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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務資訊】100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學務訊息
邀請⼤學部、碩⼠班同學填寫100年度「⼤專校院學⽣核⼼就業⼒調查問卷」

總務訊息
總務處⾺上辦〜給您好⽣活

研發訊息
恭賀本校教育所周倩教授、資⼯系林⼀平教授及⼟⽊系⿈⾦維教授榮獲國科會100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國科會101年度「補助博⼠⽣赴國外研究(千⾥⾺計畫)」(100年申請者)已核定
國科會徵求台灣與法國研究團隊「2012台法(NSC-ANR)合作研究計畫」
農業⽣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徵求101年度「農業⽣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案」--產學合作計畫
教育部辦理補助「資訊軟體⼈才培育推廣計畫徵件事宜」

圖書館訊息
期末考週開館公告(1/2~1/13)
交⼤圖書館對本校教職員⽣提供50台iPad2借閱服務
0102~0108每週~優鮮⽚:2012
Endnote X5 安裝之疑難排解
新增資料庫~Britannica Image Quest＝⼤英教育圖庫
新增資料庫~空中英語教室影⾳典藏學習系統之主題式學習頻道
新增資料庫~臺灣⾦融事項參考書︓電⼦書
新增資料庫~Music Online＝亞歷⼭⼤⾳樂&電⼦書資料庫
新增資料庫~Mag V
新增資料庫~Knovel互動式理⼯電⼦書⼯具資料庫
新增資料庫~HyRead台灣全⽂資料庫

交⼤新聞

校園新聞

⾏政單位

教務訊息
學務訊息
總務訊息
研發訊息
圖書館訊息
資訊技術服務中⼼訊息

其他單位

員⽣社訊息

校園刊物

浩然新鮮報
傳科喀報
超薄型⽉刊

前期回顧

108期

2012-01-05 第109期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109/index.html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408/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75/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414/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413/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412/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98/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400/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87/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86/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85/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384/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
http://castnet.nctu.edu.tw/
http://ctld.nctu.edu.tw/epaper.aspx


吳妍華校長(中)、張俊彥前校長(右)、許千樹副校長(左)為

交大游泳館剪綵

鍾張齡(左)、陳思穎打造像家一樣的醫院

新增資料庫~faculty of 1000 ⽣物醫學類核⼼論⽂評選
新增資料庫~ebrary電⼦書
[更多新增/試⽤資料庫訊息]
101年⼼路vs茉莉⼆⼿書店公益募書捐款活動（1/1~2/29）

資訊技術服務中⼼訊息
校園影⽚創作競賽

其他單位
員⽣社訊息
1⽉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交⼤打造千萬健⾝中⼼ 師⽣與市⺠同享
全國⼤專院校最好的健⾝房及設施新穎的游泳池於交通⼤學全新亮相︕
交通⼤學游泳館1⽉5⽇正式開幕啟⽤，館內包含溫⽔游泳池、SPA⽔療
區、三溫暖烤箱室、蒸氣室及頂級健⾝房，配備⾼級、完備，提供全校
師⽣及新⽵市⺠優質的運動場地。

交⼤游泳館位於交⼤光復校區北側運動設施區內，館內包含擁有七個⽔
道、⻑25公尺的室內溫⽔游泳池、SPA⽔療區(含冰⽔池、熱⽔池、超⾳
波按摩衝擊池、養⽣氣泡床、動⼒浮浴、空中⽔瀑)、三溫暖烤箱室以及
兩間蒸氣室，位於⼆樓的健⾝房則引進LIFE FITNESS千萬健⾝器材，
以國際⼤型連鎖健⾝房指定使⽤的健⾝品牌滿⾜不同使⽤者的需求。

室內溫⽔游泳池⾯積約1729平⽅公尺，使⽤臭氧級消毒設備，配有兩名
救⽣員︔健⾝房占地428平⽅公尺，擺放16台跑步機與19台各式⼼肺有

氧器材，並有健⾝教練從旁給予指導︔重量訓練室規劃20多台可訓練全⾝各部位的重量訓練機及30台專業進階重訓器材。
多功能的運動場地，可同時容納⼀百多⼈使⽤，希望藉由舒適的運動空間提升使⽤率，並透過良好的氛圍吸引更多運動者
愛好者加⼊。

交⼤新健⾝中⼼的規劃已超越許多⺠營健⾝中⼼的⽔準，頂級的設備與管理將成為⼤專院校的指標，不僅是交⼤師⽣享受
健⾝樂趣、獲得健康活⼒的最佳去處，也提供運動者愛好者優質的運動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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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spital 家醫院設計創作展 交⼤應藝所打造像家⼀樣的醫院
當Home(家)結合hospital(醫院)是否能讓病患更感安⼼與溫馨︖交通⼤
學應⽤藝術所學⽣鍾張齡、陳思穎各⾃在家⼈⽣病的機緣下，重新檢視
醫療設計問題，運⽤創意設計出體貼、舒適的醫療產品及資訊平台，讓
病患、醫護⼈員更愉快地享受醫療資源，如同展名「+ Homspital」，
⾝在醫院卻擁有家的溫暖。《+homspital家醫院─鍾張齡、陳思穎雙⼈
聯展》即⽇起⾄1/19於新⽵⾦變堂藝廊展出。

鍾張齡、陳思穎發現醫療科技⽇漸發達、醫療制度不斷改⾰，⼈們有更
多的機會接受醫療服務，但不論是⼤醫院還是⼩診所，醫院仍舊予⼈冷
冰冰的形象，情感性的設計以及服務性的⼈⽂關懷並沒有實際展現於醫
院︔在醫院時常可⾒到患有糖尿病的阿嬤，拿著⼀袋⼜⼀袋的藥包卻搞

不清楚藥該怎麼吃、⽼爺爺因為吊著點滴，⽽無法將⼿放進⼤外套裡︔為了改善這些細微卻⼜隨處可⾒的醫療問題，兩⼈
決定以此為核⼼概念，透過創意以及美學⼒量，設計出體貼、舒適的醫療產品。

⼯設組鍾張齡的⽗親曾罹患癌症，時常陪同⽗親進出醫院的她發現，病患會因為對病情的不瞭解⽽造成恐懼，家屬也會⾯
臨要在不清楚患者病情的情況下做出決策的問題，有鑑於此，她設計作
品《病房秘書》，將病患的資訊整合於平板電腦之中，直覺性的介⾯設
計讓病患、家屬以及醫護⼈員都能輕⽽易舉地了解患者的⾝體狀況︔
《點滴病患服》則具有⽅便的穿脫設計，解決病患被點滴線纏繞⽽絆⼿

絆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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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病患服》可讓打點滴的病患自由行走

歷時十年彙整編輯完成的《楊英風全集》備受矚目

小朋友與薩爾瓦多的國際志工Karla玩遊戲相當熱烈

(AIESEC提供)

專攻視覺傳達的陳思穎因家⼈有慢性病，需使⽤⻑期處⽅籤，過多的藥
袋總是讓⼈搞不清楚藥品的服⽤⽅式與時間，所以她以藥袋為主軸加以
設計，花費近兩年的時間與病患及藥袋廠商進⾏調查與訪談，了解使⽤
者的需求後，融⼊創意設計出可完整呈現各項資訊的藥袋，讓⼈們不再
⼿⾜無措，活潑的圖像也能增加病患的服藥意願。

兩位創作者將展覽空間規劃為⼩醫院的形式，讓觀者⼀踏進展覽現場就
能感受到溫馨、友善的氛圍。時常往返於台北與新⽵各⼤醫院的她們，
希望透過設計展吸引更多⼈關注醫療的視覺規劃、空間設備以及各項資
訊服務，創造更符合醫療需要的醫療設計，也為病患與家屬打造更好的
醫療環境。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應藝所| Top

呦呦英華̶楊英⾵藝術研究中⼼⼗⼆年特展
由交通⼤學藝⽂中⼼及楊英⾵藝術研究中⼼共同主辦的「呦呦英華̶楊
英⾵藝術研究中⼼⼗⼆年特展」於12⽉29⽇開展，會場展出歷時⼗年彙
整、編輯完成的《楊英⾵全集》及數⼗件雕塑、繪畫作品，展現楊英⾵
⼤師創作內涵及藝術美學。

楊英⾵⼤師為台灣雕塑家，是雕塑家朱銘之師，育才無數。創作的年代
橫跨⼆次世界⼤戰後到⼆⼗世紀末，創作作品包含雕塑、速寫、⽔彩、
⽔墨、版畫、漫畫、美術設計、景觀規劃，形式多元、⾵格多變，引領
台灣藝術⾵潮，並設計台灣多項重要標誌，包含⾦⾺獎獎座、區運標
章、台灣建國紀念標誌等等。

「呦呦英華̶楊英⾵藝術研究中⼼⼗⼆年特展」展出楊英⾵⼤師過去數
⼗萬件各式作品、⼿稿、書信、史料及⽇記，可留存的⽂件受到妥善的收藏，資料完整⽽龐⼤，其中⽇記更是從台灣遷台
前⾃⼤陸保存⾄今，更顯歷史研究價值︔全套30卷的《楊英⾵全集》則是在楊英⾵藝術研究中⼼及圖書館的努⼒下耗費⼗
年完成，以實體書籍及精華原稿呈現楊英⾵⼤師的特⾊及內容︔雕塑、繪畫作品及⼿稿記錄則呈現楊英⾵⼤師的藝術思想
與精華，以精采原作讓觀眾領略創作內涵與美學。

楊英⾵⼤師的雕塑作品早期以⼈像為主，利⽤銅料刻畫⼈物線條、展現主體個性︔中期將作品主軸轉向⼭⽔特⾊，作品
《太魯閣峽⾕》即展現台灣東岸峽⾕之美，為國內外少數⾵景雕塑作品︔後期則以新穎材料不銹鋼為創作核⼼，讓具有輕
盈、空靈特性的不銹鋼結合中國傳統⽂化成為幾何圖形，讓傳統與現代以藝術創作的⽅式並存，流線、簡約並帶有⾦屬感
的設計也成為台灣鋼材創作先驅。對藝術的追求與求新求變的渴望，讓楊英⾵⼤師不斷嘗試、不斷突破，不同的畫⾵與媒
材在在展現他⾃鄉⼟寫實邁⼊抽象藝術領域的轉變。

楊英⾵⼤師在台灣戰後的美術史上創造多項台灣第⼀，除了引進鋼業藝術、運⽤鋼材與不銹鋼創作，也引進雷射藝術，以
雷射光源展現作品的⽴體美感。楊英⾵⼤師也是「前衛版畫會」創始會員，為使⽤農村特有產物「⽢蔗版」進⾏創作的第
⼀⼈︔他也將⽂化帶進產業，激發⽂化產業思考。擁有源源不絕的藝術創作及藝術理論，讓他成為為台灣美術史上重要的
藝術家。

回顧楊英⾵⼀⽣的創作，即為⼆⼗世紀台灣雕塑藝術史的濃縮，勇於嘗新的精神也讓他成為台灣藝壇的先導，帶領台灣藝
壇⾛向現代化與多元化。他也致⼒於⼈⽂與藝術哲學之思考，提出「⼤乘景觀」藝術之雕塑理論，讓藝術品與⽣活環境交
融，造就景觀雕塑的真意。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給⼩朋友⼀個不⼀樣的聖誕節國際志⼯和交⼤⽣舉辦耶誕國際體驗營
今年的聖誕節，新⽵縣的國⼩孩童有⼀場難忘的國際體驗之旅。20多位交⼤學⽣與來⾃巴⻄、⾺來⻄亞、新加坡、南⾮、

印尼、越南、澳洲、薩爾⽡多⼋個國家的國際志⼯，為六家國⼩、照⾨
國⼩的100位⼩朋友舉辦「耶誕國際體驗營」。

此活動是由新⽵縣政府教育處和國際經濟商管學⽣(AIESEC)交⼤分會共同主辦，除了讓⼩朋友在可以體驗不同的聖誕節⽅
式與國際志⼯互動，同時也有客家⽂化的體驗關卡，讓⼩朋友更加了解⾃⼰本⼟的⽂化。AIESEC 交⼤分會近年來致⼒於

引進外國⻘年到新⽵當地從事⽂化教育、地⽅觀光推廣、等志願性服
務，希望透過與國外⻘年的交流為新⽵當地注⼊國際化的新⼒量。

參與體驗營的⼋位研習⽣在11⽉中起陸陸續續抵達台灣，從事近兩個⽉
的志願性服務。來⾃薩爾⽡多的Karla⽬前是在新⽵縣尖⽯鄉的⽯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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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飯糰也讓國際志工與小朋友有更多互動-越南國際志

工Dong(AIESEC提供)

⼩，提供英⽂及⽂化教育。⽽來⾃南⾮的Haimi 平常則是在新⽵市的實
驗⾼中、⽵⼥、新⽵⾼商帶給⾼中⽣國際議題的討論課程，也會到⼼路基⾦會新⽵分會從事志⼯服務。

在國際體驗營當中有國際志⼯和交⼤⽣帶來互動式的戲劇，讓學⽣主動
了解當地特⾊︔充滿⽂化特⾊和聖誕氣氛的闖關活動，讓學⽣邊玩邊
學︔還有新⽵⽂化”柿染”衍伸的”茶染”體驗，在中餐時刻也有⼩朋友DIY
包飯糰，由國際志⼯盛⽶飯和內餡給⼩朋友，⿎勵學⽣⽤英⽂與國際志
⼯互動。

在12⽉25號這個特別的節⽇裡，兩所國⼩的學⽣們與來⾃世界不同國家
的⻘年們和AIESEC交⼤分會的⼤哥哥⼤姐姐，透過活潑簡單的互動活
動，⽤英⽂與國際志⼯互動，除了讓學⽣拓展國際視野，也更加認識新
⽵在地的⽂化，⼩朋友們紛紛表⽰，過了⼀個難忘且特別的聖誕節︕

[AIESEC交⼤分會/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即⽇起開始招⽣
本校基於社會責任回應產業所需⼈才之培育需求，持續強化教學及研究效能，進⽽培育跨領域領袖級⼈才。⽬前，我們正
積極推動「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著重⽂化薰陶、⼈格培養及社會關懷素養，打造全⼈教育環境，培養國家所需之菁
英⼈才。「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設計多元議題，⿎勵學⽣思考，保持樂觀的態度，配合改⾰與創新的理念，陶冶學⽣
成為未來社會的意⾒領袖。學⽣須於畢業前修完本學程19學分，得以領取本學程之結業證書。
申請所需相關表格資訊，請⾄本學程網⾴下載︓http://aadm.nctu.edu.tw/leader/index.html。申請報名⽇期為即⽇起
⾄101年2⽉3⽇前。若有相關問題，可E-mail⾄chiayu@mail.nctu.edu.tw信箱詢問或直洽「領袖⼈才培育學分學程」
辦公室(⼯程五館R533A)，校內分機50105鄭⼩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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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評量問卷
TA評量問卷作業時間為100年12⽉20⽇⾄101年1⽉13⽇，舉凡填答問卷者皆可參加抽獎，
詳細資訊請⾒教學發展中⼼網站「最新消息」http://ctld.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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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SCI 及 SSCI 期刊發表論⽂的 研究⽅法與撰寫訣竅招⽣中
您的論⽂要如何增加獲取SCI及SSCI國際期刊的採納︖除了撰寫技巧的導引之外，協助您釐清研究主題、確認研究⽅向與
加強分析判斷能⼒，更是您在此堂課程中可以實實在在增強功⼒的⽅式之⼀。
由夏威夷⼤學名譽教授，1997年獲選為「夏威夷⼤學90年歷史中之90位傑出教授」、現任中興植病系客座及研究講座教
授的柯⽂雄博⼠，帶領您⼀起寫出更具價值的論⽂。

◆報名資格︓碩博⽣、學校教師及公私⽴研究單位⼈員及有興趣⼈⼠
◆ 上課時數︓32⼩時 (每次上課4⼩時，共8次)
◆ 上課⽇期︓101年2⽉25⽇⾄4⽉14⽇(每週六)，
上午9:00am~11:00am正課及下午1:00~3:00pm諮詢討論(全體參加)
◆ 上課地點︓國⽴交通⼤學
◆ 課程費⽤︓5,000元（學校教師與研究⽣優惠價4,000元，請於報到時出⽰證明⽂件）
◆ 報名⽅式︓⼀律採線上報名，即⽇起~⾄ http://ccet.nctu.edu.tw/programs_view.php?id=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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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第1學期年限將屆學⽣注意事項
⼀、年限將屆滿之學⽣，須於本學期完成應修課程學分並符合畢業資格（碩博⼠班⽣應於101年1⽉31⽇前通過系所各項
考核規定，提出論⽂並通過學位考試完成論⽂審定）。
⼆、無法於本學期完成應修課程學分，且以前累計休學未達四學期者，得申請休學。(1)休學申請須在學校⾏事曆所定之學
期考試開始前(本學期為101年1⽉6⽇前)辦理完畢。
(2)碩博⼠班⽣已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理完畢(本學期為101年1⽉31⽇前)。
三、若無法於本學期符合畢業資格且未於規定期限前完成休學申請，本校將依學則第14條規定做退學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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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籍成績系統之教師網路傳送成績功能
學籍成績系統之教師網路傳送成績功能，成績上傳後在未點選「送註冊組成績」功能鍵前，則為公告中的成績，教師上傳
之成績若發現有誤，教師得於系統⾃⾏更正。若確定要成為正式成績，由教師⾃⾏點選「送註冊組成績」，成為正式成績
後就不能再更正成績，若要更改則須提出申請並依學則規定程序辦理。本學期教師送交成績期限為101年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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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2學期 (⼆⽉⼊學) 碩博⼠班新⽣註冊⼊學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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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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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須知(舊⽣)
全校在校⽣註冊⼊學須知已公佈於註冊組最新消息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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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申請
101年2⽉17⽇(五)前辦理完成休學程序者免繳學雜費。
開學後辦理休學要繳全額學雜費，退費標準如下(依本校⾏事曆及學⽣辦妥離校⼿續⽇期計算，以下均同)︓
(⼀) 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離校者，退費三分之⼆。
(⼆) 未逾學期三分之⼆離校者，退費三分之⼀。
(三) 逾學期三分之⼆離校者，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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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2學期跨校雙主修/輔系申請開始囉~
凡本校⼆年級⾄四年級上學期學⼠班學⽣，有意願⾄陽明⼤學加修性質不同學⼠學位為第⼆主修/輔系者，請參閱相關規定
後，⾃即⽇起⾄101年1⽉31⽇⽌，備⿑相關資料向註冊組提出申請。申請跨校雙主修/輔系之詳細規定，請參閱網
址︓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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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A問卷+100B選課
⼀、「問卷填答」︓
1.100A『填答教學反應問卷』時間為︓2011/12/20 --2012/01/08。 
2.填答完以上問卷後，請按「重新整理」後，再加選課程。

⼆、選課之前請務必查看「課程時間表」→「選課使⽤說明」!有需要的部分…請⾃⾏下載!!

三、100B學⽣選課時間為︓
1.第⼀階段初選︓2012/01/03 上午09︓00̶2012/01/05晚上24︓00
（1）加選(⼀般課程) →⾺上可以「確認選課狀況」（已選）。
（2）登記、志願(有特殊限制需分發課程) →待此階段結束後亂數分發（已登記）→學⽣1/6(五)再上網「確認選課狀況」
（已選）。
備註︓若沒有出現該課程(已登記)，表⽰沒分發上，請再加選或登記其他⾨課。
2.第⼆階段初選︓2012/01/10 上午09︓00̶2012/01/12 晚上24︓00
（1）加選(⼀般課程) →⾺上可以「確認選課狀況」（已選）。
（2）登記、志願(有特殊限制需分發課程) →待此階段結束後亂數分發（已登記）→學⽣1/13(五)再上網「確認選課狀
況」（已選）。
備註︓若沒有出現該課程(已登記)，表⽰沒分發上，請再加選或登記其他⾨課。
3.開學後加退選︓2012/02/20 -2012/03/02 每天09:00-24︓00
備註︓每⽇晚上24:00關機進⾏有⼈數上限課程抽籤分發。
4.碩博班同學請注意(很重要) ︓碩博⼠班⽣必修課程無預選之處理，須⾃⾏上網加選必修課程。請參考各系所專班修課規
定後，再次確認課程。(EX︓書報討論、論⽂研究、個別研究、專題研究等等)

5.若有課程出現在「課程時間表」，卻沒出現在「加選」清單裡，表⽰這⾨課程是有限制選課對象的。例如︓初選第⼀階
段通識課程，⼤⼀⽣只會出現⼤⼀通識。相關問題請參考「課程時間表」→「選課使⽤說明」或課務組之最新消息的選課
Q&A或致電各開課單位與課務組詢問，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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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事項︓
（1）選課系統網址http://cos.adm.nctu.edu.tw/。
（2）若使⽤3G網卡，建議先登⼊交通⼤學虛擬網路(VPN)後，再使⽤選課系統。VPN使⽤說明請參考資訊技術服務中⼼
網⾴http://www.it.nctu.edu.tw/ 之網路服務-虛擬網路(VPN)。
（3）若是在職專班同學的公司辦公室有設防⽕牆，請同學回家或⾄學校上網選課。
（4）請勿設定瀏覽器的Proxy Server位址，以免存取速度緩慢或讀取錯誤網⾴。
（5）學⽣忘記密碼︓
（a）選課系統有查詢密碼功能（請點選︓忘記密碼）。
（b）請於上班時間⾄課務組或電洽(03)5712121#50421-50425，將重新為你設新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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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借⽤系統 公告
⼀、寒假期間開放時間︓2012年01⽉16⽇⾄02⽉19⽇。
⼆、春節假期教室閉館時間︓2012年01⽉20-29⽇。
三、本校將於2012年02⽉16-18⽇，舉⾏101學年度碩⼠班及碩⼠在職專班招⽣考試，全校各館舍之教室將作為考場使
⽤，教室將暫停借⽤。
註︓因應碩班考試，2012年02⽉15⽇做為考場佈置⽇，故教室也將暫停借⽤。
四、以上為教室借⽤系統關閉時段，如有不便之處，敬請海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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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務資訊】100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為了學⽣選課時可了解（查詢）「課程綱要」，請各系所開課教師切實執⾏上網填寫「課程綱要」。「課程綱要」為
學⽣選課最基本參考資訊，請各系所開課⽼師重視課程綱要，以達成填寫率100%的頂尖⼤學。

⼆、選課系統︓http://cos.adm.nctu.edu.tw/index.asp 請點選左選單「編輯課程綱要」，右畫⾯將出現⽼師開設的課
程（助理將出現該單位所有課程），請於選課前上網填寫。填寫後，學⽣將可以在選課系統任何出現該⾨課程的地⽅，點
選該課程的當學期課號，就可查詢到該課程的課程綱要，且此課程綱要將永久保留，以後學期仍可查詢。

三、「編輯課程綱要」輔助功能︓
1、⽼師可複製以前學期的課程綱要，再進⾏修改之。
2、⽼師可設定學⽣（學號），該學⽣將可以幫忙填寫課程綱要，請多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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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學部、碩⼠班同學填寫100年度「⼤專校院學⽣核⼼就業⼒調查查問卷」
為了深⼊了解學校職涯/就業輔導單位100年度辦理的各項提升就業⼒活動，對於學⽣核⼼就業⼒的助益情形，⾮常需要您
的協助，請根據您的實際參與和實際表現情形，逐⼀完成這份調查問卷，以提供政府機構及學校職涯輔導單位未來持續推
動有效職涯輔導策略之參考。

本調查對象「⼤專校院在學⻘年」，係指⼤學部（含⽇間部與進修學制）、碩⼠班、四技⼆專、五專等各類學制⼀年級以
上之仍具備學籍的在校學⽣。

本調查擬採取普查⽅式，調查時間為即⽇起⾄1⽉20⽇⽌。敬請 本校符合調查對象之⼤學部、碩⼠班在校⽣盡快上網填寫
100年度⼤專校院學⽣核⼼就業⼒問卷，問卷網址︓http://www.ncyu.edu.tw/careercenter。

敬請同學務必於問卷個⼈基本資料「學校名稱」欄位留下就讀學校名稱，以利後續統計作業。

您若對本調查問卷內容或填答⽅式有任何的疑問，請與本調查之承辦⼈員聯絡︓ 
國⽴嘉義⼤學學⽣職涯發展中⼼ 陳蕙敏⼩姐
聯絡電話︓(05) 2263411轉1242
E-mail︓careersurvey.ncyu@gmail.com。

[學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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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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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辦記錄摘要︓

Q1 公告交通⾞(⽵北線)變更事項

A1 為配合節能減碳政策，⾃100年12⽉19⽇起，以下班次改以中型巴⼠⾏駛︓ 
光復校區開︓18︓10、20︓45、及21︓45
⽵北⾼鐵開︓18︓45、21︓15、及22︓15
請師⽣注意⾏駛⾞輛，避免搭錯造成影響。

Q2 園遊會擺攤提供的那種桌⼦是否有外借

A2 校園內擺攤需先申請，申請通過⽅可設置。 
⼀、擺攤申請（承辦⼈陳⼩姐分機31382）請填具︓公⽤空間借⽤申請表，向事務組申請。 
http://www.ga.nctu.edu.tw/ga2/download.php?Page=2&class_id=29
⼆、桌⼦借⽤（承辦⼈郭先⽣分機31381）請填具外勤班⽀援⼯作申請表，向事務組申請。 
http://www.ga.nctu.edu.tw/ga2/download.php?class_id=28。

Q3 圖書館的咖啡廳撤掉了，請問儲值卡如何處裡? 可否退費。

A3 勤務組已公告此退費活動於12/31截⽌，如已過期請⾄伊⽡⼠凌陽店消費（瑞塔咖啡地圖.doc）。或參100
年12⽉5⽇的校園公告⾏政公告。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editor/post_content.php?
id=20111200038&typename=⾏政公告

Q4 學校職員、助理或博⼠後能否進⼊圖書館的24k讀書，該如何申請呢?

A4 根據圖書館"24⼩時⾃修室管理要點"第2點規定"⾃修室僅限本校學⽣使⽤，憑學⽣證靠卡進⼊。"這是考量學
⽣除了宿舍之外，圖書館已是唯⼀的讀書場所再加上24⼩時⾃修室的席位數不多，所以⾃修室僅限學⽣使
⽤，教職員⽬前並無開放。

Q5 環校道路閘道⼊⼝感應停⾞證品質太差。 
1.遠距離感器維修時，必須要有駐警隊或是替代役⼈員在旁協助，避免只有攜帶遠距離感應卡同學停在閘道
⼊⼝⽽動彈不得，阻礙交通。 
2.遠距離感應裝置靈敏度太差，都已經在閘道路⼝卻還感應不出來。照理來說環校道路本是學⽣有權利經過
的地⽅，若今天跟學⽣額外多收路權費卻讓學⽣更感到不便，⽽無法提供更額外的便利，這是否在欺騙學⽣
⾦錢?

A5 1.關於感應器維修之情形，可請遇到困難的同學就近按壓現場短距離感應卡機旁邊的對講機，即刻會有警衛
室內同仁為您服務。若舊南⾨警衛室同仁外出巡邏，請依玻璃⾨上聯絡電話通知該⼈員處理。 
另︓本校沒有替代役⼈員，卡其⾊制服⼈員為本校保全⼈員，其職權與本校駐警隊相同。 
2.關於靈敏度問題，感應器之主動掃描強度已開到最⼤，駐警隊同仁於現場測試時也沒有發現明顯問題，也
許需要⿇煩同學您調整使⽤習慣與⽅式，可以獲得最好的感應效果。請參考駐警隊同仁製作的⻑距離感應使
⽤影⽚。影⽚連結︓http://youtu.be/b1-VGw_9wgY
希望這些可以為您解答問題，如果您於感應時仍發⽣問題，駐警隊亦歡迎您攜帶您的⻑距感應卡，⾄本隊偕
員警⼀同前往現場做進⼀步的測試，也可以釐清您的問題之所在。謝謝您的提醒，並祝您⾏⾞平安。

 

更多的留⾔訊息請點閱⾺上辦中⼼網站 
http://www.ga.nctu.edu.tw/rightAway/，您可依餐廳、交通、流浪⽝、修繕、校園環境、其他等六⼤主 
題分類查閱。服務專線︓(03)571-2121轉31456，歡迎全校師⽣有任何總務⼯作的建⾔來電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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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教育所周倩教授、資⼯系林⼀平教授及⼟⽊系⿈⾦維教授榮獲國科會100年
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 依國科會補助特約研究⼈員從事3年期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11點︓已執⾏1次3年期傑出學者研究計畫期滿者，視
同執⾏1次特約研究計畫。執⾏2次3年期特約研究計畫期滿，或執⾏1次特約研究計畫及1次3年期傑出學者研究計畫期滿
者，由國科會頒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牌。
⼆、 本校教育所周倩教授、資⼯系林⼀平教授及⼟⽊系⿈⾦維教授於94年8⽉1⽇⾄97年7⽉31⽇期間執⾏1次特約研究
計畫及97年8⽉1⽇⾄100年7⽉31⽇期間執⾏1次傑出學者研究計畫。
三、 為編印獲獎⼈專輯，請各獲獎⼈參照國科會函⽂附件規定提供相關資料電⼦檔，於101年1⽉9⽇前E-mail⾄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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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林⼦卉⼩姐(zhlin@nsc.gov.tw)，同時副知本校計畫業務組業務承辦⼈黎萱⼩姐(hsuan@mail.nctu.edu.tw)。
頒獎事宜將另函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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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1年度「補助博⼠⽣赴國外研究(千⾥⾺計畫)」(100年申請者)已核定
⼀、 國科會函送101年度「補助博⼠⽣赴國外研究」通過及不通過名冊(100年申請者)，本次共29⼈申請，獲核16⼈。
獲核名單如下︓

系所 姓名 期限(⽉) 前往國家 指導教授

光電系 陳致維 7 美國 ⿈⼄⽩

光電系 鄧⽴峯 7 ⽇本 劉柏村

光電系 林弘峻 7 英國 林怡欣

光電系 王朝勳 7 美國 郭浩中

電⼦系 林政偉 10 美國 趙家佐

電機系 ⿈哲揚 7 美國 洪崇智

電機系 莊鈞翔 8 美國 林進燈

資⼯系 劉⽂皓 10 美國 李毅郎

應化系 陳政元 12 加拿⼤ 孫建⽂

應數系 邱鈺傑 7 美國 陳秋媛

材料系 陳境妤 7 美國 吳樸偉

⼟⽊系 許宏銳 7 澳⼤利亞 ⿈⾦維

交研所 閻姿慧 7 澳⼤利亞 邱裕鈞

資管所 林斯寅 8 英國 羅濟群

教育所 葉妤貞 7 美國 林珊如

教育所 陳聖昌 8 美國 佘曉清

⼆、 已檢附函⽂附件、本校另訂之簽約請款注意事項與修訂後之合約、請款函稿範本、役男出國申請規定、國科會之作業
要點及應注意事項等資料於公⽂系統電⼦佈告欄及以E-mail通知材料系等11個申請單位，並請獲核單位轉知受補助⼈辦理
相關事項。
三、 核定受補助⼈須於審查結果公告錄取⽇次年(101年)1⽉1⽇⾄10⽉31⽇前辦妥出國⼿續，前往研究國家。請獲核單
位於其預定出國⽇2個⽉前備妥函稿及合約書等資料會相關單位後送國科會備案並請領補助公費。詳細資料請洽系辦助
理，或⾄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下載（網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33db8f430133eea277e10029&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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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台灣與法國研究團隊「2012台法(NSC-ANR)合作研究計畫」
⼀、 本計畫包括「健康技術團隊(Program TecSan)」及「⾃由型(Program BLANC)」2類型3年期研究計畫，請依專題
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計畫類別請點選「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計畫(Joint Call)」，英⽂計畫名稱應與法⽅計畫
名稱相同，並應加註英⽂名稱之簡稱（Acronym），另請於101年3⽉27⽇前由所屬單位彙整造冊及「國⽴交通⼤學申請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聲明書」各⼀式1份送計畫業務組彙辦。
⼆、 法⽅受理申請⽇期及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附件說明，或請⾄國科會網⾴(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3420450a0134541c1f2d00cc&ctunit=31&CtNode=42&mp=1)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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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徵求101年度「農業⽣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案」--產
學合作計畫
⼀、 申請「國科會經費補助之先導型/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者︓請依「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
以產學合作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並請於101年2⽉10⽇前由所屬單位彙整造冊附同「國⽴交通⼤學申請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聲明書」正本各1份及產學計畫送存資料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另請將申請資料、封⾯及附錄於101年2⽉15⽇前
逕⾏E-mail⾄推動辦公室聯絡⼈。
⼆、 申請「農委會經費補助之產學合作計畫」者︓請於101年2⽉15⽇前將申請⽂件逕寄推動辦公室聯絡⼈E-mail信箱。
三、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說明或請⾄該辦公室網⾴查詢下載(網址: http://dpiab.sinica.edu.tw/appl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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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資訊軟體⼈才培育推廣計畫徵件事宜」
⼀、 本案計畫類別︓分A類計畫︓創新軟體⼈才培育模式推動計畫︔B類計畫︓資訊軟體創作成果加值研發計畫︔C類計
畫︓軟體創作跨校資源中⼼計畫。其中 A類及C類計畫︓每1科系所得擇1類提出申請，1科系所以申請1案為限，得跨科系
所聯合提案，每校⾄多申請2案。B類計畫︓每位主持教師最多申請2案，同時主持A類或C類計畫之主持教師則以申請1案
為限，每校⾄多申請5案。請有意申請教師先告知所屬系所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申請件數超過規定，將進⾏校內協調作
業。
⼆、 請申請計畫教師所屬系所於101年1⽉13⽇前備妥計畫申請書⼀式6份送所屬學院並告知計畫業務組。屆時若申請計
畫學院僅有1個，則請該學院彙辦後續申請事宜，若超過2個以上學院申請，則由計畫業務組彙辦，請彙辦單位於101年1
⽉16⽇前備妥請印單、學校提案彙總表及全部計畫申請書，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1年1⽉18⽇前(郵戳為憑)寄⾄國⽴成功
⼤學資⼯系「資訊軟體⼈才培育計畫推動中⼼」劉育均⼩姐辦理申請。
三、 徵件事宜相關附件(含計畫申請書格式)，請逕⾄計畫網站http://www.itsa.org.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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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影⽚創作競賽
1. 為⿎勵同學表達⾃我、發揮創意、並為校園⽣活留下⽣動的紀錄，資訊中⼼特舉辦100學年度「校園影⽚創作競賽暨網
路評分活動」，邀請同學創作校園⽣活短⽚參賽，或參與線上影⽚評分。
2. 開放影⽚上傳時程為100年12⽉16⽇⾄101年3⽉9⽇︔網路評分活動時程為101年 3⽉12⽇⾄101 年4⽉1⽇。
3. 「校園影⽚創作競賽」參賽辦法等相關訊息，請參⾒資訊中⼼網⾴之「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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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廠商名稱 產品⽬錄  

5⽇

上班族 服飾  

浩恩 圍⼱、褲襪  

17號草堂 ⼿⼯⼤餅  

雅⽶烘焙屋 養⽣餅、麵包  

希望烘焙室 ⽜軋糖、蛋糕捲  

汎達仕 吸⽔⽑⼱、⽌滑墊  

好⼠多
辦卡送松露巧克⼒

⼀盒
 

東燁茶藝⾏ 茶葉、茶具  

陳家麵 麵條、醬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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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銀⾏ 信⽤卡展⽰

[花旗銀⾏專屬優惠] 
1.享有企業團辦專屬刷卡禮。 
2.員⼯眷屬申辦，同享刷卡禮優惠。 
3.花旗信⽤卡重點特⾊︓ 
  ● " 現⾦回饋⽩⾦卡 " 
1.新卡⾸刷好禮多⼀重︓機場接或送機服務⼄趟。
2.現⾦紅利回饋最低0.5%，最⾼達6%，現⾦紅利終⾝有效。  
  ● " 超級紅利回饋卡(御璽/鈦⾦卡) " 
1.享百貨購物、連鎖書店、電視購物全年3倍紅利，禮享家積點終⾝有效 。
2.新光三越優惠︓化妝品專區單筆滿萬送1,000， 全館滿仟停⾞優惠2⼩時
(⾄2012/04/27⽌)。
4.申辦以上信⽤卡⾸年免年費，若申辦時再多申請電⼦⽉結單，即輕鬆享有次年免
年費優惠。

12
⽇

上班族 服飾  

⼤懶⽜業⾏ 電動按摩枕  

盛展農⾏ 有機蕃茄  

花⽔⽊(⽇、
韓)

髮飾、Kitty系列  

雅⽶烘焙屋 養⽣餅、麵包  

17號草堂 ⼿⼯⼤餅  

希望烘焙室 ⽜軋糖、蛋糕捲  

宏富⽣技有限
公司

⼿⼯⾹皂、榛果  

商品機 個性化商品  

豐⺠
皇后瑪包包、銀式

飾品
 

樸鈺 客家養⽣蛋糕  

19
⽇

上班族 服飾  

雅⽶烘焙屋 養⽣餅、麵包  

⽥園都瑝 德國豬腳  

17號草堂 ⼿⼯⼤餅  

菜⾹耕 有機⾷品  

宥⾜ 襪⼦  

台灣好鍋企業
社

陶瓷、炒菜鍋、平
底鍋

 

吳佩琪 ⽟⽯、精品⽪包  

吳佩琪 ⽟⽯、精品⽪包  

26
⽇

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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