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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服務營隊 暑假熱情出擊
炎炎夏⽇，交通⼤學服務性社團熱情不減︕及⼈服務團、⽂化服務團、⼭地⽂化服務團逾百名學⽣，將在暑假期間深⼊⼭
林、外地為國⼩學童舉辦營隊，共同創造屬於彼此的難忘回憶。28⽇由交⼤吳妍華校⻑親⾃授旗，肯定學⽣的服務精神，
也感謝這群熱愛社會、樂於服務的學⽣們讓社會變得更美好。

吶喊著⼝號「熱情、服務、堅持、典範」，及⼈服務團將在7⽉2⽇⾄6⽇於桃園笨港國⼩舉辦暑期育樂營，帶領桃⽵苗偏
遠地區或資源較缺乏的國⼩學童參與各種活動與課程，包含科學實驗、美勞、健康、RPG⾓⾊扮演遊戲、運動會等等。為
了提升學⽣學習興趣，課程以戲劇及遊戲闖關的⽅式進⾏，讓⼩學員實際參與，不僅玩得愉快，還能學習到許多課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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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熱情與服務精神，交大服務性社團將為學童帶來充實

愉快的暑假

識，寓教於樂。

隊⻑陳⾒成表⽰，今年是及⼈第22屆暑期育樂營，桃⽵苗區有許多位於
偏遠地區的國⼩，為了平均分配資源，辦理營隊時六年內不會選擇重複
的學校，讓更多孩⼦能夠⼀同參與學習，也希望透過五天的營隊活動與
課程，為學童帶來正向影響，啟發他們學習的興趣與潛⼒。

⽂化服務團7⽉11⾄19⽇前往⾼雄、南投舉辦「迪⼠尼⼩⼩愛迪⽣科學
營」，以⼩朋友最愛的迪⼠尼樂園為主題，設計迪⼠尼嘉年華會、⼩⾶
象⾶向藍天、⻁克船⻑的冒險之旅等遊戲課程，讓⼩朋友在快樂的環境
中學習，激發他們的創造⼒和想像⼒，並藉由簡單有趣的科學⼩實驗，
培養學⽣對科學的興趣與能⼒。

「儘管太陽很⼤，⼤家還是笑得很開⼼︕」隊⻑楊竣棠回憶去年舉辦營隊的景象表⽰，「⼩朋友很天真，雖然偶爾會無理
取鬧，但是分開時的不捨以及他們寫的⼩紙條、⼩故事都讓我們很感動。」隊員們也謹記社團精神標語「基於我⼼、服我
所愛」，期盼帶給⼩朋友⼀個充滿歡樂的假期，並從中獲得服務的快樂。

「Smrangi」為泰雅語交朋友的意思，也是交⼤⼭地⽂化服務團的理念，7⽉21⽇交⼤⼭服將出隊前往新⽵縣五峰鄉天湖
部落、⽵林部落以及尖⽯鄉⽐麟部落、煤源部落、那羅部落，與原住⺠⼀同⽣活，協助部落農忙⼯作，並指導原住⺠⼩朋
友英⽂、繪畫、⾃然等課程。總召邱羿茗表⽰，那羅⻑⽼曾表達感謝之意，因為⼤學⽣的陪伴，⾔教、⾝教都為部落⼩孩
帶來相當⼤且正⾯的影響。

邱羿茗也表⽰，深⼊不同的部落與原住⺠近距離接觸，可以了解原住⺠的需求，交⼤⼭服的⽬標，就是完成原住⺠朋友的
願望，⽽每年暑期出隊，更是維持交⼤⼭服和原住⺠部落良好友誼的橋梁，也藉此機會帶給部落⼩朋友學識上的幫助，彌
補後⼭教育資源不⾜的問題。

今⽇授旗儀式上，秉持著對服務的熱忱與動⼒，學⽣展現極⾼熱情與活⼒，期待為學童及原住⺠們帶來⼀個歡樂且充實的
暑假。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無研話》做⼀位熱情的真相探求者
交⼤⼈⽂與社會科學研究中⼼蔡⽯⼭教授上周發表《滄桑⼗年─簡吉與台灣農⺠運動》⼀書。這本具有歷史重要意義與⺠
主價值的史料書籍，詳細描述台灣⼀九⼆○年到⼀九七○年，⾝為國⼩教師的簡吉先⽣⽬睹農村困頓⽣活，毅然辭職投⼊
農⺠運動的過程。然⽽可能很多⼈都不知道，這段被刻意遺忘的歷史事件，因為政治因素被埋沒數年，直⾄現在才有機會
為社會⼤眾所知。

上周台⼤學⽣也提議在校園內設陳⽂成紀念碑，希望過去這段噤聲的歷史能有發⾔的機會，也提醒⾝為知識分⼦的學⽣
們，具備關懷歷史、社會的情操。

這兩件事情凸顯了⼀個現象，就像英國諺語中所說「The truth i s the daughter of time」。歷史真相不管被埋沒多久
或如何被操弄，只要有熱情的探求真相者，終有⽔落⽯出的⼀天。台灣農⺠運動過程歷經犧牲、痛苦，但有幸現在有許多
熱情的知識叩問者，協助將歷史釐清還原，不僅幫助⼤眾了解台灣進步歷程，也讓社會勇於⾯對過去。

⾝為⼤學⽣與研究⽣，在學習專業知識以外，也應學習同樣⾝為知識分⼦的簡吉先⽣，積極關⼼社會問題且實際⾝體⼒
⾏。並以他的精神為榜樣，積極做⼀位真相探求者，為現在年輕⼈價值觀混淆的社會，做出正向的貢獻。

《此⽂刊登於2012-06-22 中國時報C2版專欄》

[吳妍華校⻑| Top

【交⼤新書上市】《訊號與系統》數位教材、《美中強權博弈︓互賴理論之分析》、
《抓不住的蘭嶼⼩孩－蕭⽟霜的異想世界》
《訊號與系統》數位教材由電機系謝世福⽼師講授，課程內容包括建⽴模式、定理應⽤到計算推導，其講授著重應⽤⼤量
圖像、⽣活化的例⼦，詳細說明並解釋數學公式、定理的背後意義，不僅可提升學⽣進⾏基本解析的計算能⼒，以及深⼊
瞭解其系統概念之精髓，更可助其建⽴通訊原理整體基本架構、奠定其紮實的理論基礎及計算能⼒。

由通識教育中⼼⾼佩珊⽼師所作《美中強權博弈︓互賴理論之分析》⼀書，採⽤複合相互依賴理論來探究美中關係之發
展，從觀察冷戰時期的美中關係開始，繼⽽利⽤三件發⽣於美中之間的危機做為例證︓天安⾨事件、⾙爾格勒⼤使館轟炸
案與美中軍機擦撞機案，進⽽深層探究美中兩國危機談判的問題解決模式以及事件發展，「觀古鑑今」，將理論與實際加
以整合，提出後續研究美中關係者的絕佳參考書籍，亦是⼀本國關理論與安全研究所基礎研究必備的參考書籍。

⽽蘭嶼素⼈畫家蕭⽟霜第⼀本⾃述式作品集《抓不住的蘭嶼⼩孩－蕭⽟霜的異想世界》，收錄多幅令⼈視覺震撼的畫作與
裝置藝術品。透過書中⾊彩濃郁、強烈的作品與⾃述式的⽂字剖析，可以深⼊認識這位不受拘束、感情流露、豪邁奔放的
藝術家，獲得⽿⽬⼀新的視覺感動︔也可透過其作品瞭解出其個⼈獨特的⽣活經驗，間接體現出達悟⽂化的內涵。蘭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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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多家⺠宿業者亦邀請她彩繪⺠宿空間，讓更多到蘭嶼旅遊的⼈可以藉由她的藝術領略到蘭嶼之美。

以上書籍皆由國⽴交通⼤學出版社http://press.nctu.edu.tw 出版發⾏，各⼤書店、網路書店等通路皆可購買。

[教務處] | Top

傑出教學助理遴選作業
傑出教學助理遴選作業︓於7⽉4⽇發通知⾄各學院，並提供100學年度TA評量問卷得點4.0以上名單，以作為各院推薦候
選⼈參考。教發中⼼將於九⽉初召開遴選會議，共計選出20位傑出教學助理及30位優良教學助理，於開學後『TA教學⼯
作坊』中進⾏頒獎。

[教務處] | Top

101年度甲級廢棄物處理訓練班招⽣中︕
101年度甲級廢棄物處理訓練班開班⽇期8⽉18⽇⾄10⽉7⽇,⾃即⽇起開始上網報名，詳細招⽣及報名資訊請參考推廣教
育中⼼網站 http://ccet.nctu.edu.tw/。亦可⾄環訓所網⾴查詢開班訊息http://record.niet.gov.tw/。

[教務處] | Top

101學年度上學期逕修讀博⼠學位申請
⼀、學⼠、碩博⼠依各系所規定期限內，檢附相關資料向各系所提出逕修讀博⼠學位申請。
⼆、陸⽣逕博資格，申請範圍限定100、101學年度曾招收陸⽣之系所。
三、各系所相關會議審查後送交各學院彙整復審，於101年9⽉14⽇前送交註冊組。

[教務處] | Top

101學年度第1學期碩博⼠班(含僑⽣及⼤陸地區)新⽣註冊⼊學須知
碩博⼠班新⽣註冊⼊學須知已公佈於註冊組最新消息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index.aspx

TA評量問卷︓實施時間為5⽉30⽇⾄6⽉22⽇，舉凡填答問卷者皆可參加抽獎，詳情請⾒教學發展中⼼網站「最新消
息」http://ctld.nctu.edu.tw/。

[教務處] | Top

100學年度績優導師名單已經出爐囉︕
名單已公佈於⽣輔組網⾴︓http://scahss.adm.nctu.edu.tw/

[學務處] | Top

財團法⼈中技社101 年度「科技獎學⾦」即⽇起受理申請
⼀、本年度「科技獎學⾦」活動分⼆類組甄選
1.科技研究組(甲組)名額︓15 名︔毎名獎⾦新台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紙。
2.科技創意組(⼄組)名額︓15 名(隊)︔毎名(隊)新台幣壹拾伍萬元及獎狀⼄紙。(團隊獎⾦之分配由獲獎團隊⾃⾏決定，
獎狀
毎⼈⼄紙。)
⼆、申請⽇期⾃即⽇起⾄2012年9⽉10⽇截⽌（院系彙送），申請 辦法請參閱⽣輔組獎學⾦申請網⾴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page=

[學務處] | Top

『承辦⼈查查閱⾃⼰所創過的公⽂內容』教戰守則公告
本校的公⽂管理系統提供回閱公⽂、副知檢視及公⽂查詢等功能，可以讓承辦⼈查閱⾃⼰所創過的公⽂內容，既可以達到
節能減紙，⼜可以節省您堆放紙本的空間。
有關前項回閱公⽂及副知檢視的功能如何設定，其操作說明刊登網址如下，請⼤家多多利⽤︓
（1）公⽂管理系統之「線上說明」之操作⼿冊項下。
（2）⽂書組網⾴之「表單下載」之研習教材項下（http://www.ga.nctu.edu.tw/ga1/download.php?
class_id=80）。

[總務處] | Top

7⽉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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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12
⽇

歐印興業 ⾏旅箱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泓栗 蔓越梅汁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17號草堂 ⼿⼯⼤餅

敏傑 吸⽔⽑⼱、記憶枕、精油

菜⾹耕 有機⾷品

⼩野 排汗⾐、⻄裝褲

通臨 吸⽔⽑⼱

雕彩 ⼿錶(鱷⿂牌)

豐⺠ 皇后瑪包包、銀式飾品

19⽇

⽥園都市瑝 德國豬腳

17號草堂 ⼿⼯⼤餅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新榮陽 氣墊⽪鞋、排汗⾐

古吉實業 美髮⽤品

⾬之情 ⾬傘

國泰⼈壽 ⾦融保險

福⽥⽔果⾏ ⽢草芭樂、芒果⻘

全信實業 ⽵碳健康系列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26⽇

晴⾬天⽣活名
店

⾬傘、⾬⾐

⾷客 蘿蔔糕、芋頭糕、客家⼩點⼼

17號草堂 ⼿⼯⼤餅

希望烘焙屋 軟麵包、⼿⼯餅乾、乳酪蛋糕

浩恩 防⽔包包

樸鈺 客家養⽣蛋糕

菜⾹耕 有機⾷品

城欣 ⽵碳襪⼦、兒童服飾

宜⼒ 乳酸菌、優格

養⽣⾷品 澎湖名產/東港名產/蜜餞系列

養⽣⾷品 澎湖名產/東港名產/蜜餞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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