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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學排行全球大學排行  交大排名大躍進交大排名大躍進

大學指考放榜　交大成績搶眼大學指考放榜　交大成績搶眼

 

秘 書 室 訊秘 書 室 訊

請舉薦請舉薦96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要點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要點

 

國 際 處 訊國 際 處 訊

育華夫斯基拉大學育華夫斯基拉大學(Jyvaskyla University)國際寒假課程訊息國際寒假課程訊息

「國際學生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會議審查結果「國際學生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會議審查結果

教育部徵求教育部徵求97年度上半年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劃年度上半年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劃

教育部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教育部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民主太平洋聯盟會議訂於民主太平洋聯盟會議訂於8月月12日至日至8月月14日，假台北圓山飯店舉行日，假台北圓山飯店舉行

德國宏博基金會德國宏博基金會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vH)主辦之主辦之Sofja

Kovalevskaja Award，歡迎我國研究人員及學者提出申請，歡迎我國研究人員及學者提出申請

教育部來函通知辦理台灣獎學金教育部及經濟部舊生名額教育部來函通知辦理台灣獎學金教育部及經濟部舊生名額96年年9月至月至12月月

續領請款作業，已備妥領據發函至教育部請款續領請款作業，已備妥領據發函至教育部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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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籍系統上線了學籍系統上線了

可申請名次系所級一覽表可申請名次系所級一覽表

保留入學資格申辦條件保留入學資格申辦條件

96學年度轉系通過名單學年度轉系通過名單

本校本校96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育課程招生中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育課程招生中

系所評鑑重要提示與注意事項公告系所評鑑重要提示與注意事項公告

請行政單位惠予提供各系所辦理評鑑之「基本資料表」與「建議準備參考請行政單位惠予提供各系所辦理評鑑之「基本資料表」與「建議準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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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資料表」

霹靂博教學助理培英獎學金遴選，共有霹靂博教學助理培英獎學金遴選，共有86人提出申請人提出申請

E2網路教學平台提供服務至九月底止，請教師們轉用網路教學平台提供服務至九月底止，請教師們轉用E3平台平台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即日起開放網路課程拍攝務申請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即日起開放網路課程拍攝務申請

E3網路教學相關訊息網路教學相關訊息

 

學 務 處 訊學 務 處 訊

96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

有關本校大學部工讀金自有關本校大學部工讀金自96學年度學年度(96年年8月月1日日)起，調整校內工讀金給付起，調整校內工讀金給付

標準為標準為95元元/小時，敬請各單位配合辦理。小時，敬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總 務 處 訊總 務 處 訊

96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繳費訊息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繳費訊息

阿羅哈客運「板橋阿羅哈客運「板橋—新竹」線停止入校服務通知新竹」線停止入校服務通知

「財物採購作業手冊」編製完成公告「財物採購作業手冊」編製完成公告

女二舍「又一村餐廳」補助本校「低收入戶學生」女二舍「又一村餐廳」補助本校「低收入戶學生」  餐券領取事宜餐券領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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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動態人事動態

本月壽星本月壽星

 

工 學 院 訊工 學 院 訊

工學院國際學生座談會工學院國際學生座談會  會後報導會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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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大學排行全球大學排行   交大排名大躍進交大排名大躍進

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今年8月公布全球大學整體表現評比的排名。

在此次評比中，全台共5所大學進入前五百大，其中交通大學較去年大幅進步了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120個名次，以327名的成績首度超越367名的成功大學，位居台灣第三。

上海交大的這項評比，綜合考慮國際間的可比性、可操作性等因素，以「教

育質量、教師質量、科學研究成果及機構規模」四大類作為主要評估的指標，內

容包括「榮獲諾貝爾獎（Nobel Prize）和菲爾茲獎（Fields Prize）的校友

數」、「榮獲諾貝爾獎（Nobel Prize）和菲爾茲獎（Fields Prize）的教師

數」、「教師論文高度被引用之人數」、「Nature及Science雜誌所發表的論

文數」、「SCI及SSCI收錄的論文數」以及「機構規模」作為各項加權評分的

項目。

今年哈佛大學整體表現依然蟬聯榜首，之後依次為史丹佛大學、加州柏克萊

大學、劍橋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MIT）。去年國內大學以台大的表現最佳，為

第181名，交通大學則排名第447名；今年交大向前挺進120名，大幅躍升至第

327名，表現優異；此外，今年三月上海交大預先將五大學門領域（註一）的表

現做全球排名，交大在「工程與電腦」的分項評比中，全球排名第49，亞洲第

八，並超越台大、清華，成為台灣第一，不但凸顯交大在工程領域上的研究實

力，也奠定頂尖大學的良好基石。

上海交大自2003年公布世界大學排名以來，交大單項成績的表現，逐年攀

升，今年更是突飛猛進，2006年至2007年間，在「教師論文高度被引用之人

數」分數上，從0分進步到7.4分，和台大同分，甚至高於北京清華的0分，肯定

交大一年來的研究表現；「Nature及Science雜誌所發表的論文數」也從去年

的0分進步至4.9分﹔另外在SCI分數上的表現比去年進步0.3分﹔而機構規模的

成績從20分提升至20.6，超越台大的16.7，表現相當耀眼。（詳參附表）

未來，交大除持續奮力不懈的投入學術研究與教育大業以外，更致力於國際

化及全球化的發展與提升，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以及國際交換學生等活動，以

朝向世界頂尖大學為目標邁進。

註一：五大領域分別為工程與電腦、自然與數學、生命與農業、醫藥、社會

科學

 

表一：2007年上海交大全球大學排名（台灣各大學排名）

2007上海交大的全球大學排名台灣名次

全球

排名

台

灣

排

名

各分項表現

學校名稱

榮獲諾貝爾

獎和菲爾茲

獎的校友

(10%)

榮獲諾貝爾

獎和菲爾茲

獎的教師

(20%)

教師論文高

度被引用之

人數(20%)

Nature及

Science雜誌

所發表的論文 

(20%)

SCI及

SSCI收錄

的論文

(20%)

機構規模

(10%)

總分

(100%)

172 1 台灣大學 14.4 0 7.4 10 55.6 16.7 18.2

317 2 清華大學 15.6 0 0 7.4 35 21.2 12.5

327 3 交通大學 0 0 7.4 4.9 36 20.6 12.0

367 4 成功大學 0 0 0 1.6 42.6 16.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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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5 陽明大學 0 0 0 5.8 27.7 19.9 8.9

表二：2006年、2007年交通大學各分項評鑑分數及進步幅度

成績表現評分項目 2006年的成績 2007年的成績 進步的幅度

名次 447 327 +120

總分 9.4 12.0 +2.6

榮獲諾貝爾獎（Nobel

Prize）和菲爾茲獎（Fields

Prize）的校友（10%）

0 0 +0

榮獲諾貝爾獎（Nobel

Prize）和菲爾茲獎（Fields

Prize）的教師（20%）

0 0 +0

教師論文高度被引用之人數

（20%）
0 7.4 +7.4

Nature及Science雜誌所發表

的論文（20%）
0 4.9 +4.9

SCI及SSCI收錄的論文

（20%）
35.7 36 +0.3

機構規模（10%） 20 20.6 +0.6

【2007-08-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大學指考放榜　交大成績搶眼大學指考放榜　交大成績搶眼

交通大學廣納優秀人才、致力成為國際一流大學，今年大學指考放榜，電機

資訊學士班、電子工程系甲組分別占全國第二類組排行榜第四及第六名，資訊與

財金管理學系為財金類組第三高分，整體表現傑出亮眼。

頂尖大學頂尖大學   加持選系指標加持選系指標

交通大學近年來積極推廣國際交換學生計畫，創立五年一貫雙聯學位制、拓

展國內外學術交流、實習機會、產學合作發展多元等，專業領域與國際化程度的

突出表現，都成為吸引資優高中生選填志願的指標。

工程類組工程類組   排名全面提升排名全面提升

今年在台灣大學調整招生名額的壓力下，交通大學秉持認真辦學的精神，也

在排行榜中佔有一席之地。依原始分數評估，第二類組前30名熱門科系中，交

大包辦了10個科系，僅差距台灣大學1個科系，其餘分別為清大7系與成大2

系。

號稱「交大資優班」的電機資訊學士班表現依舊搶眼，今年前四強原始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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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高達400分以上，電機資訊學士班以相近分數穩占第四強。交大電子工程系甲

組今年更一舉挺進10大排行的第6名，為該系近年來最佳成績。此外，電子工程

系乙組、光電工程學系也分占13、14名，電信工程學系第18名，顯示就業趨勢

帶動熱門科系搶手，交通大學於工程類組表現出色，再度為前進世界百大奠基。

資訊、財金、管理整合資訊、財金、管理整合   異軍突起異軍突起

近年來國際金融市場活絡，財金相關科系備受社會組考生青睞，本校93學

年度新成立之「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今年以黑馬之姿，位居全國指考財金類

科系中的第三高分，僅次於台大財金系、台大經濟系。有別於傳統財金偏重財務

與金融的理論，交大資財系更整合了資訊領域的強項，致力於財務金融之資訊科

技與管理的教學，本屆錄取同學中，更有多名跨類組考生將其作為第一志願，交

通大學成功為跨領域整合樹立良好之典範。

【附表一】

歷年大學指定考試第二類組排行榜        （製表：公共事務委員會）

 年度排序 2005 2006 2007

1 台大電機工程系 台大電機工程系 台大電機工程系

2 台大物理系 台大物理系 台大物理系

3 交大電機資訊學士班 台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台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4 台大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交大電機資訊學士班 交大電機資訊學士班

5 台大資訊工程系 台大資訊工程系 台大資訊工程系

6 清大電機工程系 清大電機工程系 交大電子工程系甲組

7 清大物理系光電組 交大電子工程系甲組 台大化學工程學系

8 台大資訊管理系 台大化學工程學系 台大化學系

9 交大電子工程系甲組 清大物理系光電組 清大電機工程系

10 台大化學工程學系 台大化學系 台大資訊管理系

資料來源：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補教業者、中國時報、聯合報系、自由時報等媒體報導

【附表二】

全國第二類組排名 交大科系排行 最低錄取分數

4 電機資訊學士班 407.36

6 電子工程系甲組 395.84

13 電子工程系乙組 376.25

14 光電工程學系 374.35

18 電信工程學系 363.93

22 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 359.02

24 資訊工程學系資電工程組 357.54

25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57.37

27 電子物理學系光電與奈米科學組 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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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電子物理學系電子物理組 353.29

【2007-08-20 公共事務委員會 】

↑↑top

 

 

請舉薦請舉薦96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學年度「名譽博士」及「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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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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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要點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要點

一、行政院為加強服務東部地區民眾，促進區域均衡發展，於花蓮市設置

「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教育部檢送「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設置要

點」一份，請參閱秘書室網頁之"最新消息"。

二、教育部轉送原住民族委員會所送8月1日為「原住民族日」由來與意義

之說明，請參閱秘書室網頁之"最新消息"。

三、「遊說法」業奉總統96年8月8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101841號令制

定公布。修正條文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56期。

(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

【秘書室提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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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華夫斯基拉大學育華夫斯基拉大學(Jyvaskyla University)國際寒假課程訊息國際寒假課程訊息

課程領域：人文科學領域 Human Science，課程日期：2008年1月7日～

2月15日，學生可一次同時選擇數門課程，因本校為其合作友校，同學們將不需

要支付學費，只需要負擔生活費用、住宿費、來往芬蘭的旅費，和參加課外活動

的費用，報名2008春季班交換學生課程的同學（2008年1月至5月）也可以參

與此課程，詳細資料已轉知各系所參辦及公佈至校園公告。

【國際處提供】

↑↑top

 

「國際學生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會議審查結果「國際學生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會議審查結果

本處96年8月13日召開「國際學生獎學金審核委員會」會議，此次審查外

籍生共計34名，審查通過有33名，核發金額總計418,000元並抵免學雜費。96

會計年度國際學生獎學金，至7月底已核發舊生獎學金538萬元。

【國際處提供】

↑↑top

 

教育部徵求教育部徵求97年度上半年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劃年度上半年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劃

教育部徵求97年度上半年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流計劃，申請日期自8月

1日起至9月20日截止，相關要點可至教育部人文社科計劃入口

網http://hss.edu.twt查詢下載，相關訊息已轉知系所協助公告，並張貼訊息

於校園公告。

【國際處提供】

↑↑top

教育部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申請文教育部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申請文

件」。件」。

教育部檢送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及「大陸

地區專業人士來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申請文件表」，已轉知各系所參酌或

請至本處網站/法規下載處下載。

【國際處提供】

↑↑top

 

民主太平洋聯盟會議訂於民主太平洋聯盟會議訂於8月月12日至日至8月月14日，假台北圓山飯店舉行日，假台北圓山飯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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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太平洋聯盟會議訂於8月12日至8月14日，假台北圓山飯店舉行，共來

自包括美國、瑞士、日本等33國的國會議員、大學校長、非政府組織代表與

會，本校負責協調台灣各校有關機場迎賓與來賓回國行程確認、送機等事宜，並

協助接待韓國首爾大學、韓國慶南大學及墨西哥亞太大學。

【國際處提供】

↑↑top

 

德國宏博基金會德國宏博基金會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vH)主辦之主辦之Sofja

Kovalevskaja Award，歡迎我國研究人員及學者提出申請。，歡迎我國研究人員及學者提出申請。

德國宏博基金會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vH)主辦之Sofja

Kovalevskaja Award，歡迎我國研究人員及學者提出申請。本獎學金由德國

教育及研究部頒發，為德國最具價值且受重視的獎項之一，鼓勵非德國之年輕學

者自組團隊至德國研究機構進行五年之研究。最高獎額可達165萬歐元，已轉知

各系所，申請截止日為2008年1月4日。

【國際處提供】

↑↑top

教育部來函通知辦理台灣獎學金教育部及經濟部舊生名額教育部來函通知辦理台灣獎學金教育部及經濟部舊生名額96年年9月至月至12月月

續領請款作業，已備妥領據發函至教育部請款。續領請款作業，已備妥領據發函至教育部請款。

教育部來函通知辦理台灣獎學金教育部及經濟部舊生名額96年9月至12月

續領請款作業，已備妥領據發函至教育部請款。

【國際處提供】

↑↑top

 

 

學籍系統上線了學籍系統上線了

教務處學籍系統可提供系所助理下載本學年度入學新生資料，各系學會如需

新生資料也可以逕向各系所索取哦!本學年入學新生也請上網登錄基本資料。

（復學生勿需登錄）

一、系統網址：

http://140.113.35.180/SoAAUsers/login_users.aspx

二、帳號及密碼：請用選課系統之帳號、密碼登錄。助理帳號為人事代號,請勿

使用系所簡稱；新生帳號為學號，密碼為身份證後六碼。

【註冊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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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可申請名次系所級一覽表可申請名次系所級一覽表

95學年度第2學期各系級成績已完全送達且完成排名者如附表打勾者，學生

若需排名資料，需完成排名的系級才可申請（在學證明（含名次）」），未完成

者暫不可申請。本資料若有更新，會在註冊組最新消息公告。

【註冊組提供】

↑↑top

 

保留入學資格申辦條件保留入學資格申辦條件

新生因下列原因未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者得於註冊開學前(9/10日)需填

列『新生保學入學資格申請表』辦理保留入學資格：

1.因重病住院或因重病醫療需復建時程。(檢具地區級以上醫院證明書)

2. 參加教育實習。(檢具實習學校報到證明書)

3. 符合有關法令規定者。(如服役者，檢附入營通知書並於服役期滿後，繳交在

營證明書)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法令另有規定者從之。因重病申請者須檢具地區

級以上醫院證明，因參加教育實習或法令規定申請者須檢具有關證明或有關法

令，於應入學當學期（本年度）註冊前，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經核准保留入學

資格者，毋須繳納任何費用。轉學生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註冊組提供】

↑↑top

 

 

96學年度轉系通過名單學年度轉系通過名單

原學系原學系 學號學號 轉入系級轉入系級

人社系 9553008 管科系二年級

人社系 9553009 管科系二年級

人社系 9553010 外文系二年級

人社系 9553011 傳科系二年級

人社系 9553015 外文系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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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系 9416040 應化系二年級

土木系 9416052 材料系二年級

土木系 9416054 電信系三年級

土木系 9516004 運科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05 電子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23 電子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27 機械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29 電控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35 機械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37 電控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40 電子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47 工工管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48 電信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49 電子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56 應化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58 應化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59 資工系(網工組)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61 材料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62 電控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65 材料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67 電物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73 電控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75 應化系二年級

土木系 9516083 電控系二年級

工工管系 9433062 資工系(資工組)二年級

工工管系 9533024 電子系二年級

工工管系 9533048 應化系二年級

材料系 9518034 電子系二年級

傳科系 9454010 管科系二年級

傳科系 9554011 管科系二年級

資工系 9417196 管科系二年級

資工系 9517033 電信系二年級

資工系 9517050 電信系二年級

資工系 9517071 電物系二年級

資工系 9517077 電子系二年級

資工系 9517194 電控系二年級

資工系 9517219 電控系二年級

運科系 9532007 電控系二年級

運科系 9532021 電子系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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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科系 9532030 光電系二年級

運科系 9532040 電物系(電物組)二年級

電物系 9521025 電信系二年級

電物系 9521026 電子系二年級

電控系 9512078 電物系二年級

電控系 9512088 電信系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02 電物系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03 電控系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15 資工系(資工組)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33 電子系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45 資工系(資工組)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48 電信系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53 電控系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65 電子系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79 電子系二年級

機械系 9514094 電子系二年級

應數系 9322049 人社系二年級

應數系 9422045 光電系三年級

應數系 9522026 資工系(資工組)二年級

【註冊組提供】

↑↑top

 

本校本校96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育課程招生中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育課程招生中

96學年度第一學期推廣教育課程招生中！詳細資料請參照各單位網址如

下：

※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專班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網址:

http://dpeecs.nctu.edu.tw/enroll96_1.php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經營管理研究所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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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理研究所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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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與資訊軟體技術人才培訓計畫--第35期通訊課程開始報名囉!!科學工

業園區管理局補助2/3學費!!更多優惠請洽 http://cnc.cm.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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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教育中心提供】

※資工系---資訊軟體技術人才培訓班熱烈招生中-網址：

http：//www.cs.nctu.edu.tw/train

※工業局補助中短期人才培訓班-網址：

http://www.cn.nctu.edu.tw/eerc

↑↑top

系所評鑑重要提示與注意事項公告系所評鑑重要提示與注意事項公告

為協助系所順利進行評鑑事宜，教務處曾多方邀集有經驗的教師召開「系所

評鑑經驗交流座談會」，整理歸納系所評鑑本重要提示與注意事項，提供各學

院、系所參考。教務處已於7月底將「系所評鑑重要提示(一)」寄給各院系所參

考。教務處又陸續多方蒐集與彙整相關資訊--「系所評鑑重要提示(二)」，再供

各院系所參考。上述資料已置於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在網頁

http://ctld.nctu.edu.tw，歡迎大家多加利用上網查詢。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top

 

 

請行政單位惠予提供各系所辦理評鑑之「基本資料表」與「建議準備參考請行政單位惠予提供各系所辦理評鑑之「基本資料表」與「建議準備參考

資料表」資料表」

教學發展中心日前也函請相關行政單位惠予提供各系所辦理評鑑之「基本資

料表」與「建議準備參考資料表」。關於其格式與內容，相關行政單位可至教學

發展中心的首頁<系所評鑑網站與相關辦法>→<交通大學系所評鑑網站>→[系

所評鑑基本資料表]、[建議準備參考資料表]下載。第一階段行政單位上網繳交

資料的時程為：96年8月26日前。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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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發展中心超薄型月刊，第四期專題部分計有：

（1）傑出教學獎教師專訪洪景華教授（機械系），王聖智教授（電子系），巫

木誠教授（工工系）。

（2）教學精進計畫之專題報導共分上下兩期。本期將報導管理學院，人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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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科院，資訊學院，客家學院以及通識中心之教學精進計畫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top

 

霹靂博教學助理培英獎學金遴選，共有霹靂博教學助理培英獎學金遴選，共有86人提出申請人提出申請

本校霹靂博教學助理培英獎學金遴選：96學年度上學期霹靂博培英助理獎

學金已在7/31截止申請，截至目前共有86人提出申請，並將在8/24前召開審查

會議並公佈受獎名單。

【教學發展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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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網路教學平台提供服務至九月底止，請教師們轉用網路教學平台提供服務至九月底止，請教師們轉用E3 平台平台

本校網路教學平台e2提供服務至九月底止，請教師們提早轉用e3平台。教

師在轉換平台時如有任何使用疑問，歡迎洽詢數位內容製作中心陳小姐（校內分

機31433），並可提供個別的使用之教育訓練，或協助將教材轉移到新的網路

教學平台e3。

網路教學平台e-Campus（簡稱e3) 簡介：目前已有166位教師選用的e3

網路教學平台，已正式上線一年，系統更穩定、功能更強大，且介面更親和美

觀。除了提供教師「學習評量」、「教學安排」、「重要公告」、「線上分組及

討論」等實用功能外，更可透過線上問卷，讓老師瞭解學生學習反應，提升教學

成效。老師也可透過e3整合上課中與下課後的活動資訊，讓學生能在課後瀏覽

老師的教材，主動提出疑問，以留下完整的學習歷程。有意願使用的老師請與數

位內容製作中心連絡。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提供】

↑↑top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即日起開放網路課程拍攝服務申請數位內容製作中心即日起開放網路課程拍攝服務申請

當學期有申請網路課程的教師，如課程需要本中心，側錄，即日起接受申

請。

協助網路教學課程側錄注意事項：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1.所有錄影課程（尤其一學期有3堂課以上）建議教師將地點安排至本中心

之遠距錄影教室。

2.拍攝課程介紹：若教師們規劃拍攝第一堂的課程介紹，建議安排在開學前

一週進行，則開學第一週影片將可放到教學平台上。

3.所有錄影課程的後製結果，於一週後提供，請教師體諒本中心人力及硬體

設備有限。

4.錄影課程中屬於學生活動部份，請老師找助教配合錄影，本中心可以協助

後製。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提供】】

↑↑top

 

E3網路教學相關訊息網路教學相關訊息

96學年上學期最新網路課程清單： http://aadm.nctu.edu.tw/dcpc/

*交大e-Campus（簡稱e3）網路教學平台：http://e3.nctu.edu.tw/

*拍攝相關事項請與本中心蔣先生聯絡（#31435）

*網路課程相關事項請與本中心陳小姐聯絡（#31433）

【數位內容製作中心提供】】

↑↑top

 

 

96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

96學年度新生入學輔導籌備工作已規劃完成，相關節目表請參閱附件。9/3

大學部開學典禮校長邀請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先生為新生專題演講，並於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為新生家長同步轉播。本年度首次開辦碩士新生入學輔導，將關

懷照護延伸至研究所學生。

[附件]

        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新生訓練活動大綱

(96年9月3日至6日) 地點：中正堂、資訊館2F國際會議廳、綜合球館、各系所

 日 期 期   程   內   容

- 08:00-12:00 (上午) 13:30-17:00 (下午) 18:30-21:00 (晚上)

大學部開學典禮 

（13：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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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一)

碩士班新生入學輔導 

（08：30-12:00）

校歌練唱 

機車安全教育 

（15:00-17:20）
-

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 

(15:00-17:00)

碩士班新生體檢

（13:30-17:30）

9/4

(二)
大學部新生入學輔導 大學部新生入學輔導 電影欣賞（中正堂）

9/5

(三)

註冊與體檢(第一組)

院系使用時間 

(第一、二組)

校園巡禮(第三組)

- 學聯會或院、系自由運用時間

9/6

(四)

註冊與體檢(第二組)

院系使用時間(第三組)

校園巡禮(第一、二組)

註冊與體檢(第三組)

社團博覽會

社團表演 

（中正堂）

說明

1.體檢地點：中正堂大廳內（大學部）、綜合球館（碩士班）。 

2.校園巡禮集合地點：中正堂前廣場集合完畢後分組行進。 

3.院系使用時間：中正堂前廣場集合完畢再引導至各系。 

4.新生入學輔導：上午7時50分在中正堂前集合完畢再依序入場。 

5.開學典禮：下午1時20分在中正堂前集合完畢再依序入場。

各學系分組別

第一組

(電機學院、資訊學院各系)

電機資訊學士班、光電工程系、電子工程系、電機與控制工程系、電信工程系、資訊

工程系

第二組

(工學院、理學院、生物科技學院各系)

機械工程系、土木工程系、材料科學與工程系、電子物理系、應用數學系、 

應用化學系、生物科技學系

第三組

(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客家文化學院各系)

管理科學系、運輸科技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外國語

文系、人文社會學系、傳播與科技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輔導預定時程表

日期：96年9月3日(星期一)08:10時   地點：中正堂前廣場

項次 時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備考

1 08:10~08:30 20 集合、引導就位 各系教官

2 08:30~08:40 15 學務長致歡迎詞 學務長

3 08:40~08:55 15 安身立命─關心您的大小事
住宿組長生輔

組長衛保組長

4 08:55~09:10 15 心智完熟健全之道 諮商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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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9:10~09:25 15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簡介 計網中心主任

-6 09:25~09:40 15 如何開創快樂的學習生涯 教務長

7 09:40~09:55 15 校園環境漫談 總務長

8 09:55~10:10 15 交大的研發環境 研發長

9 10:10~10:25 15 交大的國際交換學生與雙聯學位 國際長

10 10:25~10:40 15 科技與人文共舞-閱讀365 圖書館館長

11 10:40~11:10 30 校長演講 校長

12 11:10~12:00 50 座談 校長

附注
座談人員：校長、主秘、教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國際長、學務長、院長、系所主管、各處二級

主管

項次 時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備考

1
13:30

15:00
90

開學典禮-校長致詞、外賓演講、頒發傑

出及優良教學獎、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

校長 中正堂

2
15:00

15:20
20 校歌練唱 友聲合唱團 中正堂

3
15:20

15:30
10 休息 - -

4
15:30

16:20
50

機車安全教育(工學院、理學院、生物科

技學院、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客

家文化學院等各系新生)

三陽安駕中心 圖書館前廣場

5
15:30

16:20
50

機車安全教育(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新

生)
三陽安駕中心 中正堂

6
16:20

16:30
10 休息 三陽安駕中心 -

7
16:30

17:20
50

機車安全教育(電機學院與資訊學院新

生)
三陽安駕中心 圖書館前廣場

8
16:30

17:20
50

機車安全教育(工學院、理學院、生物科

技學院、管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客

家文化學院等各系新生)

三陽安駕中心 中正堂

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預定時程表 

日期：96年9月3日(星期一)15:00時   地點：資訊館2F國際會議廳

項次 時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備考

1 15:00~15:10 10 主席致詞 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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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10~16:50 100 新生家長座談 校長 -

3 16:50~17:00 10 主席結論 校長 -

附註
與會人員：校長、主秘、教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國際長、學務長、院長、系所主管、各處二級主

管

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預定時程表 

日期：96年9月3日(星期一)15:00時   地點：資訊館2F國際會議廳

項次 時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備考

1 15:00~15:10 10 主席致詞 校長 -

2 15:10~16:50 100 新生家長座談 校長 -

3 16:50~17:00 10 主席結論 校長 -

附註 與會人員：校長、主秘、教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國際長、學務長、院長、系所主管、各處二級主

管  

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預定時程表 

日期：96年9月3日(星期一)15:00時   地點：資訊館2F國際會議廳  

項次 時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備考

1 15:00~15:10 10 主席致詞 校長 -

2 15:10~16:50 100 新生家長座談 校長 -

3 16:50~17:00 10 主席結論 校長 -

附註 與會人員：校長、主秘、教務長、研發長、總務長、國際長、學務長、院長、系所主管、各處二級主

管

國立交通大學96學年度大學部新生入學輔導預定時程表 

日期：96年9月4日(星期二)07:40時   地點：中正堂前廣場

項次   時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執行單位人員)

備考

1 07:40~08:00 20 集合、引導就位 各系教官

2 08:00~08:10 10 交大印象─校園短片播放 軍訓室

3 08:10~08:20 10 竹風輕颺─校園生活新頁 學務長

4 08:20~08:40 20 安身立命─關心您的大小事

住宿組長、生輔組

長 

、衛保組長

5 08:40~09:00 20 如何開創快樂的學習生涯 教務長

6 09:00~09:10 10 MTV播放 軍訓室

7 09:10~09:30 20 校園環境漫談 總務長

8 09:30~09:50 20 智權保護與推廣 研發長

9 09:50~10:10 20 交大的國際交換學生活動 國際長

10 10:10~10:30 20 科技與人文共舞-閱讀365 圖書館館長

11 10:30~10:40 10 社團表演 課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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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0:40~11:00 20 藝文護照 藝文中心主任

-
13 11:00~11:20 20 交大的通識教育 通識中心主任

14 11:20~11:40 20 外文課程規劃與英語能力檢定 語言中心主任

15 11:40~12:00 20 基礎科學教學與創新
基礎科學教學改進

小組召集人

16 12:00~13:30 90 午餐及休息

17 13:30~13:50 20 心靈補給站 諮商中心主任

18 13:50~14:10 20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簡介 計網中心主任

19 14:10~14:30 20 好動分子最健康 體育室主任

20 14:30~14:40 10 MTV播放 軍訓室

21 14:40~15:00 20 學聯會簡介 學聯會會長

22 15:00~15:20 20 校友會簡介 校友會執行長

23 15:20~15:30 10 社團簡介 課外組長

24 15:30~15:40 10 社團表演 課外組

25 15:40~16:10 30 校園安全與危機處理 軍訓室

26 16:10~17:00 50
消防安全講習及新生宿舍安全設施說明

演練

新竹市消防局暨各

系教官

27 17:00~18:30 90 晚餐及休息

附註 新進僑生入學輔導:9月4日（星期二）19:00-22:00，地點：浩然圖書館地下一樓國際會議廳，中午

12:00時至二餐3樓餐會。

【學務處提供】

↑↑top

 

 

有關本校大學部工讀金自有關本校大學部工讀金自96學年度學年度(96年年8月月1日日)起，調整校內工讀金給起，調整校內工讀金給

付標準為付標準為95元元/小時，敬請各單位配合辦理。小時，敬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有關本校大學部工讀金自96學年度(96年8月1日)起，調整校內工讀金給付

標準為95元/小時，敬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說明：

1.依教育部96年8月8日台高(四)0960115873號函辦理。  

2.7/31(含)以前，以80元/小時申請，8/1(含)以後，以95元/小時申請。

3.請任用單位在經費總額不調整原則下，視業務需求給予調整因應。

4.另當年度畢業生於畢業之次月(7月)起，已不符工讀資格，請勿再任用；倘有

延畢或逕讀本校研究所之特殊情形者，應於核支清冊備註內註明。

5. 相關訊息請參閱生輔組首頁

http://www.cc.nctu.edu.tw/~scahss/index.html

或生輔組邱先生（分機5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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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提供】

↑↑top

 

 

96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繳費訊息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繳費訊息

請同學於繳費期限內（96.08.30~ 96.09.12及96.10.19 ~ 96.10.29）

自行上交通大學出納組網站學雜費系統

http://140.113.103.55/cashier/

（LOGIN ID為學號、PASSW ORD 為身分證字號）或台灣企銀e-bank學雜費

網站https://sch.tbb.com.tw/system/index.aspx

下載繳費單，並於期限內透過指定繳費途徑完成繳費（請參考交通大學出納組網

站中之學雜分費繳費作業流程）。

一、繳費期限：

學雜費：96.08.30至96.09.12

學分費：96.10.19至96.10.29

二、下載網站：

交通大學出納組網站學雜費系統 http://140.113.103.55/cashier/

台灣企銀e-bank學雜費網站

https://sch.tbb.com.tw/system/index.aspx�

注意：已辦理就學貸款者，請勿繳費。

本案聯絡人： 出納組盧怡秀小姐，分機31602。

【出納組提供】

↑↑top

 

阿羅哈客運「板橋阿羅哈客運「板橋—新竹」線停止入校服務通知新竹」線停止入校服務通知

一、有關長途客運入校服務案，迭經本校師生反應，因每日多班次進出校

園，造成空氣污染及行人安全問題。故有教授提案送經96年5月28日95學年度

第2次總務會議決議：「依阿羅哈客運及統聯客運時刻表，僅保留阿羅哈客運星

期五返鄉專車及星期日返校專車，其餘平日班次均取消。實施日依勤務組函請上

述兩客運之交通主管機關核准並回覆本校後開始施行」。

二、前揭決議業經本校96年6月22日行政會議同意備查。

三、阿羅哈客運「板橋—新竹」線路線調整案業經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核定，

自96年8月20日起不再進入本校服務。星期五、星期日之專車，仍將持續服務

本校師生。

四、調整後之阿羅哈客運班次資訊如下：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140.113.103.55/cashier/
https://sch.tbb.com.tw/system/index.aspx
http://140.113.103.55/cashier/
https://sch.tbb.com.tw/system/index.aspx


種類種類 發車時刻表發車時刻表 班次班次

星期五返鄉專車 新竹往高雄 16：45、17：45、18：40 3班

新竹往嘉義 17：55、18：55 2班

新竹往台北 16：45、17：50 2班

星期日返校專車 從高雄往新竹 17：45 1班

從嘉義往新竹 18：25 1班

從台北往新竹 17：15、18：15 2班

五、統聯客運「板橋—新竹」線停止入校服務案，目前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審

核中，核准通過後，本組將儘快公告本校師生週知。

六、本案聯絡人：勤務組葉昱均小姐，分機31330。

【勤務組提供】

↑↑top

「財物採購作業手冊」編製完成公告「財物採購作業手冊」編製完成公告

因各系所常因人員異動，造成對於採購法令及流程不熟悉，為使本校財物採

購作業程序統一，協助各系所順利完成採購，本處購運組特編製「財物採購作業

手冊」俾作為各系所財物採購的依據。

各單位如有採購需求，請於購運組網頁之作業流程

http://www.ga.nctu.edu.tw/docuflow/index.php?dep_id=9下載所需文

件，「財物採購作業手冊」目錄如下：

財物採購作業手冊目錄

項目項目 類別類別 採購額度採購額度 流程流程 頁數頁數

採購案流程

國內採購案 10萬元以下 小額採購流程 1

國內採購案 10~100萬元 公開取得報價單採購流程 3

國內採購案 10~100萬元 限制性招標採購流程 7

國內採購案 100萬元以上 公開招標採購流程 12

國內採購案 100萬元以上 限制性招標採購流程 17

國內採購案 不限金額 集中採購流程（含電子支付）流程 22

國內採購案 100萬元以上 最有利標公開評選採購流程 38

國外採購案 10萬元以下 小額採購國外直購流程 43

國外採購案 10萬元以上 限制性招標國外直購採購流程 45

國外採購案 10~100萬元 公開取得報價單採購流程 51

國外採購案 100萬元以上 公開招標採購案流程 56

刊登公告流程

10~100萬元 公開取得報價單公告流程 62

100萬元以上 公開招標公告流程 68

10~100萬元 定期彙送流程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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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萬元以上 決標公告流程 98

10萬元以上 撤銷採購、流標、廢標公告流程 108

其他

國外採購與國內採購認定原則 114

辦理教育研究用品申請免稅流程 115

辦理採購基本概念 117

※本作業手冊相關規定如有異動，以本組網站或通知為準。本案連絡人：購運組楊雪珠小姐，

分機52104。

【購運組提供】

↑↑top

女二舍「又一村餐廳」補助本校「低收入戶學生」女二舍「又一村餐廳」補助本校「低收入戶學生」  餐券領取事宜餐券領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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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贊助餐廳：女二舍「又一村餐廳」（五六食品有限公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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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贊助內容：免費餐券。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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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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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又一村餐廳賴怡心小姐，聯絡電話：0989-261930。

【總務處提供】

↑↑top

 

 

重要訊息重要訊息

＊本校教職員工旅遊活動－宜蘭花蓮之旅，第1梯次業於8月5至7日（日－

二）辦理完竣，第2梯次原預定行程為8月19至21日（日－二），惟因強烈颱風

聖帕來襲延後辦理，確切出發日期及時間將另行通知。

＊業經96年7月20日本校95學年度第24次行政會議通過新修正之本校約用

人員管理辦法及約用人員考核意見表。

＊教育部96年8月13日台法字第0960123071號書函轉內政部同年月8日台

內戶字第0960125654號函以，民法親屬編於96年5月23日修正公布施行，依

該法第1059條規定意旨，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

母姓。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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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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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出生逾30日，經催告仍不辦理者，由戶政事務所

主任決定姓氏，並逕為出生登記。

＊國立臺灣民主紀念館96年7月31日民推字第0960003479號函，檢送該

館承辦「2007科學季:科技台灣驚嘆號--從帝國邊緣到製造王國」週末系列演講

日程表，請大家踴躍參加。(網址:http://lifelonglearn.cpa.gov.tw)。

＊教育部96年7月31日台人(二)字第0960117190函轉臺灣省政府，「中

興新村NGO會議中心、於本(96)年7月28日開幕啟用，如有辦理研習、開會活

動，請大家多加利用。(網址:http://www.tpg.gov.tw/NGO/)。

＊教育部96年7月27日台人(三)字第0960115717號函轉行政院衛生署

「公告修正全民建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並自96年8月1日起實施。

＊教育部96年7月20日台人(二)字第0960111397號書函，為辦理96學年

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行政人員推廣教育員工輔導實務研習班，請於本(96)年8月

15日(星期三)前(以郵戳為憑)將報名表郵寄至臺北郵政第22-13號信箱「教育部

暨所屬機關學校行政人員推廣教育員工輔導實務研習班」薦送報名。網址

(http://www.edu.tw/人事處電子公告下載)。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中區職業訓練中心96年7月17日中輔字第

0960007584號函，該中心為提供民眾快速又便捷的技能檢定服務，建立「報

名、測試、發證」單一窗口，已設置「技能檢定即測即評即發證中心」，並自即

日起受理報名。(網址http://www.cvtc.gov.tw)。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96年7月5日中信銀專經字第96400037

號函，該行成立「中國信託國旅卡專屬網站」，說明國民旅遊卡相關事宜，以服

務國民旅遊卡公務機關及所屬同仁，並提供96年暑期優惠活動。

(網址https://www.chinatrust.com.tw/->信用卡->信用卡家族->國民旅遊

卡)

＊教育部96年7月20日台人(三)字第0960100671號函轉行政院有關因機

關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等組織調整致主管職務列等調降之主管人員，

其主管職務加給支給一案。因機關精簡、整併、改隸、改制或裁撤等組織調整致

調降職務列等，所支主管職務加給較原支數額為低者，准予補足其差額，並隨同

待遇調整而併銷。

＊教育部96年7月17日台電字第0960107956號函轉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

理資料中心96年度公務員資訊學習網數位課程開班一覽表。(網

址:itschool.dgbas.gov.tw)

＊教育部96年7月2日台人(二)字第0960093720B號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函送該中心「96年度數位套裝課程研習實施計畫」、「套

裝課程內容及實施方式」及「報名方式」，請同仁踴躍至「地方行政研習e學中

心」 （http://elearning.rad.gov.tw)報名參加。

＊教育部96年7月5日台人(一)字第0960096941號函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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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96)年6月22日勞動2字第0960130576號公告發布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新臺

幣(以下同)17,280元，每小時95元，並自96年7月1日生效。

＊教育部96年7月5日台法字第09601043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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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姓氏，約定不成

者，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

＊教育部96年7月17日台人(二)字第0960094301B號書函，檢送行政院修

正之「政府機關及公務人員因應H5N1流感發生採行措施建議表」。

＊教育部96年7月31日台人(一)字第0960116661號書函，考試院96年7

月16日修正發布「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二級考試規則」附表-「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二級考試應考資格表」。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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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宣導法令宣導

＊教育部96年7月19日台法字第0960111530號函，「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

條例」第2條及第3條條文，業奉總統96年7月11日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7971號令修正公布，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52期。

＊教育部96年7月19日台法字第0960110956號函轉知司法院大法官議決

作成之釋字第625、626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

釋。

＊教育部96年8月6日台法字第0960120432號函轉知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

釋字第627、628號解釋，登載於全國法規資料庫/司法判解/大法官解釋。

＊教育部96年7月18日台人(一)字第0960109638號書函，「公務人員升

官等考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業奉 總統96年7月11日華總一義字第

09600087301號令公布，修正條文請至總統府網站

(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第6752期)下載。

＊教育部96年7月16日台人(二)字第096010018號函轉內政部修正「紀念

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第2條、第3條規定。

＊教育部96年7月17日台技(一)字第0960109824號函轉行政院有關「技

師法」增訂第42條之1及第45條之1條文，並修正第41條條文案，業奉總統96

年7月4日華總一義字第09600085761號令公布。

＊教育部96年7月9日台人(三)字第0960104346號函轉行政院有關修正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並自96年8月1日生效。(急難貸款申請表)

＊教育部96年7月27日台人(一)字第09600112340號函轉銓敘部96年7月

18日部銓三字第0962826513號令修正發布之「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

項」、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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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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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葉智萍 秘書 S9102 調升 96.07.23

保管組 利瑞惠 助理員 E9609 到職 96.07.23

住服組 黃紹裕 助理員 G9617 到職 96.08.01

秘書室 侯秀玉 助理員 F9613 到職 96.08.01

保管組 謝淑珍 營養師 S8010 留職停薪 96.07.23

勤務組 許玲媚 辦事員 S9510 調職 96.07.26

璞玉計畫 張世龍 技術員 G9514 離職 96.07.28

計網中心 徐靜 技術員 F8604 離職 96.08.01

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呂孟嫻 助理員 G9035 離職 96.08.01

藝文中心 羅惠瑜 助理員 G8735 離職 96.08.01

綜合組 葉怡吟 助理員 F9313 離職 96.08.01

綜合組 崔妮臻 助理員 E9506 離職 96.08.01

電子物系 楊宗哲 教授 T6906 退休 96.08.01

應用化學系 莊祚敏 教授 T7108 退休 96.08.01

經營管理研究所 林國雄 教授 T6710 退休 96.08.01

管理科學系 徐素玉 講師 T7024 退休 96.08.01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劉大川 講師 T6927 退休 96.08.01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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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壽星本月壽星

任淑貞小姐 鄭宜昇小姐 張志聖先生 陳俊勳老師 陳巍仁老師

鄭錦梡小姐 曾盛照先生 紀明美小姐 陳登吉老師 黃杉楹老師

湯芝輝小姐 陳杏雯小姐 張鳳桃小姐 張仲儒老師 巫慧萍老師

陳梅芳小姐 溫進生先生 吳盈熹先生 莊　重老師 陳智弘老師

聶嘉慧小姐 葉欣欣小姐 陳美芳小姐 成維華老師 許騰尹老師

利瑞惠小姐 宋雅鈴小姐 劉克正先生 劉俊秀老師 陳宗麟老師

陳依欣小姐 謝佳芸小姐 陳振全先生 羅濟群老師 郭治群老師

林碧梧小姐 蔡佩瑾小姐 李錦芳小姐 鄭鯤茂老師 冉曉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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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全體合照

利瑞惠小姐 吳秉芳小姐 羅義濱先生 張良正老師 黃憲達老師

葉秀敏小姐 鍾瑜瑛小姐 陳秀美小姐 洪志洋老師 黃世昆老師

邱美惠小姐 魏欣梅小姐 徐美卿小姐 尹慶中老師 林鴻志老師

詹秀琪小姐 陳政興先生 劉玉芝小姐 黃中垚老師 王忠炫老師

林見彥先生 鍾世邦先生 李美燕小姐 史天元老師 張郁敏老師

范揚禎先生 黃馨儂小姐 翁麗羨小姐 吳介琮老師 林奕成老師

張瑞紋小姐 徐婉禎小姐 陳文欽先生 楊　武老師 冀泰石老師

邱秋雲小姐 吳雅玲小姐 張家綺小姐 余　艇老師 伍紹勳老師

陳曉鈴小姐 溫福春先生 林瓊娟小姐 荊鳳德老師 易志偉老師

書世湘小姐 黃瑞東先生 王仲益老師 王耀德老師 孫建文老師 

紀慧怡小姐 楊慶政先生 李素瑛老師 林盈達老師 李義明老師

許欣怡小姐  蔡黃錦雲小姐 趙于飛老師 黃金維老師 蕭立君老師

許惠珍小姐 邱國惠小姐 林金滄老師 吳天鳴老師 李永銘老師

李文興先生 陳粵光先生 金周新老師 陳伯寧老師 林怡欣老師

巫惠屏小姐 何惟梅小姐 吳光雄老師 彭慧玲老師 鄭琨鴻老師

李明慧小姐 覃天華先生 黃遠東老師 張  翼老師 楊本立老師

謝安慈小姐 邱金港先生 黃大原老師 崔秉鉞老師 徐雍鎣老師

溫彩香小姐 劉富正先生 王逸如老師 廖維國老師 吳金典老師

楊雅聿小姐 黃基良先生 蔡熊山老師  林家瑞老師 -

【人事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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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國際學生座談會工學院國際學生座談會  會後報導會後報導

為了協助工學院各系所國際學生認識工學院，並對其學習與生活近況進行瞭

解，在工學院權限與能力範圍內，協助解決其在本校學習與生活所衍生之困難，

並促進國際學生彼此之交流。工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於96年6月28日（星期

四）中午，假工程五館322B室，舉辦「工學院國際學生座談會」。

會中除了主持人工學院方永壽院長、

傅武雄副院長、黃志彬副院長、工學院國

際事務辦公室主任潘扶民老師、委員鄭泗

東老師，我們亦邀請到國際服務中心安華

正先生，一起與國際學生來場心靈的對

話。本次參與此座談會的國際學生計有材

料系Kartik Chandra Sahoo、Harihara

Padhy、Duryodhan Sahu、Rajanish

N. Tiwari、Luong Tien Tung、Trinh

Hai Dang、土木系Tmur Belozer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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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系Pavel G. Aliev，與電控系 Manokaran Newlin Rajkumar等共9位。

大家在享用豐盛自助餐的同時，進行了師生之間情感的交流，讓整場座談會在愉

悅的氣氛下敞開。經過這場座談會，我們歸納幾個國際學生所反應的問題與建

議：

問題一：工學院提供的英語授課課程稍嫌不足，致使外籍學生在選課與學習

上產生語言方面的困擾，無法即時獲取新知。如果無法提供更多的英語授課課

程，建議 (1)每一門課指派一位英語助教，幫助其學習；(2) 請授課教師提供英

語輔助教材。

問題二：教師以中文授課時，教授內容往往與指定之英文教科書內容不同，

外籍學生無法交互對照，以致於不曉得如何備課與準備考試。

問題三：希望指導教授能夠要求小組討論時使用英語，否則外籍學生因語言

隔閡無法真正參與討論。或者指導教授應適時讓外籍生明瞭會議中發生的狀況。

問題四：建議每個研究群組應指派一位可與外籍學生溝通的台灣學生當溝通

橋樑，用以協助其解決在實驗室內可能面對的問題與困難。

問題五：建議指導教授應給予碩博班學生適當的假期，例如至少1～3個星

期的寒休或暑休，讓學生可以適度的放鬆心情，或返國探親。

問題六：學校圖書館應有專職外語人員協助外籍學生尋找資料，與提供適切

的服務。（安先生反應，學校的確有專職服務人員，並已告知諮詢方式。）

問題七：建議學校相關單位發送給外籍學生的電子郵件使用英文，否則外籍

學生並無法即時獲取重要訊息。每次都要透過國際學生服務中心代為翻譯，著實

浪費時間。

問題八：建議學校每棟宿舍內至少設置1~3個廚房空間，讓外籍生有機會

可以自己下廚，烹飪家鄉味。

問題九：建議學校明確告知外籍學生提供獎學金的時間，讓學生有心理準

備。於就學期中突然刪減獎學金額度，會造成學生額外的負擔，影響學生的學習

情緒。

以上外籍學生所反應有關學習方面的問題，工學院將傳達給院內各系所教師

知道，並請教師在可行的範圍內協助外籍學生解決困難。至於英文電子郵件、獎

學金、及宿舍廚房設施等問題，因非工學院能力所及的範圍，將向學校反應，請

其提供解決之道。藉由本次座談會，工學院與外籍學生互動愉快。希冀未來工學

院能夠透過外籍學生介紹或宣導，吸引更多更優秀的外籍學生就讀。

【工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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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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瑜珊小姐，分機51478

e-mail：umbrel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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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