other terms could be discussed if necessary

     Friday: 6 lessons

     Saturday: 8 lessons

     Sunday: 8 lessons

Course: International MBA Program (23 students with business

experience)

Module: Implementing Change (lecture, case study, project to

write for students to grade them). 

Language: English Organizational and financial matters will be

individual discuss.

Please contact with: Donata Adler, Program Coordinator

                    e-mail: donataadler@ae.krakow.pl

                    phone: +48 12 293 55 68

Term of contact: as soon as possible

【國際處提供】

↑↑top

 

日本首都東京大學西澤潤一校長獲頒本校榮譽教授日本首都東京大學西澤潤一校長獲頒本校榮譽教授

日本首都東京大學西澤潤一校長獲頒本校榮譽教授，頒授典禮於9月17日在

本校交映樓國際會議廳舉行，日本首都東京大學工學院奧村次德院長也隨同前來

祝賀，同時本校也邀請日本交流協會副會長、亞東關係協會會長蒞臨致詞。西澤

潤一校長在日本擁有「半導體先生」、「光通信之父」的美譽，目前也擔任日本

學士院會員及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Academies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ical Sciences Inc.(CAETS)2007會長，是一位享譽世界有名的半

導體學者，實至名歸！

【國際處提供】

↑↑top

 

 

國科會檢送「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與作業說明，國科會檢送「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與作業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mailto:donataadler@ae.krakow.pl


符合申請資格者，得依規定備妥申請文件提出申請。符合申請資格者，得依規定備妥申請文件提出申請。

國科會來函通知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與作業說

明，符合申請資格者，得依規定備妥申請文件，經本校國際事務處備函提出申

請，本計畫隨時受理申請。相關資訊可至國科會國際合作處網頁查詢及下載申請

表格。 申請表格含：

1.國科會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作業說明

2.國科會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人才培訓計畫申請書

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跨國產學合作交流短期互訪申請表

4.國科會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專業人才培訓計畫國外研習計畫書

5.作業說明

【國際處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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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已開始受理申請，申請期限為年」獎學金已開始受理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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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學部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獎學金 

1.為鼓勵各學院積極推動學生赴國外知名大學短期留學，並自行籌募所需之

部分經費，學院或個人應提出相等金額之配合款。 

2.本校各學院與國外知名大學（院系所）簽訂之交換學生計畫下所選派的學

生，以出國進修一學期且修讀學分為原則，且在校成績平均達前50%或75

分，並符合外語能力規定。補助金額每人以三十萬元為上限，實際補助金額

及名額依當年度預算審核調整，補助金額分為全額補助及部分補助(二分之一

或四分之一)。 

3.本獎學金之審核，由審查委員會依據各學院提出之交換學生計畫、留學獎

學金募款狀況，以及該學院交換學生之相關資料進行審查，並以學院為單位

進行配合款經費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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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部優秀學生出國進修一年獎學金 

1.本校大學部大三在學學生，一至二年級兩學年總成績平均達全班前30％。

2.每年以五至十五名為原則，每人補助三十萬元(均全額補助)，實際錄取名

額將依當年度經費狀況調整。 

3.經由系所推薦，依據該生在校成績、外語能力、學習計畫等，必要時得舉

行口試，由審查委員會審查，擇優錄取，申請瑞典查默斯大學及芬蘭育華夫

斯基拉大學者，由國際事務處協助取得入學許可。 

4.獲獎學生於大學四年級期間出國進行交換，為期一年，獎學金不得保留或

延用。 

5.赴瑞典查默斯大學就讀學生，應依學校指派任務參與本校歐洲辦事處之運

作，工作內容由國際服務中心另行告知。

三、申請截止時間 

1.大學部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獎學金：每年3月31日及10月31日。 

2.大學部優秀學生出國進修一年獎學金：每年10月31日。

四、申請資料 

1.大學部短期配合款補助赴國外留學： 

學院需提出獎學金配合款申請書一份，說明該學院未來一年之交換學生計

畫、交換學生名單、申請學生相關資料（申請表、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及

系排名）、在學證明書、系所審查意見表、自傳、學習計畫、英文能力證

明、推薦信等有利審查資料）、經費籌募狀況及相關證明文件。 

2.大學部優秀學生出國進修一年：

申請表、中英文歷年成績單（含班排名及系排名）、中英文在學證明書、中

英文自傳、中英文學習計畫、系所審查意見書、英文推薦函兩封、英文能力

證明、家長同意書、其他能力證明或個人作品。

五、英文能力規定 

1.托福成績達IBT71，方可提出申請，於申請時繳交相關證明文件。 

2.申請全額補助者或申請瑞典查默斯大學者，托福成績應達IBT79分。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六、相關規定 

1.本獎學金審查委員會由國際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及各學院代表

一人組成。 

2.本獎學金限補助學生出國期間（以至少一學期為原則並須取得專業課程之

學分證明）所需之學雜費、生活費、機票等項目，於出國前檢具護照影本、

簽證影本、機票影本及獎學金合約書，於領取獎學金時附領據辦理獎學金發

放事宜。獎學金一經發放應於下學年內使用完畢，不得保留或延用。 

3.獲獎學生出國期間，其學費、學籍及兵役問題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辦理

4.大學部獲獎學生於國外就學期間，出國一學期者應修習相當於本校九學分

之課程；出國一年者應修習相當於本校十八學分之課程。凡修習課程學分者

於回國後檢具相關成績與學分證明，送教務處依相關規定辦理學分抵免，並

於返國後兩個月內提交心得報告及國外大學成績單與學分證明至國際事務處

5.獲獎學生及其監護人，於領取獎學金時須簽訂合約書，若有違犯合約規定

者，須繳回已領之獎學金。 

6.獲獎學生須自行購買足以支付海外就讀國家消費水準之海外醫療（含門診

及住院）及意外保險，並於抵達就讀學校一個月內繳交購買證明。 

7.獲獎學生於同一學位期間，不得再申請或領取本校之留學獎學金。 

8.獲獎學生赴國外研修期間，應保有學校學籍，並履行返國完成原攻讀學位

義務，如有休學、退學、不返國接續完成學業者，需歸還全額獎學金。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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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踴躍報名參加財物採購業務教育訓練請踴躍報名參加財物採購業務教育訓練

   

一、因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頂尖計畫，本校教學設備採購案日益增多，鑑於各

系所及行政單位均需辦理財物採購，為使採購作業流程統一，及便於各單位容易

瞭解採購程序，購運組訂定「財物採購作業手冊」，特舉辦財物採購業務教育訓

練。

     二、購運組訂於本(96)年10月9日(星期二)上午9時至11時於浩然國際會議

廳B廳舉辦財物採購業務教育訓練，請轉知所屬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請各單位於9月30日前於後付報名表上填妥後擲回購運組，以便安排座位及印製

「財物採購作業手冊」。

     三、有關財物採購業務教育訓練之課程表及報名表如附。

財物採購業務教育訓練課程表

上課時間：預定九十六年十月九日（星期二）上午九時至十一時

上課地點：浩然國際會議廳B廳

實施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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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各系所辦公室辦理採購人員

  2、老師研究助理辦理採購人員

  3、各行政單位辦理採購人員

課        程        內            容 時      間 主  講   人

一、致詞 09：00~09：10 總務長

二、採購法規及採購程序之概述 09：10~09：40 購運組組長

三、集中採購作業程序 09：40~10：00 購運組

四、未達公告金額公開取得報價單作業程序 10：00~10：20 購運組

五、100萬元以上採購注意事項 10：20~10：40 購運組

五、意見交流 10：40~11：00 購運組組長

報名表

單位名稱  

職       稱 姓       名 聯  絡  電  話 備        註

    

    

    

    

※報名方式

1、E－MAIL向購運組楊雪珠報名(shally@mail.nctu.edu.tw)

2、傳真報名表，FAX：5728271購運組楊雪珠(分機52104)

【總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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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際專車行駛時間表更新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際專車行駛時間表更新

96學年度上學期校際專車自學年度上學期校際專車自96年年9月月11日開始行駛至日開始行駛至97年年1月月11日，行駛日，行駛

時間表更新請時間表更新請

詳：詳：http://www.ga.nctu.edu.tw/ga2/news_more.php?id=636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選授課校際專車寒暑假期間皆停駛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跨校選授課校際專車寒暑假期間皆停駛

選授課校際專車選授課校際專車96年度起加開夜間班次年度起加開夜間班次

『台灣聯大跨校選授課專車』係供本系統跨校選授課之教師及學生優先搭『台灣聯大跨校選授課專車』係供本系統跨校選授課之教師及學生優先搭

乘。因專車班次及座位有限，近日搭乘人數日增，為保障跨校選授課者優乘。因專車班次及座位有限，近日搭乘人數日增，為保障跨校選授課者優

先乘坐權，憑停車證申請表可申請優先乘車證先乘坐權，憑停車證申請表可申請優先乘車證(停車證申請表請停車證申請表請

至至http://www.ga.nctu.edu.tw/ga2/news_more.php?id=636下下

載載)，其他非基於選授課目的而乘車者，請禮讓持證者優先上車，再依剩餘，其他非基於選授課目的而乘車者，請禮讓持證者優先上車，再依剩餘

座位數，依排隊順序上車，謝謝合作座位數，依排隊順序上車，謝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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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聯絡人：事務組李文興先生，校內分機31381。

【總務處提供】

↑↑top

 

二手電腦回收捐贈事宜二手電腦回收捐贈事宜

為配合行政院環保署委託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辦理“二手電腦回收捐贈

事宜”，請校內各單位若有已達年限尚堪用將汰換之電腦設備（586等級以上為

主，含15吋彩色螢幕、主機、鍵盤、滑鼠、喇叭）等，惠予提出贈與，填報”贈

與清冊”(請詳http://www.ga.nctu.edu.tw/ga4/news_more.php?id=644

)，於96年10月31日前送交本處保管組黃小姐，分機51903。

【總務處提供】

↑↑top

 

本校榮獲「第五屆全國機關學校檔案管理金檔獎」本校榮獲「第五屆全國機關學校檔案管理金檔獎」

本校檔管業務，在校長全力支持下，暨本處文書組全體同仁持續不斷的努力

之下，於96年3月由教育部推薦參加「第五屆機關學校檔案管理金檔獎」評選，

本案經檔案管理局廣邀學者專家組成評選委員會於96年7月25日進行實地評選

之後，榮獲「第五屆金檔獎」最高殊榮，願將此份榮耀與喜悅與大家分享。

【總務處提供】

↑↑top

 

法令函釋宣導法令函釋宣導

   

＊教育部96年9月4日台人（二）字第0960133920號函轉內政部同年8月

29日台內民字第0960131407號函以，「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二條及第

三條條文，業經該部修正發布，修正條文內容請至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點選參閱

     ＊教育部96年9月5日台政字第0960135658號書函轉行政院同年月3日院

臺法字第0960038861B號函以，「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第2條及第9

條條文，業經行政院96年9月3日院臺法字第096003886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修正條文內容請至人事室網站最新消息點選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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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96年8月20日台人（二）字第0960123917B號書函轉中央選舉委

員會同年7月30日中選行字第0963600142函以，「單一選區兩票制」將於第7

屆立法委員選舉首度實施。「單一選區兩票制」係將全國選區分為73個選舉

區，每一選區應選單一名額，選民投票時，可投兩票，一票選人，即投該選區一

位區域候選人（或原住民候選人）；另一票選黨，即投一個中意的政黨。

     ＊教育部96年7月31日台人（二）字第0960115435號函以，為避免不得

任用之教師應聘擔任教職，請確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規定辦理，其已任

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依教育部第二屆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第七次委員會大會會議決議辦理）。

     ＊教育部96年8月13日台法字第0960123071號書函，有關民法親屬編於

96年5月23日修正施行後，辦理出生登記，父母應於出生登記前約定子女姓氏

案。辦理出生登記，父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姓氏，約定文字寫於出生證明空白

處，並簽名或蓋章即可。約定不成者，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出生逾

30日，經催告不辦理者，由戶政事務所主任決定姓氏，並逕為出生登記。

     ＊教育部96年8月7日台人(二)字第0960119235號書函轉公務人員保障暨

培訓委員會函以，公務人員因公涉訟申請輔助，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

定請求權時效為5年，至其起算點，應於偵查、民刑事訴訟每一審級，有涉訟並

延聘律師輔助之事實發生時，各別起算。

     ＊中央健康保險局北區分局96年7月31日健保桃承一字第0960028438號

函以，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8條第1項第1款第2目及第3目被保險人

最近1年參加本保險平均投保金額與行政院主計處發布之各行業受僱員工平均經

常性薪資之比率，業於96年7月27日健保承字第0960050348號公告調整為

96.76%。

【人事室提供】】

↑↑top

 

 

重要訊息宣導重要訊息宣導

 

＊本校經新竹市政府核定為95年度超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於該府96年

度『推展身心障礙者就業促進暨職務再設計諮詢服務宣導會』中（96.8.29）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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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表揚。

   

＊本校96學年度第1學期教職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請

同仁於子女註冊日起3個月內填妥請領表(子女教育補助費請領表請至人事室網

站表格下載)並附相關證件逕送人事室辦理。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本(96)年度最新數位課程已於96年8月1

日上架「e學中心」數位學習網站，本階段上線課程計有「專案計畫與管理」、

「夥伴關係營造」、「地方治理」、「多媒體溝通英語」、「政府資訊公開法」

及「全國工友及駐警察線上填報作業」等6門課程。請同仁踴躍上線閱讀。

    

＊教育部96年8月24日台人(二)字第0960128175A號書函知本校該部訂於10

月6日舉辦部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第2次北、中、南區4場次多益集體測驗，請本

校公務人員踴躍報名參加說明會及測驗。                                     

報名專區: http://61.220.164.211/20071006/eRegNote.htm

＊教育部96年8月21日台政字第0960129065號書函以，據反映，近來有不明

人士借用某大學主管或同仁名義以不同藉口向各校或個人借錢之情事，請同仁提

高警覺，如發現上述可疑跡象，可透過刑事警察局「165反詐騙專線」詢問及檢

舉報案，或電「110」報案。　

     

＊教育部96年9月4日台人（二）字第0960130144號書函轉財團法人婦女新知

基金會同年8月17日婦知字第070037號函以，該會、南洋臺灣姊妹會、世新大

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世新大學臺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及Asia Pacific mission

for Migrants(APMM)訂於96年9月29日至30日於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國際會議

廳辦理「國境管制暨新移民女性培力國際研討會」，歡迎同仁踴躍參加。(網

址：http://www.nsc.gov.tw/_newfiles/events.asp?

act_cont_id=20070809004)

     

＊教育部96年8月21日台總(一)字第0960127590號函轉內政部辦理96年度住

宅補助作業，申請期間自96年8月16日起至96年9月17日止，請視需要逕洽各

地縣市政府辦理。

【人事室提供】

↑↑top

 

 

國民旅遊卡相關規定宣導國民旅遊卡相關規定宣導

＊教育部96年9月14日台人（二）字第0960138353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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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局同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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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96年9月4日台人（二）字第0960133916號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同年8月28日局考字第0960027351號書函以，為利離島觀光發展，請公

教同仁多前往離島馬祖、金門、澎湖休假旅遊，交通部觀光局並已將該等地區全

部納入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適用範圍。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96年8月8日中信銀專經字第96200039

號函，為提供完善服務予國民旅遊卡公務機關及同仁，將請該行在地之推廣服務

專員親自前往各機關，以服務所屬同仁完成國民旅遊卡轉換晶片卡之事宜，以利

同仁享有國民旅遊晶片卡之優惠。 

＊教育部96年8月14日台人(二)字第0960124399號書函，有關休假2日皆

加油刷國民旅遊卡各4000元(除將車加滿，剩餘再用桶裝)，當事人如未能就該

「桶裝加油」部分提出合理事由，則該「桶裝加油」部分之支出不得列入補助範

圍。 

＊教育部96年8月7日台人(二)字第0960118057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年7月30日局考字第09600162782號書函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

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5點(一)規定：「1.週一至週五休假期間以國民

旅遊卡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異地且隔夜刷卡消費，全年合計補助總額最高以新

臺幣16,000元為限。 2.休假半日以上，以國民旅遊卡於旅行業或旅宿業之國民

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消費者，不受第1目異地且隔夜消費限制；該休假期間前後

連續假日於各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之消費，均得併入補助範圍。3.符合第1

目及前目請領休假補助費規定之休假期間前後1日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刷卡之

交通費用，得併入補助範圍。」前開休假改進措施第5點第1款第4目，有關休假

期間前後1日之交通費用併入補助範圍，並補充說明如下： 

(一)休假期間符合第1目規定，即具非「旅行業」或「旅宿業」國民旅遊卡特約

商店之刷卡消費，並符合異地且隔夜之規定者：其交通費用係維持原規定，補助

「休假期間之前後1日」。 

(二)休假期間符合第3目規定，即具有「旅行業」或「旅宿業」國民旅遊卡特約

商店之刷卡消費者：其交通費用之補助，放寬至「含休假及前後所接連假日之前

後1日」。

【人事室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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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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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葉秀雲 專員 S8404 平調 96.09.03

工學院 姚于蓓 助理員 G9618 到職 96.08.13

財金所 沈稚螢 助理員 G9619 到職 96.09.01

綜合組 林佩蓉 助理員 E9610 到職 96.09.04

智權組 簡如涓 助理員 G9620 到職 96.08.01

公共事務委員會 李佳如 助理員 F9615 到職 96.08.01

人事室 王瓊瑩 助理員 F9417 離職 96.09.01

財金所 蘇文淇 助理員 F9105 離職 96.09.01

客家學院 邱秋雲 助理員 F9411 離職 96.09.01

勤務組 陳憶欣 助理員 G9517 離職 96.09.01

副校長室 高羨茹 助理員 F9414 留職停薪 96.08.27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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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英語檢定名單通過英語檢定名單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通過級數 測驗日期

會計室 助理員 邱琳雅 多益A2 2007/7/22

會計室 助理員 吳珍華 多益A2 2007/7/22

電物系 技佐 曹聖立 多益A2 2007/7/22

計網中心 技術員 蘇怡蓓 多益B2 2007/7/22

傳科系 助理員 邱秋雲 多益B1 2007/5/27

 

【人事室提供】

↑↑top

 

本月份壽星本月份壽星

洪士林老師 李美蓉小姐     游伯龍老師     莊純巧小姐 裘性天老師     

彭德保老師 陳政國先生     承立平老師     彭郁惠老師     張豐志老師     

鍾淑馨老師 詹巧鈴小姐 高  凱老師  莊晰欽先生 鍾文聖老師     

曹瑜珊小姐     洪振凱先生     鄭幸榮小姐     包曉天老師     許渲姝老師     

朱超原老師     楊恭賜教官     李忠益先生 林君信老師     蔡宜錦老師     

翁翊甯小姐     簡泰淇教官     雷添福老師     王翠鴻小姐     莊士卿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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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映雪小姐     江美儀小姐     鄭晃忠老師     鄒明莉小姐     張秋景小姐     

許鉅秉老師     李阿屏小姐     江蕙如老師     黃龍斌先生     符麥克老師     

邱裕鈞老師     任文瑛小姐     林聖迪老師     楊淨棻小姐     賴雯淑老師     

劉柏村老師     彭南夫老師     張仁松先生 黃淑真老師     范秀美小姐

邱顯順先生     洪慧念老師     吳聲裕先生     張程傑先生     李綱田先生

李秋芳小姐     陶振超老師     林麗娟小姐     龍錫舟先生     陳在湧先生

錢淑燕小姐     梁嘉雯小姐     吳晶敏小姐     臧育新先生     陳雅芳小姐     

王仁杰先生     陳家榆小姐     吳文榕老師     梁祐雄先生     葉智萍小姐     

王約瑟先生     林淑貞小姐     蘇玉琇小姐     鄭泗東老師     王麗娟小姐     

何仁芳小姐     施  瑋小姐     楊春美老師     林維君老師     張生平老師     

朱元鴻老師     黃淑英小姐     林錫寬老師     許美麗小姐     張振興老師     

鄞曉薇小姐     胡均立老師     胡竹生老師     崔燕勇老師     詹益欣老師     

王敏銓老師     王豐堅老師     蘇朝琴老師     陳仁浩老師     林秋敏小姐     

王文杰老師     林文杰老師     李蒙盛先生 李維銘老師 孫繼策先生

劉素萍小姐     蘇雅惠小姐     謝麗華小姐   

 

【人事室提供】

↑↑top

浩然新鮮報浩然新鮮報

1.瑞典！ ROCKS！

2.圖書館公告--96學年度新生證號說明 

3.圖書館公告--2007『OPEN啟動 學習起飛』 

4.圖書館公告--瑞典!ROCK! 瑞典10問得獎名單 

5.圖書館公告--9/29(六)補行上班日服務時間  

6.圖書館公告--中秋節通知

7.新增試用資料庫 - 萬方數據資料庫

8.新增試用資料庫 - 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 & 中國博碩士論文全文資料庫

9.新增試用資料庫 - ISI Proceedings 

10.新增試用資料庫- 9種EBSCO資料庫 

11.悅讀365之「學科資源大分享」--點數累積

【圖書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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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第年度第2期「補助延攬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暨研究學者專題研究期「補助延攬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暨研究學者專題研究

計畫」接受申請計畫」接受申請

本件至96年9月30日止接受申請，文函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參辦。申請

書表格等相關資料務請上線製作及傳送，申請單位請於9月26日前上線造具申請

名冊一式1份﹝申請案如屬人文處文學(一)及歷史學2個學門，請一併繳送書面

資料一式3份分裝2袋﹞交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事項詳參文函說明，並請自行

上網查詢作業要點相關規定(http://web.nsc.gov.tw/)。計畫業務組將協助處

理有關計畫申請造冊彙整事宜，餘有關延攬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相關問題請向人

事室洽詢。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國科會禽流感及新型流感專案計畫辦公室徵求國科會禽流感及新型流感專案計畫辦公室徵求97年度「禽流感與新型流感年度「禽流感與新型流感

專案計畫」構想書專案計畫」構想書

本件至96年10月1日止接受申請，文函附件已印送通知相關系所單位。欲

申請者，請於限期3日前備妥構想書一式4份及電子檔或光碟片1份逕寄該辦公室

承辦人(欲申請整合型計畫者，請交由總主持人彚整成冊統一寄送，免備函辦理)

其他事項詳參文函附件說明或請自行上網(http://web.nsc.gov.tw/)查詢。

【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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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damn GOOD－交大應藝所－交大應藝所2007師生聯展師生聯展

    09/20（四）中午12:00開幕茶會

   下午 1:30– 2:30 創作者導覽

    任何價值皆非絕對，

    任何判斷都有反面，

    我們應該怎麼理解世界？

    美麗或缺陷，

    不只是毛毛蟲的蛻變，

    更關乎那雙創造的手，欣賞的眼。

甚至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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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飛速向前的一條直線，

    歷史總是重演，幻滅無限迴圈，

    幸好，

    哲理會因為思考而閃耀，

    經驗會因為詮釋而美妙，

    所以，勇敢體驗，

    且讓我們以 O, damn good 來詠嘆這一切！

近年來，「設計」已成為國際競爭力的表徵，在媒體大篇幅報導下迅速抬高

了在一般大眾心目中的地位。隨著美感與設計在社會上的漸受重視，越來越多非

藝術設計相關科系學生或社會人士，開始嚮往進入所謂「美」的世界翱翔。

交大應藝所成立於理工背景起家的交通大學，已有15年歷史。當初均衡校內藝

文風氣之願景，自91年起漸漸藉由定期舉辦之展演活動，而達到一定之功效。

然而，出現越來越多嚮往藝術設計生活的人們，卻不代表他們擁有對此領域有越

來越多的理解！

     於是，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成果發表，讓企圖進入藝術、設計領域，或想要

培養藝術氣息之社會大眾及學生，更了解這個領域關心的議題，讓更多人看到

「交大應藝所」致力於將設計力、美感經驗與生活融合的精采呈現！

【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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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人生，千萬認真度過人生，千萬認真--李國修的戲劇人生觀李國修的戲劇人生觀

        【講綱】

         兩個夢

     1.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觀眾？／ 理性？感性？一會兒理性，一會兒感性？

     2. 我的戲劇創作／戲：扮演play、劇：故事story、戲劇：play the story＝drama（

         在一個虛構的故事裡，角色真實真情的扮演）

         2.1戲真劇假／參予（故事情節）、投入（角色困境）、投射（自我經驗）

     3. 我的戲劇人生觀

 　      3.1我的愛情觀與婚姻觀

 　      3.2我的親子教育

 　      3.3流眼淚運動

     4. 三心兩意過一生

　       4.1專心用心 將心比心 以心換心

 　      4.2一意孤行 執意無悔

     5. 五個永遠愛自己

 　      5.1永遠觀察人物百態

　       5.2永遠觀察事物狀態

 　      5.3永遠關心環境刺激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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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永遠記憶最深刻的情感

 　      5.5永遠被生命感動

          結語：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度過人生千萬認真

【講師簡介】

屏風表演班成立至今已邁入第21年，共發表了36回作品，李國修先生編寫其中

30回作品。

李國修先生獲獎紀錄：

1986  10月6日成立屏風表演班。

1995  12月《半里長城》榮獲中華民國編劇協會頒發第十三屆最佳舞台劇編劇

    魁星獎。

1997  5月以劇本創作「三人行不行」系列作品，榮獲第三屆巫永福文學獎，是

    國內劇本首度獲得此一嚴肅文學獎的獎項。

1997   8月榮獲第一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戲劇類得主。

1999  6月榮獲紐由約市文化局、林肯中心、美華藝術協會共同主辦並接受頒發

    《第十九屆亞洲最傑出藝人金獎》。

2006  6月榮獲台北市文化局第十屆台北文化獎。

【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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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情結」「懷舊情結」–辛幸純鋼琴獨奏會辛幸純鋼琴獨奏會

「懷舊情結」–辛幸純鋼琴獨奏會

活動時間：2007/9/27（四）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0927/20070927.htm

【藝文中心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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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寶級音樂家郭芝苑作品發表音樂會」「國寶級音樂家郭芝苑作品發表音樂會」–郭芝苑室內合唱團郭芝苑室內合唱團

「國寶級音樂家郭芝苑作品發表音樂會」–郭芝苑室內合唱團

活動時間：2007/10/02（二）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002/20071002.htm

【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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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神明」「炸神明」–一部道上兄弟的紀錄片一部道上兄弟的紀錄片

「炸神明」–一部道上兄弟的紀錄片

活動時間：2007/10/04（四）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004/20071004.htm

【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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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陳記」音樂會「雙陳記」音樂會

「雙陳記」音樂會         

活動時間：2007/10/11（四）

     地點：中正堂

     鋼琴：陳冠宇、男中音/陳敬堯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011/20071011.htm

【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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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傳奇「日月潭傳奇–光影戲」光影戲」–宏興閣皮影戲劇團宏興閣皮影戲劇團

「日月潭傳奇–光影戲」–宏興閣皮影戲劇團

活動時間：2007/10/17（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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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ews.artscenter.nctu.edu.tw/epaper/961/1017/20071017.htm

【藝文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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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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