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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迎新粉墨登場社團迎新粉墨登場   贏得滿堂喝采贏得滿堂喝采

 

秘 書 室 訊秘 書 室 訊

本校將推選本校將推選96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依作業辦法，需先請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依作業辦法，需先請

各方碩彥舉薦候選人，再行後續之選薦程序。各方碩彥舉薦候選人，再行後續之選薦程序。

 

國 際 處 訊國 際 處 訊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97年度第年度第1期「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台研究」、「獎期「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台研究」、「獎

助台灣地區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助台灣地區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

獎助案，校內申請於獎助案，校內申請於8/15截止，共有三件申請案。截止，共有三件申請案。

Erasmus Mundus歐盟碩士課程與獎學金為歐盟國家內大學與大學跨國合歐盟碩士課程與獎學金為歐盟國家內大學與大學跨國合

作提供聯合碩士學位。作提供聯合碩士學位。

本校與清華大學、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共同與美國阿岡國家實驗室簽署合作本校與清華大學、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共同與美國阿岡國家實驗室簽署合作

協議備忘錄。協議備忘錄。

本校與法國南特中央理工學院簽署學術合作協定。本校與法國南特中央理工學院簽署學術合作協定。

教育部檢送「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具之申教育部檢送「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具之申

請文件表」第請文件表」第1類、第類、第7類、第類、第18類及第類及第19類規定勘誤表更正申請文件表乙類規定勘誤表更正申請文件表乙

份。份。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訂於本年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訂於本年11月月5日舉辦「第一屆臺英高等日舉辦「第一屆臺英高等

教育研討會」。教育研討會」。

日本「首都大學東京」校長西澤潤一暨理工學院院長奧村次德９月日本「首都大學東京」校長西澤潤一暨理工學院院長奧村次德９月17-20

日來台訪問。日來台訪問。

 

教 務 處 訊教 務 處 訊

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第四期專題歡迎點閱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第四期專題歡迎點閱

霹靂快報

公共事務委員會公共事務委員會 編輯‧第編輯‧第  009期期  96/09/05‧‧→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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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學年度第一學期「霹靂博教學助理培英獎學金」申請截止

  2.CTLD網頁內系所評鑑網站及相關資源新增五子區

  3.請相關行政單位惠予提供各系所評鑑之「基本資料表」及「建議準備參考

     資料表」

  4.交通大學女性影展將於10月25日起開跑

 交流道

  1.成功者的共通特點—熱誠：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演講報導

特別專題報導--教學精進計畫專訪

  ※資訊學院（林一平院長）

     1.暑假別混！資訊學院讓你用功一整夏

     2.產學手拉手  創意、實習拼未來

  ※生物科技學院（楊進木教授）

     1.跨領域學習環境打造活力生科院

  ※通識中心（曾華璧老師）

     1.「根與芽」的推手  曾華璧對大學知道的貫徹

     2.通識教育中心的人道關懷

  ※人文社會學院(戴曉霞院長)

     1.逐夢，落實：「課堂上沒教的事」（上）

     2.逐夢，落實：「課堂上沒教的事」（下）

  ※客家文化學院（張玉佩助理教授）

     1.Learning When You Practice：客家學院傳播寫作課程

  ※管理學院（毛治國院長）

     1.管院AACSB認證：邁向國際化的一大步

  ※工學院（傅武雄副院長）

     1.英語授課：體貼外籍生困難強化本地生能力

傑出教學獎專訪

     1.王聖志老師：培養學生思考習慣，啟發學生自信心與企圖心

     2.巫木誠老師：3M法則，期許學生青出於藍

新生相關訊息照過來！新生相關訊息照過來！

學士班新生註冊時程學士班新生註冊時程

新生、舊生註冊、加退選等訊息看過來！新生、舊生註冊、加退選等訊息看過來！

教務處哈燒活動快報教務處哈燒活動快報

教務處活動成果分享！教務處活動成果分享！

 

學 務 處 訊學 務 處 訊

獎學金申請大變革～請同學多加注意獎學金申請大變革～請同學多加注意

就學貸款相關訊息就學貸款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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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務 處 訊總 務 處 訊

第二餐廳一樓美食街登場試賣中第二餐廳一樓美食街登場試賣中

女二舍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店女二舍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店9月月1日重新開幕日重新開幕

補助本校「低收入戶學生」餐券領取事宜補助本校「低收入戶學生」餐券領取事宜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及「貼心相貸」相關訊息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及「貼心相貸」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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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訊息重要訊息

法令函釋宣導法令函釋宣導

 

浩 然 新 鮮 報浩 然 新 鮮 報

不好意思當面問館員？那就用不好意思當面問館員？那就用msn問吧問吧!

悅讀悅讀365之「學科資源大分享」之「學科資源大分享」

悅讀悅讀365之之  借五本書借五本書or看一部影片，集一點！看一部影片，集一點！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LOCUS - SIAM's online journal archive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 Project Muse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Jstor Music Collection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 Emerald Management Xtra EMX140 

新增資料庫新增資料庫-TRI拓墣產研資料庫拓墣產研資料庫

熱門書排行榜熱門書排行榜-2007年第二季熱門書年第二季熱門書

閱讀國際閱讀國際-2007圖書館圖書館

閱讀國際系列活動閱讀國際系列活動--瑞典！瑞典！  ROCKS！！

閱讀國際閱讀國際-瑞典！瑞典！  ROCKS！！--瑞典瑞典10問問

閱讀國際閱讀國際-瑞典！瑞典！  ROCKS！！--讀書心得讀書心得

閱讀國際閱讀國際-瑞典！瑞典！  ROCKS！！--達人分享達人分享

閱讀國際閱讀國際-瑞典！瑞典！  ROCKS！！--精選書單精選書單

視聽中心館藏視聽中心館藏-閱讀國際閱讀國際--瑞典瑞典

推理館藏特展推理館藏特展--交大圖書館交大圖書館2007年年5-7月新進推理館藏月新進推理館藏

推理館藏特展推理館藏特展--近期交大讀者的推理小說閱讀心得近期交大讀者的推理小說閱讀心得

 

研 發 處 訊研 發 處 訊

恭賀本校光電工程學系郭浩中副教授及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陳智副教授榮恭賀本校光電工程學系郭浩中副教授及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陳智副教授榮

獲國科會獲國科會96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傑出研究獎」申請案受理申請年度「傑出研究獎」申請案受理申請

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遴選受理申請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遴選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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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踴躍參與社團聯展

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性別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性別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國科會徵求原住民籍學者申請原住民相關議題之整合型計畫國科會徵求原住民籍學者申請原住民相關議題之整合型計畫

國科會工程處徵求國科會工程處徵求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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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專案計嵌入式系統專案計

畫」畫」

國科會「國科會「95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本校獲核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本校獲核4人人

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本校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本校

獲核獲核2人人

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之甄選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之甄選

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中央研究院「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中央研究院「97年度第年度第1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

訪問研究」之甄選訪問研究」之甄選

 

電 控 系 訊電 控 系 訊

ARSO'07 會議將在交大舉辦會議將在交大舉辦

 

社團迎新粉墨登場社團迎新粉墨登場   贏得滿堂喝采贏得滿堂喝采

為歡迎今年度新生入學，交通大學於96年9月6日下午一時開始，於中正堂

外圍辦理「社團聯合招生博覽會」，共計有63個社團參與設攤，各社團菁英盡

出，為大學新鮮人開啟多采多姿的校園生活。社團聯展的重頭戲「迎新社團表

演」，也於晚間六時三十分於中正堂熱鬧舉行，舉凡熱舞社、魔術社、星聲社、

啦啦隊….等動態性社團也都粉墨登場，在社團聯展的表現中大放異彩。

社團攤位在一開始就湧現人潮，學長、

姊們親切為新生引導解說，現場也有社團精

湛的表演，無論是星聲社撼動觀眾聽覺的熱

門樂曲、魔術社引人入勝的精彩示範、汪汪

社殷切宣導關懷動物觀念、啦啦隊活力四射

的動感表演…等，都為活動增添不少人氣，今

年甚至有外籍生也加入社團招生的行列，讓

遠從異國到交大就讀的學子也倍感溫馨。

當天傍晚結束了熱鬧沸騰、充滿活力的社團聯合招生博覽會後，緊接而來的

是學長姐精心為剛入學新生所準備精彩非凡、熱力十足的社團迎新表演。

晚會表演由交大吉祥物「竹狐」以及飾演交通警察的吉他社成員擔綱主持，

首先由聽覺效果震撼全場的星聲社揭開序幕，星聲社幹部團藉由幾曲熱門音樂的

演出，迅速炒熱現場氣氛；緊接而來的是熱情奔放的視覺表演，國際標準舞社藉

由恰恰、倫巴、森巴三支表演舞步，寓意大學新鮮人修習愛情學分的過程；吉他

社、手語社所帶來的輕快歌曲，也讓在場的大學新鮮人陶醉其中；中場魔術社在

眾目睽睽之下，憑空將鴿子變出，以及管弦樂社澎湃悠揚的樂聲，莫不讓現場的

氣氛再度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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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場演出以音樂性社團、康樂性社團為主軸，每一社團莫不使出渾身解數，

為100級的學弟妹帶來最精彩的表演，而甫進交大的新鮮人，也不吝嗇的給予這

些努力有成的學長姐們最熱烈的掌聲。交大學務長現場也鼓勵同學在努力學習課

業外，應多培養多元興趣，充實的度過四年光陰。活動接近尾聲，啦啦隊以

cheer spirit的主題，為今年的社團迎新表演劃下完美的句點。

【公共事務委員會】

↑↑top

 

 

本校將推選本校將推選96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依作業辦法，需先請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依作業辦法，需先請

各方碩彥舉薦候選人，再行後續之選薦程序。各方碩彥舉薦候選人，再行後續之選薦程序。

倘蒙 惠賜舉薦，敬請於96年9月30日前，將舉薦書及相關資料，擲寄秘書

室或E-mail: sec@cc.nctu.edu.tw。

相關資料請上網下載：

1.舉薦書

http://info.nctu.edu.tw/filepool/news/124/200708101449.doc

2.舉薦委員會組織規程

http://info.nctu.edu.tw/filepool/news/124/200708101507.doc

3.名譽博士與傑出校友名錄

http://info.nctu.edu.tw/filepool/news/124/200708101508.doc

※ 聯絡人：秘書室邱美玲小姐(分機：31505)

【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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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97年度第年度第1期「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台研究」、期「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台研究」、

「獎助台灣地區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獎助台灣地區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補助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

學」獎助案，校內申請於學」獎助案，校內申請於8/15截止，共有三件申請案。截止，共有三件申請案。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97年度第1期補助申請案於8/31截止收件，校內申請

於8/15截止，本處收到三件申請案：獎助台灣地區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科技

管理研究所鄭智仁；獎助大陸地區研究生來台研究-浙江大學陳達如；補助大陸

地區專業人士來台講學或研究-客家學院申請，將由本處統一造冊發函至中華發

展基金管理會提出申請，審查結果於11月底公布。

【國際處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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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r a smus Mundus歐盟碩士課程與獎學金為歐盟國家內大學與大學跨國歐盟碩士課程與獎學金為歐盟國家內大學與大學跨國

合作提供聯合碩士學位。合作提供聯合碩士學位。

E rasmus Mundus歐盟碩士課程與獎學金為歐盟國家內大學與大學跨國合

作所提供的聯合碩士學位，申請人有機會獲得歐洲執委會所提供之高額獎學金，

學科涵蓋領域廣泛，共計有80學科供學生選擇。已完成高等教育課程之研究生

或擁有學士學位以上之學生均可申請入學並申請獎學金，若未獲獎學金仍可自費

就讀。詳請與申請步驟公布在歐洲經貿辦事處網站或歐盟總部Eropa網站。

【國際處提供】

↑↑top

 

 

本校與清華大學、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共同與美國阿岡國家實驗室簽署合作本校與清華大學、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共同與美國阿岡國家實驗室簽署合作

協議備忘錄。協議備忘錄。

近日本校與清華大學、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共同與美國阿岡國家實驗室簽署合

作協議備忘錄，以擴展奈米科技之研發與發展。備忘錄內容包含派遣科學家及工

程師進行短期及長期研究及共同合作研發奈米領域。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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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法國南特中央理工學院簽署學術合作協定。本校與法國南特中央理工學院簽署學術合作協定。

近日本校與法國南特中央理工學院簽署建立學術合作協定。南特大學每年約

收一百名外籍生攻讀碩士，並提供良好的企業實習機會。本校可輔導大學研究

生，以及研究生前往交流，如需相關訊息請與本處聯繫。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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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檢送「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具之申教育部檢送「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具之申

請文件表」第請文件表」第1類、第類、第7類、第類、第18類及第類及第19類規定勘誤表更正申請文件表類規定勘誤表更正申請文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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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份。乙份。

教育部檢送「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具之申請

文件表」第1類、第7類、第18類及第19類規定勘誤表更正申請文件表乙份，已

將紙本文件分送至各系所留存參考。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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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訂於本年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訂於本年11月月5日舉辦「第一屆臺英高日舉辦「第一屆臺英高

等教育研討會」。等教育研討會」。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訂於本年11月5日舉辦「第一屆臺英高等

教育研討會」，邀請臺英雙方大學校長、國際事務主管、教授、學者及高等教育

機構資深人員與會，本處擬派徐保羅副國際長及吳宗修老師出席，針對雙方合作

現況、學生招募、臺英大學校院發展等議題進行討論，期能開啟更多未來雙方高

等教育合作交流契機。

【國際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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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都大學東京」校長西澤潤一暨理工學院院長奧村次德９月日本「首都大學東京」校長西澤潤一暨理工學院院長奧村次德９月17-20

日來台訪問。日來台訪問。

西澤潤一校長為本年甫獲本校推薦之榮譽教授，典禮將於9月17日下午舉

行。

  9/17（一）

  14:30-15:00頒發榮譽教授典禮

  15:00-15:30西澤潤一校長致詞演講

  15:30-16:30茶會

  16:30-17:30參觀NDL&交大光電系

                                                                     【國際處提供】

↑↑top

 

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第四期專題歡迎上網查閱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第四期專題歡迎上網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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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靂快報霹靂快報

96學年度第一學期「霹靂博教學助理培英獎學金」申請截止

CTLD網頁內系所評鑑網站及相關資源新增五子區

請相關行政單位惠予提供各系所評鑑之「基本資料表」及「建議準備參考資料

表」

交通大學女性影展將於10月25日起開跑

交流道交流道

成功者的共通特點—熱誠：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小柴昌俊演講報導

特別專題報導特別專題報導

教學精進計畫專訪

資訊學院（林一平院長）

暑假別混！資訊學院讓你用功一整夏

產學手拉手  創意、實習拼未來

生物科技學院（楊進木教授）

跨領域學習環境打造活力生科院

通識中心（曾華璧老師）

「根與芽」的推手  曾華璧對大學知道的貫徹

通識教育中心的人道關懷

人文社會學院(戴曉霞院長)

逐夢，落實：「課堂上沒教的事」（上）

逐夢，落實：「課堂上沒教的事」（下）

客家文化學院（張玉佩助理教授）

Learning When You Practice：客家學院傳播寫作課程

管理學院（毛治國院長）

管院AACSB認證：邁向國際化的一大步

工學院（傅武雄副院長）

英語授課：體貼外籍生困難強化本地生能力

傑出教學獎專訪傑出教學獎專訪

王聖志老師：培養學生思考習慣，啟發學生自信心與企圖心

巫木誠老師：3M法則，期許學生青出於藍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top

 

新生相關訊息照過來！新生相關訊息照過來！

學士班新生辦理休學注意事項

96年度入學學士班新生於開學前辦理休學者，請備妥以下要件： 

1.繳驗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驗正本，交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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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繳交「學籍資料表」。

3.繳交1/3學費（約6,000元），所繳費用不再退還。

4.「學生基本資料核對單」資料須更正者，繳回更正之「學生基本資料核對

單」。

於註冊組網站http://academic.nctu.edu.tw/registra/index.aspx

下載『休學申請單』經家長簽章（或下載填寫『學士班學生休學家長同意

書』），系所及註冊組審核後，會各相關單位後繳回註冊組，始完成程序。

【註冊組提供】

↑↑top

 

學士班新生註冊時程學士班新生註冊時程

日期 時間 註冊學系別

九月五日

08:00 電機資訊學士班、光電工程學系

08:20 電子工程學系

08:55 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

09:30 電信工程學系

10:05 資訊工程系

九月六日

08:00 機械工程學系

08:30 土木工程學系

09:00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09:15 生物科技學系

09:30 電子物理學系

09:55 應用數學系

10:15 應用化學系

13:00 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

13:10 管理科學系

13:25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13:35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4:00 人文社會學系、傳播與科技學系

註冊地點：中正堂大廳

註冊請依上項排定時間辦理註冊，並攜帶下料相關資料：

1.繳驗高中職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繳二年或三年級修業

證書及成績單) ，驗正本，交影本，影本上註明系別、學號。

2.繳交「學籍資料表」，貼妥2吋相片。

3.資料須更正者，繳回更正之「學生基本資料核對單」。

【註冊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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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舊生註冊、加退選等訊息看過來新生、舊生註冊、加退選等訊息看過來

一、碩博新生及學、碩、博在校生註冊事項

請於8/24至9/12於逕自出納組網頁

http://140.113.103.55/cashier/下載學雜費繳費單繳費即可。

【註冊組提供】

二、新生、舊生選課及加退選日期

9/3~9/6為96學年度第一學期入學新生及在校舊生選課；開學後加退選日期從

9/10~9/21。請同學務必把握選課時間上網選課，並請上網路選課系統：『確

認選課狀況』- 『查詢選課狀況』，仔細核對自己的選課狀況（包含課號、課

名、開課老師、上課時間）是否正確。

【課務組提供】

三、工四館階梯教室整修，部份課程教室臨時變更！

因應頂尖大學計畫，為改善教學環境而整修工程四館ED026、ED027、

ED116、ED117、ED219、ED220共6間階梯教室。因開學前來不及完工，經

與電機學院協調後，下列課程將臨時變更上課教室，變更時間從

9/10~9/23（開學第一、二週）；自9/24以後則恢復為原教室上課，造成不便

之處，敬請各位師生見諒。

【課務組提供】

課號 科目名稱 教師 開課系所
(96年)9月10日至23日

原教室變更上課教室
時段

1109 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 紀翔峰 電信系 ED026 ->工程五館EE106 4GH

1117 微算機原理與實驗 王逸如 電信系 ED026 ->工程五館EE106 3CD

1124 電路學 張志揚 電信系
ED026 ->人社二館F110

ED026 ->工程五館EE106

1GH(F110)   

2CD(EE106)

1128 軟體創意專題 廖維國 電信系 ED026 ->人社二館F210 2E

1135 電磁學 (二) 鍾世忠 電信系
ED026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1CD3B

1136 軟體創意專題 廖維國 電信系 ED026 ->人社二館F210 2E

5034 數位積體電路 周世傑 電子碩
ED026 ->工程五館EE106

ED026 -> 綜合一館A104

2GH(EE106)

5EF(A104)

5084 數位通訊 蘇育德 電信碩
ED026 -> 人社二館F110

ED026 -> 工程五館EE106

1EF(F110)

4F(EE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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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 數位電路設計 單智君 資工系
ED027 ->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2B5EF

1614 電子學 (一) 彭文孝 資工系
ED027 ->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1GH4CD

1646 計算機圖學概論 林文杰 資工系
ED027 ->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1EF4B

1647 計算機系統研討 曾煜棋 資工系
ED027 ->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2EF

5174 創新技術研發管理 魏哲和 電機學院
ED027 ->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3EFG

5927 正規語言與計算理論 蔡錫鈞 資科工碩 
ED027 ->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3CD5G

5937
論文研討-資訊系統與系統

設計

鍾崇斌 資科工碩 
ED027 ->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4EF

5939 程式安全 黃世昆 資科工碩 
ED027 ->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2CD4G

5958 個別研究 多媒體所 多媒體所
ED027 -> 綜合一館AB103

(空大) 6A

1015 電子與生活 李璨如 電工系 ED116->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3B

1015 電子與生活 周世傑 電工系 ED116->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3B

1016 物理（一） 黃遠東 電工系 ED116->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4EF

1020 計算機程式設計(一) 趙家佐 電工系 ED116->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3CD

1021 線性代數 張錫嘉 電工系 ED116->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5B

課號 科目名稱 教師 開課系所
(96年)9月10日至23日

原教室變更上課教室

時段

1022 化學 (一) 張國明 電工系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1B4GH

1027 電子學(一) 陳龍英 電工系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2GH4CD

1035 材料科學導論 邱碧秀 電工系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1CD

1045 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導論 張添烜 電工系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1GH

1046 通訊原理 (一) 溫瓌岸 電工系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2B

1057 電子專題討論 (二) 陳明哲 電工系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5CD

5001 李立台揚科技講座 魏哲和 電子碩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2EF

5002 電子專題研討(一)(固態組) 荊鳳德 電子碩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1EF

5002 電子專題研討(一)(固態組) 張國明 電子碩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1EF

5003 電子專題研討(一)(系統組) 黃宇中 電子碩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2CD

5003 電子專題研討(一)(系統組) 柯明道 電子碩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2CD

5014 半導體實驗 林鴻志 電子碩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3EF

5024 奈米電子元件 荊鳳德 電子碩 ED116 ->工四館國際會議廳 1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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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 數位電路設計 張明峰 資工系 ED117 ->工程三館EC022 2B5EF

1615 電子學 (一) 邵家健 資工系 ED117 ->計中國際會議廳 1GH4CD

1621 區域網路與通訊原理 趙禧綠 資工系 ED117 ->計中國際會議廳 1EF4B

1644 軟體專題實驗（二） 陳健 資工系 ED117 -> 計中國際會議廳 3CD

1645 硬體專題實驗（二） 陳健 資工系 ED117 ->計中國際會議廳 3CD

1648 資訊系統研討（二） 李嘉晃 資工系 ED117 ->社二館F110 2EF

5926 計算機架構 陳健 資科工碩 ED117 ->計中國際會議廳 2CD

5945 個別研究 網路所 網工所 ED117 ->計中國際會議廳 4G

5946 論文研討-網路工程 楊啟瑞 網工所 ED117 ->計中國際會議廳 4EF

5953 個人通訊 林一平 網工所 ED117 ->工程三館EC022 3IJK

1111 基礎通信系統簡介 張振壹 電信系 ED219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2EF

1113 計算機概論與程式設計 溫宏斌 電信系 ED219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2CD

1121 微分方程 黃瑞彬 電信系 ED219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1CD4B

1132 數位信號處理簡介 張文輝 電信系
ED219 ->工程五館EE105

ED219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1G(EE105)

4CD(交映樓)

5070 論文研討-系統組 孟光森 電信碩 ED219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3EF

5071 論文研討-電波組 吳霖 電信碩 ED219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4EF

5072 論文研討-SOC組 洪崇智 電信碩 ED219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3GH

5085 隨機過程 陳伯寧 電信碩 ED219 ->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3CD5H

課號 科目名稱 教師 開課系所
(96年)9月10日至23日

原教室變更上課教室

時段

5086 編碼理論 電信碩 電信碩 ED219->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2B5EF

5088 數位信號處理 電信碩 電信碩 ED219->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2GH5C

5094 微波工程(一) 電信碩 電信碩 ED219->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1AB3AB

5138 計算機輔助設計特論 電機專 電機專 ED219->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1IJK

5144 隨機過程 電機專 電機專 ED219->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5IJK

5156 專題研討-電信系統組 通訊產專 通訊產專 ED219->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3EF

5157 專題研討-電信電波組 通訊產專 通訊產專 ED219->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4EF

5158 專題研討-電信SOC組 通訊產專 通訊產專 ED219->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3GH

1028 電子學（一） 電工系 電工系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2GH4CD

1043 量子力學導論 電工系 電工系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1EF

1046 通訊原理（一） 溫�岸 電工系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5EF

1047 計算機組織 黃俊達 電工系 ED220-> 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1B4EF

1052 微處理機系統與實驗 林正中 電工系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5G

1055 半導體工程 崔秉鉞 電工系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2EF

5007 製程整合 崔秉鉞 電子碩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1CD4B

5008 固態物理 林聖迪 電子碩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3X5CD

5013 半導體物理及元件(一) 雷添福 電子碩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2CD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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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1 積體電路技術（一） 羅正忠 電子碩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1GH3GH

5027 類比積體電路 吳介琮 電子碩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3EF5B

5031 計算機輔助設計特論 周景揚 電子碩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2B3CD

5140 天線與電波傳播 唐震寰 電機專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1IJK

5140 天線與電波傳播 吳霖 電機專 ED220->電資大樓第四會議廳 1IJ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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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哈燒活動快報教務處哈燒活動快報

一、本校「教師評量辦法」草案公聽會，歡迎各位老師蒞臨！

96年9月12日下午1：30舉辦本校「教師評量辦法」草案公聽會，地點於電

資大樓國際會議廳。歡迎各位老師蒞臨！

【教學發展中心】

二、「教學助理TA教學工作坊」來囉！

教學發展中心將於9月14日(星期五)上午九點至十二點於浩然國際會議廳 B

廳舉辦「TA教學工作坊」，歡迎獲獎TA親自領獎及進行教學經驗交流。詳情將

於近日公佈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教學發展中心】

 

三、e-Campus 3.0 【e3教育訓練課程】9月6日（四） 10:00~12:00

免費參加！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將於9月6日（四）早上10:00~12:00 ，於計中第4電腦

教室舉辦e-Campus 3.0(e3)教育訓練，竭誠邀請對e3有興趣的教師能撥冗參

與，並建議老師們的助理／助教也能一同參與。

敬請於9/3(一)前回覆是否參與、參與人數，以便安排中午的便當，謝謝！

日期： 2006/09/06(四)

時間： 10:00 ~ 12:00

地點： 計中第4電腦教室

任何的疑問或建議，歡迎與我們聯絡！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原網路教務組)

陳小姐  分機31433 

e-mail：joychen@mail.nctu.edu.tw

【數位內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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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最實用的網路教學必備教材「計算機網路實驗」新書上市特價中！

由計算機網路中心主任暨資工系教授林盈達編著的「計算機網路實驗」，將

於9月5日由交大出版社正式發行。本書精選13個網路實驗，詳述實驗目的、設

備、背景、方法、步驟、記錄、問題討論、參考資料等。另提供7個相關技術性

文章及教學示範影片，深入探討實驗的背景知識及實作方法，並清楚示範7大實

驗的每個細節，以作為學生或網管從業人員自修之用。

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系黃仁竑教授讚譽本書為一本「幫助學生從做中學，將網路複

雜空洞的理論具體化於實驗中的好書。」友訊科技廖志誠總經理則欣喜表示，

「終於有一本正規訓練網路工程師的實習教材。」。本書不僅榮獲學界、業界一

致推薦，更由於大量使用Linux及 open source資源，不須添購昂貴的設備即

可運用，相當適合教師選作網路實驗輔助教材，開授一整門課的計算機網路實

驗，或僅抽取數個實驗讓學生實作。本書定價450元，上市特價360元，有興趣

購買的教師、學生請至交大出版社網站購買。(http://press.nctu.edu.tw)

【數位內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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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活動成果分享！教務處活動成果分享！

一、「97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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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置

於--教學發展中心網頁

http://ctld.nctu.edu.tw「系所評鑑網站與相關辦法」中，供各院系所參考。

二、燒～傑出教學助理獲獎名單出爐！

傑出教學助理獲獎名單已出爐，共計獲獎學生為114位，每人可得獎金五千

元整，得獎名單已公佈於教學發展中心首頁『最新消息』。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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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申請大變革～請同學多加注意獎學金申請大變革～請同學多加注意

一、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獎學金即日起受理申請，截止日期依各項獎學金

規定。請連上生輔組網頁獎學金專區(http://140.113.101.78/scholarship/)

搜尋獎學金資訊，所有獎學金來文訊息將同步公布於此網頁及張貼於行政大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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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生輔組佈告欄。欲申請者請逕自網頁下載辦法及申請表，或洽生活輔導組辦公

室領取各項申請表。

二、96學年度『殷之同紀念獎學金電子實驗計畫』之申請時程，至96年10

月5日止。申請此項獎學金者得另申請其他獎學金。

三、自96學年度始，獎學金申請程序有重大調整(一律需上網填寫資料)，

請洽獎學金申請專區查詢申請流程及相關說明，如有疑問請逕洽詢生輔組承辦人

—蔡小姐(分機50855)。

四、獎學金申請須知所列各項獎學金，為前年度提供獎項之獎學金種類，僅

供參考，內容非固定不變，實際資料依來文為準。種類繁多，同學可上網查詢或

洽生輔組佈告欄查詢。

五、各項獎學金辦法註明研究生可申請者，研究生方可申請，其餘均供大學

部同學申請。

六、為配合獎學金贊助單位作業，申請人請將資料備齊，以免錯失獲獎良

機。

七、其他注意事項

1.在學證明書用學生證影本代替即可。

2.戶籍謄本須向戶政事務所申請，不同於戶口名簿影本

3.未領公費證明請逕洽生活輔導組申請。

※  獎學金種類參考手冊，請洽生輔組領取。

【生輔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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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貸款相關訊息就學貸款相關訊息

一、申請資格：

1.家中年收入在114萬以下者。

2.年收入總數在114萬元以上至120萬元之標準者，需自付半數利息。

3.家中年收入在超過120萬以上，且有兩位以上兄弟姐妹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如確實需要申請貸款者，請準備近三月內戶籍謄本/兄弟姐妹之學生證正反

面/學雜費繳費單，其貸款利息需自行負擔，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二、貸款方式：

根據學雜費繳費單上的『就學貸款可貸金額』上台灣銀行網

站https://sloan.bot.com.tw填寫申請書及撥款通知書後、將其列印下來一式

三份親至任一分行辦理對保手續；學生及家長帶雙方身分證 / 印章 / 繳費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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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月戶籍謄本一份 / 錄取通知單親至台銀各分行辦理。

三、辦理日期：銀行對保後請務必將以下資料於96年9月12日(註冊截止

日）前繳至生活輔導組才算完成貸款手續，資料不全、逾期皆不予受理。

1.已完成對保手續之貸款申請書第二聯學校存執

2.學雜費繳費單（暫不需繳費）

3.就學貸款申請表（ 至生輔組網站登錄資料後下載）

4.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第一次申請或資料有異動者)

四、就學貸款可貸金額涵蓋學分費、雜費、平安保險費105元、書籍費

3000元、住宿費外宿生10500元

五、已申辦減免（學雜費）、公費或領有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或其他政

府相關補助的同學，可貸款金額為扣除減免部分的差額，不得多貸。

六、申請就學貸款倘送件審核資格不符，接獲學校通知一週內需主動繳交學

雜等各項費用，若有延誤將依規定懲處。

業務連絡：生活輔導組(03-5712121分機31405或專線03-5131222)

生輔組首頁：http://www.cc.nctu.edu.tw/~scahss/

【生輔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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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餐廳一樓美食街登場試賣中第二餐廳一樓美食街登場試賣中

第二餐廳一樓美食街攤位持續進駐中，預計於96年9月1日(星期六)全部進

駐完畢，歡迎舊雨新知~~前往嚐鮮~~!!

進駐的攤位 ：

1. 5℃冷飲果汁吧

2.古早味滷味

3.蔥抓餅

4.100葷傳統小吃

5.御品廣東粥

6.同心豆花

7.金盃美而美

8.廣式燒臘

9.八方雲集

10.中式快餐

11、康城自助餐

本案聯絡單位： 總務處勤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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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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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二舍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店女二舍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店9月月1日重新開幕日重新開幕

女二舍便利商店、摩斯漢堡店契約屆滿5年，經本校公開評選後，仍由全家

便利商店、摩斯漢堡店取得經營權。

全家便利商店、摩斯漢堡店已重新整修竣工，目前正進料中；全案即將於

96.09.01重新開幕。

全家便利店以85折、摩斯漢堡店以9折~~優惠師生~~。

本案聯絡單位： 總務處勤務組

【總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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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本校「低收入戶學生」餐券領取事宜補助本校「低收入戶學生」餐券領取事宜

女二舍「又一村餐廳」補助本校「低收入戶學生」餐券領取事宜。歡迎本校

「低收入戶學生」（以領取鄉、鎮公所開立之證明者為限）， 領取免費餐券。

相關訊息如下：

贊助餐廳：女二舍又一村餐廳（五六食品有限公司）。

申請資格：本校96學年度第一學期「低收入戶學生」（以領取鄉、鎮公所開立

之證明者為限）。

贊助內容：免費餐券。

領取時間：每個月最後一個禮拜之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30-2：30）。

 領取地點：至女二舍一樓餐廳找賴怡心小姐(三姐)或林小姐領取下個月份之餐

券。

又一村餐廳賴怡心小姐聯絡電話：0989-261930

【總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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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及「貼心相貸」相關訊息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及「貼心相貸」相關訊息

機關同仁如因重大災害肇致財產損失，得分別申辦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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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相貸」~全國公教員工低利消費性貸款，以紓解緊急資金需求。

依據教育部96年8月27日台總(一)字第0960131126號函辦理。依據公務

人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96年8月23日住福企字第096030597950303341號函

辦理。

近日因豪雨肆虐，部分地區遭受嚴重災害，為應災後家園重建或其他緊急資

金需要，公教同仁可依「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規定，申辦「重大災

害貸款」，最高可貸60萬元，優惠利率為年息2%，分五年(60期)平均攤還本

息。

不符申辦急難貸款資格條件者，則可辦理本會遴選金融機構承作之「貼心相

貸」~全國公教員工低利消費性貸款，目前年息為2.85%，貸款金額80萬元以

下免徵保證人，手續簡便，有需求同仁可洽合作金庫銀行、澎湖第二信用合作

社、竹南信用合作社、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桃園信用合作社各地分行（社）辦

理。

如欲進一步瞭解相關貸款詳情，請逕詢上述銀行（合作社）或參閱住福會網

站http://www.hwc.gov.tw。

本案聯絡人：保管組劉小姐51906。

【總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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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 請問學校最近有清理腳踏車嗎？今天找不到腳踏車，或許被誤清除了想去找找看。

A1

本校每年至少會清理一次廢棄（不堪用、閒置）腳踏車。作業流程是由外勤班於校

區內閒置不用之腳踏車上張貼公告標識，請車主於兩週內自行處理（同時張貼校園

公告），逾期則以廢棄物認定移除。目前外勤班已將廢棄腳踏車移置於服務大樓花

房前，如有問題請逕洽外勤班－校內分機 51755 。

Q2 因初任教職，我想請問公教存款相關規定（例如存款金額上下限，及該如何辦理）

A2 出納組已回覆。

Q3

之前如主旨詢問"公教存款"相關規定及辦法但得到的回覆卻是有關"公教貸款"，因

初任教職，想瞭解公教存款相關規定及辦法（例如存款上下限、利率及申辦方

法)。

A3 出納組已電話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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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環校機車道的路燈在靠近女二那一段，也就是要上坡的那一段， 晚上都沒有路

燈，還蠻危險的，希望能設路燈。

A4 營繕組已招商檢修。

Q5
E棚內的路樹已經長得過低，造成停車不方便及有行車安全的顧慮，希望能盡快修

剪。

A5 事務組已於昨日處理。

Q6
材料實驗室（營繕組隔壁）後面停車棚的校樹長得太茂盛，要去停機車的時候，都

會被樹枝打到頭，可否派人修剪一下。

A6 事務組已於昨日處理。

Q7

住進交大宿舍以來，每隔幾天晚上都會飄進很濃的味道，聞起來類似有毒廢氣，根

本無法深呼吸，甚至連十三舍都有同學聞到。我們強烈懷疑是竹科排放的廢氣，請

問學校可以代表學生跟竹科的管理處反應嗎?或是學生出面的話，學校能給我們什

麼樣的協助呢?

A7

有關空氣污染，因稍縱即失，必須現場檢舉，園區廠商可能都是利用夜間不定時排

放，所以建議同學發現有異味，請馬上撥市環保局陳情電話：0800351855或

0800066666報案，若等隔天再報案，環保局人員也沒有辦法處理。若陳同學需

要再進一步了解，可與本人連絡，分機51512。

Q8
11舍3樓飲水機後方的水管脫落，排水不會流入排水管，會外流到地板， 已將入

水關掉。

A8 飲水機排水管住宿組已通知衛生保健組招商修妥。

Q9 女二舍後的車棚裡沒燈，晚上很暗。

A9 營繕組已派水電班處理。

Q10
竹湖往D機車棚(管理學院後面)人行道照明燈下午三、四點就亮著，浪費能源很可

惜，請有關單位處理一下。

A10 營繕組已派水電班處理。

Q11
在中正堂文書組旁殘障坡道上，花台上堆放天花板施工材料，已告知文書組相關人

員，但迄今未清除，請協助。

A11 營繕組承包商已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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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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函示宣導法令函示宣導

＊教育部96年8月13日台法字第0960124114號函轉司法院秘書長同年月9

日秘台大二字第0960016572號函以，該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629號解

釋，刊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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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moj.gov.tw），請自行下載參閱。

＊教育部96年8月31日台法字第0960133310號函轉司法院秘書長同年月

27日秘台大二字第0960017805號函以，該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631號

解釋，刊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網址：

law.moj.gov.tw），請自行下載參閱。

＊教育部96年8月13日台法字第0960124395號函轉行政院年月10日院授

臺秘字第0960037794號函以，「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5條條文，業奉

總統96年8月8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102811號令修正公布，修正條文請至總

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第6756期公報系統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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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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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訊息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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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96年度第2梯次員工休閒旅遊活動（三日遊）原訂於8月19- 21日舉

行，因聖帕颱風造成蘇花公路中斷，目前尚未穩定行駛大客車，為安全起見，本

活動將有所調整，辦理日期及詳細行程，將另行公告。屆時原已報名而無法參加

同仁，得辦理退費。

＊教育部96年8月24日台人(二)字第0960128175A號書函以，該部訂於本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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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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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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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光電工程學系郭浩中副教授及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陳智副教授榮恭賀本校光電工程學系郭浩中副教授及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陳智副教授榮

獲國科會獲國科會96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依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遴選作業要點」規定，獲獎人遴選方式係由國

科會主動遴選符合資格條件者，本校郭浩中副教授及陳智副教授本年度榮獲此獎

項，已印送文函及獲獎人員名單通知系所轉知獲獎人。獲獎人將由國科會頒發獎

牌1面，請另候國科會通知辦理。獲獎人獲核之連續3年每年50萬元研究經費，

國科會已核列於專題計畫核定清單中。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傑出研究獎」申請案受理申請年度「傑出研究獎」申請案受理申請

一、國科會96年度「傑出研究獎」申請案受理申請，來函及附件資料已印

送通知各系所中心單位轉知教師參辦。校內線上作業收件截止日至96年9月20

日止(96年9月22-25日為連休假期)。

二、國科會96年8月8日修正通過「傑出研究獎遴選作業要點」，修正重點

如下

1.申請截止日前5年內曾生產者，其研究成果評比年限得延長至7年，但應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2.自96年度起，傑出研究獎申請案全面實施線上申請作業。

三、96年度傑出研究獎申請案已全面實施線上製作申請表，請申請人上線

作業，並請依該會各學術處規定增填相關表件。線上申請相關作業請參照文函所

附線上申請作業使用注意事項辦理。

四、請各系所中心單位承辦人將申請案先行初檢，確認申請人上傳之資料完

備後，列印申請名冊一式2份、表C701等資料於校內收件截止日前送計畫業務

組查對備存彙辦，以俾依限於96年9月28日前送達國科會辦理申請。

【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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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遴選受理申請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遴選受理申請

一、國科會96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遴選至96年9月14日止受理申請，

申請人為執行包括大、小及數位產學計畫等國科會與產業共同補助計畫，全程計

畫已完成半年以上未滿5年符合申請資格之主持人。

二、文函、自國科會網頁下載之作業要點、線上申請作業使用注意事項及相

關表格已印送通知各院系所中心，欲申請者請上線作業，並請所屬院系所單位審

核推薦，請申請人於9月11日（週二）前列印自評表前三頁於表格空白處簽章

後，交由系所助理彙集並經單位主管、一級主管簽章，再檢同合作企業評等表一

式4份一併送計畫業務組彙整辦理申請。其他事項詳參作業要點及相關表格等說

明，詳細資料請洽系辦助理或請自行上網 http://web.nsc.gov.tw/查詢。

【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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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性別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年度「性別科技研究計畫」受理申請

本件至96年9月17日下午5時止接受申請，文函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等

單位轉知教師參辦。欲申請者請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於計畫名稱欄

中加註「重點代號」。請於96年9月11日前（國科會限期：9月17日下午5時送

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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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http://web.nsc.gov.tw/最新消息。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國科會徵求原住民籍學者申請原住民相關議題之整合型計畫國科會徵求原住民籍學者申請原住民相關議題之整合型計畫

一、國科會為加強推動原住民相關議題之研究，至96年9月14日前接受原

住民籍學者申請原住民相關議題之整合型計畫，並分為人文藝術、地理環境、醫

療健康、社會變遷、族權理論、教育文化等6項議題。已印送文函通知各系所中

心轉知教師參辦。

二、本計畫不接受個別型及B類研究計畫申請，請有興趣且符合國科會計畫

主持人資格之原住民籍教師，儘速逕行聯絡各分組召集人，以俾組成研究團隊，

提送整合型計畫申請書。並請於計畫書「C012研究計畫內容」之最後一併附上

足以證明原住民身分之相關文件，以供查核。

三、申請人請依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切實審查主持人資格

條件後，於96年9月11日前彙整及上線造具申請名冊一式1份附同證明原住民身

分之相關文件送交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事項詳參文函說明或請自行上網

http://web.nsc.gov.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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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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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工程處徵求國科會工程處徵求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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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統專案計嵌入式系統專案計

畫」畫」

一、國科會工程處96年度「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嵌入式系統專案計

畫」，至96年9月28日止受理申請。文函附件及國科會網頁下載之徵求計畫書

說明已印送通知相關系所單位轉知教師參辦。

二、本案只接受3年期之整合型計畫，且計畫內容表C012不得超過80頁。

欲申請者請籌組研究團隊，並請總主持人彙整所有子項內容提成1本計畫書，依

專題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另請所屬單位於9月26日中午前彙整及上線造具申

請名冊一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注意事項詳參文函及徵求說明，或請自

行上網查詢（網址：http://web.nsc.gov.tw/）。

【計畫業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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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國科會「95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本校獲核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本校獲核4人人

一、本校依限繳交報告參與國科會「95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

究創作獎」評選者共47件，獲獎者共4件如下：

系所單位 指導教授 獲獎學生

資訊工程學系 彭文志 陳怡伶

資訊工程學系 陳永昇 沈正宏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任維廉 潘威志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許巧鶯 吳祐辰

二、來函及獲獎人員名冊影本已印送通知各系所中心轉知參辦，並已依規定

造冊辦理每人獎金2萬元請領作業。有關獲獎學生獎金、獎狀及指導教授獎牌發

給事宜，請另候國科會通知辦理。

三、國科會於95年1月26日修訂「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自修正通過日起研究創作獎獲獎學生之獎金由新台幣1萬元提高為2萬

元，並刪除獲獎學生如於就讀國內大學院校碩士班期間擔任國科會計畫兼任助理

者，由該會核給每月新台幣1萬元研究助學金之規定。

四、請各系所中心注意事項：93年度(含)以前獲得研究創作獎之本校或他

校學生，自國科會公布獲獎之日起3年內若進入本校研究所就讀並參與國科會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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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研究計畫，仍可獲核每月1萬元之研究助學金，至多2年。如主持人未及與國

科會一般專題計畫通案申請時提出，請於獲獎人入學後每年10月27日前由系所

備函並檢附(一)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費變更申請對照表；(二)獲獎學生在學

學生證影本；(三)研究創作獎獲獎人員名冊影本；(四)擬申請追加經費之計畫核

定清單等資料會計畫業務組辦理申請。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國科會「國科會「96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本校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本校

獲核獲核2人人

一、國科會「96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

已經核定，來函及獲獎人名冊影本已印送通知獲獎學生就讀系所轉知參辦。本校

申請案共8件，獲獎者共2人如下：

學生就讀系所 指導教授 獲獎學生

交通運輸研究所 汪進財教授 鍾易詩

管理科學系 周雨田研究員 劉炳麟

二、獲獎者每人可獲核42萬元獎勵金，獎勵期間96年8月1日起至97年7月

31日止每月3萬5,000元，已依規定造冊辦理第1期獎勵金請領作業。國科會撥

款後請獲獎人就讀系所按月造具印領清冊請款，並請於給付時依法扣繳所得稅。

【計畫業務組提供】

↑↑top

 

 

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之甄選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之甄選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之甄選，即日起受理申請，本獎項自本

次起一律採電腦線上申請方式辦理，有意申請教師請至下述網址登入：

http://db3n2u.sinica.edu.tw/~textdb/program

本獎項分為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三組，每組每年設獎額至

多五項（每次可同時具數名共同得獎人）。國內公私立大學院校之專任副教授

（升任本職務三年內）、助教授或講師均得申請。申請著作必須是申請截止日前

五年內並在國內任職期間發表者（不含學位論文）為限；可為代表作一篇或系列

論文（至多擇三篇申請），不以中文為限。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10月1日前自

行上網登錄申請，並依規定上傳所屬機關服務證明文件。同時請將申請資料之光

碟片一份交由所屬學院彙整，送至研發企劃組備存。中研院相關業務聯絡人：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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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蕙小姐，電話：02-27899377

【研發企劃組提供】

↑↑top

 

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中央研究院「歡迎本校教師踴躍參與中央研究院「97年度第年度第1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

院訪問研究」之甄選院訪問研究」之甄選

中央研究院「97年度第1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之甄選，即

日起受理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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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a.edu.tw/~affairwb/ra/ 。至該院研究工作性質分兩種：

（一）進行專題研究。（二）研發特定技術；期限以二個月至六個月，並得酌領

研究獎勵金。申請該訪問研究者需檢附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利用休假或公假期間

至該院訪問研究)之會議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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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前，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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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企劃組提供】

↑↑top

 

 

ARSO'07 會議將在交大舉辦會議將在交大舉辦

交大電控系協辦之「IEEE Workshop on Advanced Robotics and its

Social Impacts 」(ARSO '07) 會議，將於2007年12月9-11日新竹交通大學

舉行，歡迎投稿參加，截止日期為9月15日。

聯絡網站 :  http://arso.cn.nctu.edu.tw/

【電控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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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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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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78 

e-mail：alumni@cc.nctu.edu.tw。

公共事務委員會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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