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新聞
校園新聞
賀︕本校林⼀平副校⻑、曾俊元教授獲第15屆國家講座殊榮 
台灣之光︕交通⼤學建築所屢獲國際建築⼤獎
交⼤建築所與聯新醫療，攜⼿義築義診尼泊爾聚落 
⼤學⽣”HD”了沒︖交⼤通識教學創新猷

⾏政單位
教務訊息
100學年度第1學期學⽣辦理休學、退學、畢業離校
役男因公奉派或推薦出國申請相關規定與流程
10/22獨家分享 現場聆聽雅美族歌謠之美
交通⼤學⼄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訓練班招⽣中!
教務處學術倫理專區
國際 SCI 及 SSCI 期刊發表論⽂的 研究⽅法與撰寫訣竅招⽣中
100學年第1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及「相⽚清單」
100學年度第1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學分費繳費⽇期︓10⽉12-24⽇

學務訊息
2011國際志⼯論壇︓樂當築夢⼩⾶俠
交⼤掃除道活動
教育部98學年度畢業⽣流向調查:⼤獎等你來拿
本校諮商中⼼榮獲100年度「推⾏輔導⼯作績優學校」表揚

研發訊息
農業⽣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徵求「農業⽣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案」101年度國科會補助之「產業化之創新⽣技研究計
畫」
教育部辦理「補助⼤專能源科技⼈才培育資源中⼼」計畫
「⾏政院⽂化建設委員會輔導成⽴科技與表演藝術媒合服務中⼼補助作業要點」受理申請

總務訊息
總務處⾺上辦〜給您好⽣活

圖書館訊息
教育訓練－探索電⼦書(10/19)
圖書館徵⽂「使⽤圖書館電⼦書之我⾒我聞」(9/8~11/11)
「如何成功投稿國際科學期刊」講座(10/31)
圖書館讀者使⽤⽬的調查-得獎名單公告(7/8~10/31)
[浩然⾳樂Bar] 10~11⽉節⽬表
10/17~10/23每週優鮮⽚:千⼿觀⾳(Bddhisattva:relieving all living creatures from suffering)︔阿公帶我回家
(Earth and ashes)
ProQuest 平台停機公告
更多新增/試⽤資料庫
新增電⼦書--⾹港⼤學亞洲⽂化電⼦書(共66 titles)
新增資料庫--萬芳數據庫 (中國學位論⽂全⽂數據庫 & 中國數字化期刊全⽂數據庫)
臺灣學術電⼦書聯盟Taylor & Francis 可在 MyiLibrary 平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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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林一平副校長(右)與曾俊元教授（左）獲第15屆國家

講座殊榮

夢．⾒〜聽障數位畫家聯展(10/3~10/29)
「有愛無礙︓⾛⼊⾝障的世界」主題書展(9/27~10/30)
2011⼤學新鮮⼈百⼤好書特展(9/27~10/30)

對外事務組訊息
新聞稿發布作業流程

校友聯絡中⼼訊息
校友聯絡中⼼Facebook粉絲專⾴7/4正式上線

資訊技術服務中⼼訊息
校園資訊課程公告 

其他單位
員⽣社訊息
10⽉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

學聯會
學聯會會⻑交接典禮

外⽂系
恭賀交⼤外⽂系同學英語能⼒檢定屢創佳績

博幼基⾦會
博幼基⾦會募款邀請

賀︕本校林⼀平副校⻑、曾俊元教授獲第15屆國家講座殊榮
教育部⽇前公布第15屆國家講座主持⼈暨第55屆學術獎得獎名單，本校
林⼀平副校⻑以及電⼦⼯程學系曾俊元教授在其研究領域上的傑出表現
與卓越貢獻，榮獲「⼯程及應⽤科學類」國家講座之殊榮。

今年國家講座申請件數共有35件，經過嚴謹的遴選過程頒發給5位脫穎
⽽出的佼佼者，除數學及⾃然科學類從缺，其他類獲獎者分別為「⼯程
及應⽤科學類」--本校（交⼤）林⼀平教授和曾俊元教授、「⼈⽂及藝
術類」--台⼤陳弱⽔教授、「社會科學類」--台⼤李怡庭教授、「⽣物
及醫農科學類」--成⼤簡伯武教授，國家講座主持⼈獎可獲得教育部連
續3年、每年新台幣100萬元的獎助。

林⼀平副校⻑1995年進⼊本校任教，為本校直接聘任為教授的最年輕學
者，曾擔任資⼯系系主任、資訊學院院⻑及研發⻑，為現任副校⻑。林副校⻑曾經獲得三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03年當
選IEEE Fellow，為我國最年輕的IEEE院⼠︔2003年當選ACM Fellow，成為國內第⼀位獲得此殊榮的學者︔2004年獲
選AAAS Fellow︔2007年成為Hi-Ci researcher。其在⾏動通訊研究領域之期刊論⽂254篇、著書5本、專利39件，⻑期
以來擔任國際學術期刊編輯與客座編輯之職務，以及研討會之主席與主講者，指導博⼠畢業⽣22位，碩⼠畢業⽣27位，其
學術成就具有重⼤貢獻，曾獲得28項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及殊榮。

曾俊元教授1983年⾄本校任教，於本校服務超過28年以上，⽬前為本校講座教授。曾教授的研究領域主要在先進陶瓷製
程、奈⽶陶瓷材料及元件、電⼦陶瓷材料及元件、⾼溫超導體、電阻式記憶體、⾼介電常數和鐵電薄膜材料在新世代奈⽶
半導體元件之應⽤等⽅⾯。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美國陶瓷學會會⼠，國際電機電⼦⼯程師學會會⼠，侯⾦堆傑出榮
譽獎，中⼭學術獎，東元科技獎，國際電機電⼦⼯程師學會特殊傑出技術成就獎，潘⽂淵研究傑出獎，教育部學術獎，國
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中國材料科學學會第⼀屆會⼠，陸志鴻先⽣紀念獎章等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指導畢業博⼠28位
以上、碩⼠110位以上，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290篇以上，會議論⽂110篇以上，28件專利，專書5冊和專書回顧⽂章
數篇，近五年於國內外學術會議⼤會演講或邀請演講16次以上，培育的⼈才服務於產業界及教育研究機關，對台灣近年來
的被動元件、半導體及⾯板產業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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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生住宅

Overlap  the City

小園賦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台灣之光︕交通⼤學建築所屢獲國際建築⼤獎
交通⼤學建築所學⽣連獲四項國際及國內建築⼤獎，站上世界舞台展現
建築設計能量︕李政儒、胡介璿以植⽣住宅作品獲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
(ASLA)競賽獎住宅設計⾸獎(Award of Excellence)，為亞洲區⼤專院
校⾸度獲得此項殊榮，為台灣之光︔陳乃中獲得AIM (Architect In
Mission) 國際競圖最佳建築單體設計獎⾸獎(The Best Architecture
Design Award)︔林⾬⽞以「⼩園賦」獲得天津⼤學主辦海峽兩岸⼤學
⽣建築設計競圖佳作︔許惠渝則以「New building type for young
groups」獲全坤建設⽂教基⾦會2011學⽣競圖第三名。

ASLA競賽獎住宅設計⾸獎─李政儒、胡介璿

李政儒、胡介璿的作品探討郊區住宅現象，試著讓建築與⼤⾃然共⽣，取得⽣物與舒適居住環境的平衡，獲得ASLA學⽣競
賽獎住宅設計⾸獎，是亞洲區學校第⼀次獲得此殊榮。今年共有來⾃全球450多個作品參加評選，得獎者包括賓州⼤學、
哈佛設計學院、加州⼤學柏克萊分校、路易斯安那州⽴⼤學等名校，交⼤建築所獲最⾼殊榮堪稱亞洲之光︕評審團也給予
李政儒、胡介璿極⼤的評價︓「這是個結合創新與美麗的景觀建築設計，深思熟慮地分析植物的⽣⻑環境，使建築與景觀
能夠融為⼀體。Bravo︕」

李政儒表⽰，他們思考建築體的形式構造是否能夠創造出適合多種不同性質的植物⾃然成⻑的環境，讓多樣性的植物順利
地從戶外蔓延⾄建築體的各個⾓落，產⽣⼀種⾃然的多樣性，讓⼈類真正⽣活在豐富的⼤⾃然之中。「像⼀顆坐落在樹林
中的⽯頭，植物順應當地環境附著於其上，不會對原本的⽣態系進⾏改變與破壞、和諧地融⼊⽣態系之中，讓多樣性的植
物順利地⽣⻑於建築體的各個⾓落。」胡介璿進⼀步說明，「我們分析植物的⽣⻑條件後，利⽤電腦輔助製造設計，能夠
製造有別以往的垂直⽔平系統結構，配合曲⾯結構，就能夠搭建順應植物⽣⻑的地勢環境，將⾃然的原始⾯貌還給⼤地。
」

AIM最佳建築單體設計⾸獎─陳乃中

「建築師使命 Architect in mission」第⼆屆競圖⽐賽由中國⾸鋼集團
與美國ZNA建築師事務所聯合舉辦，競賽題⽬為「對位在北京城市的⾸
鋼舊⼯業區實施綠⾊轉化」，讓⾸鋼舊⼯業區留存⼯業時代的空間記
憶，成為富有⽂化內涵的標誌物。陳乃中設計作品「Overlap the
City」⽤貫穿⽅式接起城市紋理，將綠⾊⾃然帶⼊原本封閉的廠房空
間，讓歷史、⾃然、商業和⼈⽂垂直堆疊，其新穎創意獲AIM最佳建築
單體設計獎。

陳乃中表⽰，⼯廠是⼀個城市發展的過程與基座，當城市發展到以綠⾊
產業及商業活動為主以後，許多城市都將這段歷史抹滅，再也看不到⼯
業區曾經的脈絡以及廠房的存在，「Overlap the City」的設計概念即

源⾃於︓保留城市發展的基礎。城市是⼀個向⼼⼒強、以⼈為主的空間型態，⽽⼯業區是重視效率、儲存貨物的發展基
礎，陳乃中將城市與⼯業區兩種發展脈絡相互重疊，將綠⾊⾃然引進⼯業區原本以⽣產運輸為主的超⼤尺度空間，打造⾼
密度城市裡另⼀塊讓⼈喘息的淨⼟，讓城市堆疊出歷史、⾃然、商業和⼈⽂感。此⼀出⾊作品也獲評審給予「在⽅案中體
現對單體建築的新穎設計創意，具有可實施性及環保考量」肯定。

兩岸⼤學⽣建築設計競圖佳作─林⾬⽞

天津⼤學今年⾸辦海峽兩岸⼤學⽣建築設計競圖，吸引海峽兩岸50餘所院校近百名學⽣參與，競圖以「繭與簡」為主題，
鋪陳未來都市的個⼈居住形態。林⾬⽞以南北朝時期⼤⽂學家庾信的辭賦作品《⼩園賦》獲選設計競圖佳作獎，設計出以

「廊」與「間」包覆的個⼈居住空間，讓未來建築的創作⾵格，喚醒⼈
類尋回五感、體驗⼩園賦中古⼈展現的豐富性。

林⾬⽞認為，不管是現代還未來，建築與居住者所缺乏的不是物質上的綠，⽽是⼼靈上的綠，相較於討論建築該如何減低

耗能，不如讓⼈類降低物慾、⽤減法思考，學習體認⾃⾝擁有的。「我
們只想消費更⼤尺⼨的、3D的、觸控式的，和陌⽣⼈的接觸只是⼿拿智
慧型⼿機低頭默默擦⾝⽽過。⾝在⼀個充滿各種視覺衝擊與商業利益的
視覺空間，讓我們的五感逐漸喪失，與⼤⾃然漸漸疏遠，唯⼀能刺激我

們的，就是不斷疊加的慾望與消費。」於是他利⽤「廊」的設計拉⻑空間與時間，讓⼈在⼤⾃然可進⼊的「間」中⽣活，
在有限的⽣活空間裡被⾃然所包覆，即可體認視覺、觸覺、嗅覺、聽覺等各種感知的融合，就像⼩園賦中古⼈所展現的豐
富性，尋回五感、找到與⾃然的相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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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尼泊爾當地白天氣溫炎熱，義築的台灣男團員們打赤膊

搭設醫療站牆體鷹架。

建築所龔書章所長（左一）與壢新醫院許詩典副院長（右

二）在泥濘的工地現場，彎腰拌漿與大家一起砌磚義築。

全坤建設⽂教基⾦會2011學⽣競圖叁獎─許惠渝

財團法⼈全坤建設⽂教基⾦會舉辦2011台灣區建築系所學⽣競圖，讓學⽣在台灣的都市中找⼀塊基地，利⽤都市類型與環
境條件設計⼀座可反映2030年台灣都市⼈居住的集合住宅。許惠渝設計「X housing--new building type for young
groups」⻘年社會住宅，減少私⼈領域、增加公共空間，讓住宅區成為居⺠共同享⽤的空間。

許惠渝認為連結建築物上的點線⾯都是可互動空間，將私⼈居住領域空出⼀塊位置就能讓公共公間相連，群聚公共空間就
可創造居⺠活動的中⼼。「X housing」利⽤⼤陽台計畫，由居⺠分享陽台空間，讓⼤陽台在不同時間點有不同的使⽤對
象，不僅僅是居住在這裡的居⺠，包含整個社區裡的⼈都可使⽤，讓陽台成為住戶間彼此社交的空間，⽽居住於此的⻘年
也必須利⽤公共空間舉辦聚會與居⺠互動，讓⼤陽台成為社區間溝通的良好場所，促進居⺠間的互動與感情，也讓⻘年學
習回饋居⺠、回饋社區，進⽽回饋地⽅。

交⼤建築研究所以「當代建築設計」與「數位建築設計」為研究領域，延攬多位哈佛、劍橋⼤學建築碩、博⼠擔任專任教
授，同時與業界⻑期合作，⽬前學⽣共有69⼈、畢業校友123⼈，在台灣建築學術界規模⼩卻屢獲國際建築⼤獎，⼈才輩
出，成為孕育台灣傑出建築師的重要推⼿。

 

補充資料

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成⽴於1899年，已有100多年歷史，為世界級建築專業協會，提供美國景觀專業者認證，代表全美
50個州和全世界42個國家的景觀設計師，是全球最有影響⼒的景觀設計專業協會，年度競圖和獎項更是世界上專業界和學
術界內的典範指標，每年分別舉辦專業獎及學⽣獎，其中學⽣獎分為住宅設計、⼀般設計、規劃、研究等七⼤項。

AIM競賽在2010年始於北京，由美國ZNA建築設計事務所贊助，旨在向建築系在校⽣與⻘年建築師推廣⾼品質建築設計，
以探索國內外優秀設計才俊為⽬的，同時也為建築⼈才的成⻑與發展，創造發展的機會與舞台。

海峽兩岸⼤學⽣建築設計競圖由天津⼤學建築學院、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城市•環境•設計》（UED）雜誌社2011
年⾸度主辦。今年正值臺灣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成⽴30周年，設計競賽活動也是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著⼒推介的⼀項
學術活動。

全坤建設⽂教基⾦會台灣區建築系所學⽣競圖由財團法⼈全坤建設⽂教基⾦會舉辦，分別於2007年、2010年、2011年
主辦台灣區建築系所學⽣競圖，邀請全國建築系所學⽣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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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建築所與聯新醫療，攜⼿義築義診尼泊爾聚落
聯新⽂教基⾦會多年來組成海外義診團⾄尼泊爾義診，因當地醫療環境
⻑期的窘迫，遂邀請交通⼤學建築所龔書章所⻑與近年在台灣偏鄉推動
⼈道建築實作的建築家簡志明，組成海外義築團隊，計畫在資源匱乏的
尼泊爾聚落，建造⼀座可持續性提供衛教診療服務的永續醫療站。

負責設計的交⼤建築所龔書章所⻑，過去曾為壢新醫院設計醫療空間，
本次獲悉義診團將在尼泊爾⻑期駐點進⾏診療服務，以協助更多貧⺠
時，並邀請推動義築理念的⻘年建築家簡志明，結合其在台灣深⼭尋找
建材的特殊⽅式、與部落族⼈合作共享的建築經驗等，將台灣義築跨界
築夢⾄尼泊爾⼭區。

今年七⽉間，來⾃交⼤、成⼤、北科⼤、中原、淡江、⾦⾨等12名⼤學志⼯，先在交通⼤學，接受體能與技術培訓，並依
尼泊爾當地⼯作狀況進⾏模擬，以砌磚⽅式於新⽵光明幼稚園先實作訓練完成⼀座【⽣態堆肥槽】，最後篩選出5名⼤學

志⼯，加上4名技術指導⼈員及3名管理⼈員組成尼泊爾義築團。交⼤建
築所龔書章所⻑表⽰，這次培訓分⼯精細，除了簡志明訂定了嚴謹的⼈
道建築遵守規範與義築執⾏外，醫療站施⼯圖有留澳的徐⿍皓設計師協
助，現場施⼯則邀請前全國技藝競賽砌磚⾦牌國⼿⿈郁慈組成教練團指
導砌磚及實作⼯作。

今年⼋⽉初，【義診、義築】團隊先後抵達尼泊爾喬哥地聚落
（Jugedi），義診團先展開⼈道醫療與看診服務，義築團則啟動⼈道建

築計畫與建造⼯程。共同前往的交⼤建築所龔書章所⻑、壢新醫院許詩典副院⻑也加⼊泥濘的⼯地建造⼯作，實際捲起袖
⼦與⼤家⼀起為尼泊爾醫療站砌磚義築。義築團除了現場施⼯外，還指導當地⾮專業⺠⼯管理⼯地、控制建材、維修⼯
具、使⽤機械及技術分享等，為聚落⺠⼯建⽴正確的建築知識與管理觀念，讓⺠⼯能在未來持續投⼊醫療站建造、維護、
管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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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築團員穿上當地村民手工縫製的尼泊爾榮譽白服，接受

官方的正式表揚。

「習慣領域」課程出版新書《e世代HD： 跨越代溝的生

命智慧》。照片由右自左為：陳膺宇副教授、陳弘育、陳

冠維、林一平副校長、游伯龍教授、黃美鈴主任、陳明璋

副教授

本次擔任尼泊爾義築團⻑的簡志明表⽰︓這次義築，最⼤的挑戰不在體
⼒，⽽是意志⼒。因為團員們雖做了萬全準備，還是⽔⼟不服輪流感
冒，還好有交⼤建築所曾成德教授遠從台灣送來的愛⼼鳳梨酥和當地聚
落安排的騎⼤象體驗，讓團員們依靠家鄉味和叢林幻想提升意志⼒，才
有辦法完成本次的義築⼯作。

在為期⼆⼗六天的施⼯過程中，義築團歷經了尼泊爾⾬季、炎熱艷陽、
夜間巨雷等嚴酷氣候的洗禮後，最終完成了第⼀階段醫療站牆體建造⼯
作，並於尼泊爾接受當地官⽅的正式表揚，也使交通⼤學為台灣展現了
⼀次完美的建築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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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HD”了沒︖交⼤通識教學創新猷
交通⼤學通識教育中⼼17⽇舉辦「習慣領域課程創新教學成果發表
會」，由《e世代HD︓ 跨越代溝的⽣命智慧》作者、交⼤學⽣陳冠維、
陳弘育發表將700餘份同學作業編撰成新書75堂創意式「課堂實況劇」
的⼼路歷程，現場也放映「習慣領域」課程上課實況影⽚，「政在交往
模擬約會花博團」團⻑江明政(交⼤)和副團⻑吳菀婷(政⼤)也⼀同分享
去年轟動⼀時的模擬約會新鮮事。

⼯科冠全國的交通⼤學，也是「習慣領域」（Habitual Domains,簡稱
HD）課程的發源地。「習慣領域」是⽬前⼤學最夯的課程之⼀，教育部
曾政策性經費補助交通⼤學辦理「習慣領域⼤學種⼦教師培訓營」，計
五梯次、培訓兩百餘位教師，現於各⼤學熱烈開課中。交⼤陳膺宇副教
授講授的此項課程，曾被「⼤學⽣了沒」電視節⽬選為⼤學通識教育
「秒殺課程」之⼀，課程中「閃耀HD」創新教學成果以及「HD模擬約
會」等活動，也深受學⽣喜愛。

吳妍華校⻑表⽰，HD課程對理⼯科同學特有助益，可培養學⽣的⼈際溝通能⼒、創新⼒、解決問題的能⼒及跨界多元思考
能⼒，有助於交⼤「培育跨領域領導⼈才」、「成為世界頂尖⼀流⼤學」願景的達成。吳妍華校⻑更讚賞兩位交⼤學⽣作
者，在⽼師的輔導下以能⼒及創意完成⼗⼆萬字的新作，讓她深深以學⽣為榮︕

「習慣領域」學說創始⼈游伯⿓教授以交⼤「終⾝榮譽教授」⾝份出席，並以「覺」、「學」、「⽤」、「享」四個策略
期勉學⽣「⽤出來才是真功夫︕」唯有將習慣領域所學的道理應⽤在⽣活、學業、⼯作上，才能解除⾃⼰和別⼈的煩惱及
壓⼒，享受到創造出來的效率、喜悅和智慧。通識中⼼⿈美鈴主任也推崇游伯⿓教授的智慧，四年前在通識中⼼引進此項
課程，讓⼤學部學⽣獲益⾮淺，甚⾄改變⼀⽣︕

「政在交往模擬約會花博團」去年轟動⼀時，號召到近五⼗位交⼤、政⼤學⽣⼀同參觀花博進⾏「模擬約會」，團⻑江明
政表⽰，活動中看到⼤家玩得很開⼼並結為好友，⼀切的⾟苦就有意義了，不僅增進兩校交流機會，更有團員在活動後結
交到⼥朋友，受到所有⼈祝福︕江明政笑說「是個好機會讓男⽣習慣和異性相處啦︕」

陳冠維今年已考上台⼤醫學⼯程研究所，他認為創意起頭難，但仍相信習慣領域所說的「⼈⼈都有無限潛能︕」當陳膺宇
⽼師帶他進⼊烏來內洞瀑布下過著隱居⼭林的⽣活時，創意就像「打翻了靈感加上⽇⽉精華的墨⽔般⼀發不可收拾︕」陳
冠維笑說，「這本書寫作及出版的過程都⼗分曲折，沒想到結果竟是如此美好︕」⽽他也為了⾃⼰所寫的劇作感動落淚。

資⼯⼤四陳弘育則表⽰，不是每個⼈都有機會在⽣命的旅途中遇到「出書」的機會，當這個機會出現時，他勇敢地抓住了
它。他很開⼼能擁有這樣的經歷，認識了許多書中的主⾓，也認識了他們對於⼈⽣與⽣命的想法與態度，這是他⼀⽣中莫
⼤的助益︕

發表會主持⼈、有交⼤「志玲姊姊」之稱的傳科⼤四徐志玲也表⽰，她是緬甸僑⽣，在交⼤就學四年提升她的傳播專業，
通識教育「習慣領域」、「婚姻與家庭」、「急救理論與操作」等課程，更是開拓了嶄新視野與⽣活應⽤⾯，對她⼀⽣受
⽤不盡。

交⼤通識教育中⼼每學期都舉辦相關課程的創新教學成果發表會，吸引了鄰近⼤學師⽣前來參與，他們認為交⼤有如此活
動，可激發教師的熱忱與創意，交⼤學⽣們真的很有福氣︕

[習慣領域課程/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100學年度第1學期學⽣辦理休學、退學、畢業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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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第1學期在學學⽣開學後欲辦理休學、退學、畢業離校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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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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因公奉派或推薦出國申請相關規定與流程
⼀、申請前請先閱讀「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如因私⼈理由申請出境，不得經由學校申請。
⼆、根據「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4條︓
1、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研究、進修、表演、⽐賽、訪問、受訓或實習等原因申請出境者，最⻑不得逾⼀年，且返
國期限截⽌⽇，不得逾國內在學緩徵年限︔其以研究、進修之原因申請出境者，每⼀學程以⼆次為限。
2、在學役男修讀國內⼤學與國外⼤學合作授予學位之課程申請出境者，最⻑不得逾⼆年。
三、根據「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6條︓
役男已出境尚未返國前，不得委託他⼈申請再出境︔出境及⼊境期限之時間計算，以出境及⼊境之翌⽇起算。
四、申請流程︓
1、請備妥下列⽂件(學⽣名冊、邀請函、推薦函)，於出國⽇前⼀個⽉前送交註冊組︓
請上註冊組網⾴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form.aspx下載出國學⽣名冊並填妥。
填寫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A、各縣市政府會依照您學⽣名冊上所填寫之戶籍地址寄發役男申請出境審核結果之公⽂，因此，請務必依照⾝分證上之
完整戶籍地址填寫，以免影響您的權益。
B、出國起迄時間，最⻑不得逾⼀年，例︓100年10⽉1⽇⾄101年9⽉30⽇。
C、奉派或推薦出國之學⽣，出國原因請在欄位內填上研究、進修、表演、⽐賽、訪問、受訓或實習等其中之⼀項。 
2、研究、進修、表演、⽐賽、訪問、受訓或實習單位的邀請函
3、奉派或推薦系所的推薦函
4、出國修讀雙連學位者，另外需再附上簡易的中⽂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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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獨家分享 現場聆聽雅美族歌謠之美
因為電影「賽德克．巴萊」的上映，國內掀起⼀股探索原住⺠⽂化的熱潮，許多與原⺠有關的議題紛成主流。⽽默默為原
⺠⽂化的保留與傳承⽽努⼒的⼈，也在這股⾵潮中重新獲得⼤眾注意。像是深耕雅美（達悟）歌謠記錄的蘭嶼⽂史⼯作者
周宗經（達悟名︓夏本奇伯愛雅），擅於其質樸的⽂字、真實的情感，傳遞深具雅美⽣活經驗與社會⽂化的歌謠智慧，他
的⽂字作品⼀直為雅美族⽂化、語⾔留下難得的記錄。 ⽇前交通⼤學出版社推出由周宗經編著，國內⾸度以雅美語、漢語
對照呈現的《雅美族歌謠︓古謠》、《雅美族歌謠︓情歌與拍⼿歌》⼆書，並附上聲⾳光碟，更為達悟⽂化的傳承留下歷
史的⼀⾴。 
為了向國⼈介紹雅美族歌謠之美，⼗幾年未離開過蘭嶼的夏本奇伯愛雅，專程在本（⼗）⽉ 22 ⽇午後於五南⽂化廣場台
⼤店舉辦唯⼀⼀場新書發表會，現場除了向國⼈介紹雅美歌謠的特⾊與保存點滴，更會親⾃吟唱多⾸古謠、情歌與拍⼿歌
等，其中不乏流傳五、六百年幾近失傳的古歌謠，透過夏本奇伯愛雅深富⽣命⼒的吟唱，將可更了解雅美歌謠中所表現出
來的美和智慧、⼈格與信仰。有興趣進⼀步瞭解的⽼師同學，不妨前往聆聽瞭解。

活動時間︓ 100年10⽉22⽇(六)下午3:00
活動地點︓五南⽂化廣場台北店（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60號台⼤第⼆學⽣活動中⼼對⾯），電話02-23683380
報名⽅式︓03-5712121分機31542彭⼩姐或04-24378010林⼩姐。
主講⼈︓郭良⽂教授（國⽴交通⼤學⼈⽂社會學院暨客家學院院⻑）夏本奇伯愛雅（素⼈作家．蘭嶼⽂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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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學⼄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訓練班招⽣中!
開課期間︓100/11/6-100/12/4
參訓資格:凡⾼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同等學歷者，皆可報名。
聯絡⼈: 劉素梅⼩姐︔電話︓(03)572-4045 或 (03)571-2121分機52529
Email︓viona@mail.nctu.edu.tw
詳細招⽣簡章及報名請⾄交通⼤學推廣教育中⼼http://ccet.nctu.edu.tw/programs_view.php?id=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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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學術倫理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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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校研究⽣了解學術研究倫理之基本概念，教務處設有學術倫理專區，並由本校教育所周倩教授研發【學術研究倫
理】數位⾃學教材，共⼆單元，約四⼩時。(第⼀單元︓倫理與責任，第⼆單元︓避免抄襲或剽竊），如有系所主管認為系
上研究⽣有修習必要，可填寫相關申請表格(e3⾸⾴http://e3.nctu.edu.tw最新消息)，經系所主管核章後，依申請表流
程送⾄數位內容製作中⼼及副教務⻑室辦理。

[教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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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及「相⽚清單」
（1）因本校已實施教師全⾯以網路傳送成績，且為讓教師即時掌握修課學⽣之⼈數與名單，因此課程之「點名單」亦將
由任課教師⾄網路選課系統下載。
（2）本學期課務系統增加「相⽚清單」列印功能︓現有的課務系統已提供網路下載「點名單」之功能，讓教師即時掌握
修課學⽣之⼈數與名單。此外為提升服務，系統增列「相⽚清單」之列印功能，以增進⽼師與同學間認識與互動之機會，
本清單之順序與⽼師上次下載的點名單順序相同，歡迎任課⽼師多加利⽤。
（3）100學年度第1學期課務相關⽇期，請參考︓

⽇期 辦理事項 說明

100年 
9⽉5~8⽇

 

新⽣選課

 

9⽉9⽇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臨時點名單」  

9⽉13⽇ 上課開始  

9⽉13~23⽇ ☆學⽣加退選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輔導學⽣選課

 

9⽉23⽇ 學⽣⾄選課系統-確認選課狀況  

9⽉26~30⽇ ☆導師、系(所、學位學程、專班)輔導學⽣選課 
☆學⽣逾期加退選

 

10⽉3⽇ 教師⾄選課系統-下載「正式點名單」、「相⽚清單」  

11⽉7~11⽇ 期中考試 採隨堂考試、照常上課

12⽉30⽇ 學⽣申請課程停修截⽌  

101年 
1⽉9~13⽇

 

學期考試

 

1⽉31⽇ 教師網路傳送學⽣成績截⽌ 業務單位︓註冊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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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1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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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選課系統︓http://cos.adm.nctu.edu.t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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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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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學分費繳費⽇期︓10⽉12-24⽇
100學年度第1學期學分費繳費⽇期為10⽉12-24⽇。請⼤學部延修⽣、碩博⼠⽣、專班、產專、EMBA、碩⼠學程及選
修教育學程課程學⽣(需繳納學分費者)，敬請把握時間繳納︕ 
學分費繳費單請⾄出納組網⾴http://140.113.103.55/cashier/ ⾃⾏列印︕若本學期未選課者，無需繳學分費︕若同學
有學分費問題，請詢問相關單位（A.選課問題-課務組分機:50424︔B.就學貸款-⽣輔組分機: 50856︔C.其餘問題-出納
組分機:31602）學分費逾期未繳費者，視為註冊未完成，並得勒令退學。

[教務處] | Top

2011國際志⼯論壇︓樂當築夢⼩⾶俠
⾝為世界公⺠的我們，該如何藉深⼊瞭解全球共同⾯對的迫切問題︖
在實踐世界公⺠⾏動的過程中，理想與現實可以完美結合嗎︖
不同⾓度的參與者，⼜該以什麼樣的思維模式投⼊其中呢︖
來⾃台灣六所不同⼤學，親⾝參與印尼、印度、中國、⾺來⻄亞等地國際志⼯活動的⼩⾶俠，以及與談的各界⼈⼠，藉著
個⼈／私部⾨／公部⾨等不同的⾓⾊，傳達不同⾓度的聲⾳︔並透過論壇思辨，⼀同激盪出合作的⽕花，營造世界公⺠的
「新」⽣活⽅式︕
論壇議題︓全球迫切議題與世界公⺠⾏動 World urgent issues and Global actions

詳情請⾒服務學習網︓http://service-learning.nctu.edu.tw/news_1.php?nid=173

[學務處] | Top

交⼤掃除道活動
業績⾚字的公司變賺錢︔三流學校變明星學校︔混亂的家庭變和諧︔暴戾的社會變祥和了。(節錄⾃ 鍵⼭秀三郎的「掃除
道」⼀書)請和我們⼀起來把交⼤的廁所變乾淨吧︕本次由台灣美化協會指導，帶領⼤家共同掃廁所學教育。 
(將會提供參加者服務時數證明，可經服務學習課程⽼師同意後抵服務時數)

詳情請⾒︓http://140.113.2.154:8088/reg/confinfo.jsp?confid=72

[學務處] | Top

教育部98學年度畢業⽣流向調查查:⼤獎等你來拿
教育部98學年度畢業⽣畢業後⼀年流向調查已經上線囉!歡迎該年度畢業校友踴躍填答，只要短短10分鐘，就有機會獲得
平板電腦、⼩筆電、數位相機...等1000多項獎品。您的寶貴意⾒可作為國家政策發展的⽅向，也讓交⼤提供更好的學習
環境，請點選下列連結填寫︓

⼤學 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postbachelor
碩⼠ 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postmaster
博⼠ https://ques.cher.ntnu.edu.tw/ques/post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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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諮商中⼼榮獲100年度「推⾏輔導⼯作績優學校」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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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交通⼤學學⽣事務處諮商中⼼於99學年度推⾏輔導⼯作成效卓著，經專業機構-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審查通過，榮獲
100年度「推⾏輔導⼯作績優學校」，並於100年10⽉15⽇於嘉義⼤學接受表揚獲頒獎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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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物技術產業化推動辦公室徵求「農業⽣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案」101年度國科
會補助之「產業化之創新⽣技研究計畫」
⼀、 請依推動辦公室所提供之「計畫綱要表」格式下載撰寫，並請於100年10⽉31⽇前將「計畫綱要表」紙本及電⼦檔
各1份逕寄推動辦公室(郵戳為憑)辦理申請。「細部計畫書」需待「計畫綱要表」審查完成並獲推薦之申請⼈⽅可申請。
⼆、 已執⾏本⽅案100年度計畫，並將於101年度延續執⾏者，無須提送綱要表，直接送細部計畫書，收件時間請俟推動
辦公室通知辦理。
三、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附件說明，「計畫綱要表」及相關資訊請⾄該推動辦公室網⾴查詢下載(網址:
http://dpiab.sinica.edu.tw/apply_1.php)。

[研發處] | Top

教育部辦理「補助⼤專能源科技⼈才培育資源中⼼」計畫
⼀、 本計畫由各資源中⼼學校負責整合，公開徵求或邀請5所以上夥伴學校參與，確認意願後共同研擬計畫書提出申請。
因⼀校以申請⼀中⼼或⼀夥伴學校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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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件以上，
將進⾏校內協調作業。
⼆、 請申請教師所屬系所於100年10⽉27⽇前備妥請印單、計畫書⼀式1份及電⼦光碟⽚10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
年10⽉31⽇前(郵戳為憑)寄⾄⼤專⼈才培育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

[研發處] | Top

「⾏政院⽂化建設委員會輔導成⽴科技與表演藝術媒合服務中⼼補助作業要點」受理
申請
⼀、 ⾏政院⽂化建設委員會函告頒布「⾏政院⽂化建設委員會輔導成⽴科技與表演藝術媒合服務中⼼補助作業要點」，請
有意申請計畫教師所屬單位於100年11⽉16⽇前備妥函稿、申請計畫書及相關申請⽂件⼀式10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限
期（100年11⽉18⽇）前逕送該會辦理申請。 
⼆、 相關作業要點及申請表格可於⽂建會網站(www.cca.gov.tw下載區/申請表格)查詢下載，或請⾄本校研發處網⾴最
新消息(系統公告)查詢參閱(網址: http://rdweb.adm.nctu.edu.tw/page.php?announce=1&charset=big5#)。

[研發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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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辦記錄摘要︓

Q1 【交通⾞的問題】 
請問往返光復跟博愛的交通⾞學⽣可以搭嗎?如果可以是如何收費?如何搭?

A1 可以搭乘。⽬前無收費。時刻表詳⾒http://www.ga.nctu.edu.tw/ga2/business6.php

Q2 【新⽣⻑時汽⾞申請】 
請問新⽣⻑時汽⾞申請證件需要正本還是影本?

A2 申請時請將申請表及證件影本(含學⽣證、⾏照、駕照及其他證明⽂件)送⾄駐警隊審核。

Q3 【關於光復校區的游泳池】 
請問光復校區的游泳池開始營運的⽇期︖

A3 室內溫⽔游泳池已辦理完⼯驗收請領使⽤執照中，依法需取得使⽤執照後⽅可使⽤，開放使⽤時間請洽體育
室。

Q4 【機⾞停⾞證】 
為什麼只有直系親屬、配偶、兄弟姐妹的機⾞才可以申請學校的機⾞停⾞證︖

A4 ⼀、依現⾏國⽴交通⼤學校園⾞輛管理辦法，學⽣機⾞識別證之申請使⽤⾞輛應為本⼈、配偶、直系親屬或
兄弟姊妹所有。其管理辦法皆由交通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後，再由駐警隊依規定執⾏發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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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快遞的代收件】 
因為宿舍只收郵局包裹，請問⽂書組能幫忙代收黑貓或是⼤嘴⿃、⽇通快遞等其他物流嗎?如果可以的話地址
要怎麼寫才好呢?

A5 ⼀般宅配公司的快遞，因為收件⼈要求快速收到郵件，所以⽂書組不代收。快遞公司送貨員經電話聯繫收件
⼈後，收件⼈無法在送件時間親⾃收取郵件並同意⽂書組代收此郵件，⽂書組才會幫忙代收。

Q6 【學校的麵包樹】 
請問學校的麵包樹結的果實可以⾃⼰採來⾷⽤嗎?

A6 校園果樹屬於觀賞性質，禁⽌⾃⾏採⾷，開放採果將會產⽣下列幾個問題︓ 
⼀、樹⽊受損或死亡。 
⼆、在採果過程中，⼈員的受傷⾵險。 
三、對環境所造成的髒亂與傷害。 
四、誤⾷中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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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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發布作業流程
敬請各處室、院系所提供師⽣活動、獲獎訊息、⼈物故事等相關訊息，秘書室可事先協助評估是否具新聞價值及協助辦理
媒體邀請、新聞發佈，或將訊息放置在適當平台。
詳細流程︓

 

敬請各處室、院系所提供新聞或獲獎訊息時，同時提供英⽂版作為交⼤英⽂⾸⾴之內容。

交⼤英⽂⾸⾴訊息發佈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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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聯絡中⼼Facebook粉絲專⾴7/4正式上線
希望把每⼀位交⼤校友連結起來，不管你在哪裡，都歡迎與我們分享往⽇⼤學時光或⽬前⽣活點滴，⽽我們也會在這裡，
跟關⼼交⼤的你，分享校園近況。

在100.7.4，這個網⾴正式上線，請搜尋[交⼤校友聯絡中⼼]加我們為好友:-D

[校友聯絡中⼼] | Top

校園資訊課程公告
資訊技術服務中⼼近期將舉辦以下校園資訊課程，歡迎全校教職員⽣報名。本課程採線上報名，報名網
⾴︓http://training.it.nctu.edu.tw︔若有相關詢問事項請洽本中⼼陳梅芳⼩姐(分機31266)。

VMWare Overview課程
時間︓100年11⽉2⽇(三) 10︓20 - 12︓20 13:30-17:30
地點︓資訊技術服務中⼼ PC4 教室
對象︓全校教職員⽣均可報名 (座位有限，額滿為⽌)

[資訊技術服務中⼼] | Top

10⽉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10⽉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20⽇

舞⽶樂 黑棗、紅棗養⽣茶

17號草堂 ⼿⼯⼤餅

恩典 ⾬傘

陳師傅 ⼿⼯餅乾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嘉錸企業 勝寶益無毒修護系列

威妤貿易(股)公司
洗髮精、沐浴乳、室內芳⾹劑等(法國、美國原裝進

⼝)

⼤懶⽜業⾏ 電動按摩枕

  

  

  

27⽇

上班族 服飾

17號草堂 ⼿⼯⼤餅

簡⽼爹 宜蘭滷味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豐⺠ 包包、銀式飾品

樸鈺 客家養⽣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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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社] | Top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
⼈⽣如戲︓⾼夫曼《⽇常⽣活中的⾃我表演》
時間︓2011/10/26（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如戲︓⾼夫曼《⽇常⽣活中的⾃我表演》
主講⼈︓曾凡慈 助理教授(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

蘇聯作家布爾加科夫︓《⼤師與瑪格麗特》
時間︓2011/11/16（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蘇聯作家布爾加科夫︓《⼤師與瑪格麗特》
主講⼈︓鄢定嘉 助理教授(國⽴政治⼤學斯拉夫語⽂學系)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學聯會會⻑交接典禮
學⽣⾃治，⼀直是個敏感的話題。從前，⽐較傳統的觀念認為學⽣的本
分就是讀書，對外⾯的變化不需要有多餘的意⾒，但是隨著世界上⺠主
的浪潮推進，越來越多學⽣意識到⾃⼰的公⺠責任以及⾝為知識份⼦的
使命感，進⽽萌發貢獻的熱情，並從中學習溝通協調、有系統性的規劃
以及最重要的̶̶獨⽴思考的能⼒，⽽學聯會，就是這樣⼀個讓有志⻘
年們揮灑才能的舞台。

在交通⼤學的校史中，學聯會擁有輝煌的⼀⾴︔包括學聯會的前⾝「學
⽣會」所爭取到的環校機⾞道，以及讓學⽣在遴選校⻑的過程中發聲等

等，許多重⼤的政策實施，都有學聯會的⾝影，在學校與學⽣之間扮演傳達意⾒的⾓⾊，讓多⽅的意⾒能夠交流匯聚，進
⽽形成⼀個圓滿、雙贏的共識。

除了這些之外，學聯會主辦的⼤⼩活動以及團購等等，豐富了交⼤學⽣的⽣活，也讓參與的同學們留下了難忘的回憶。
10/14學聯會會⻑交接典禮，透過校⻑的祝福，讓１５ＴＨ學聯會能在未來的天空盡情發揮才能與熱情，帶給交⼤的所有
學⽣以及教職員更⼤的福利及驚喜︕

[學聯會] | Top

恭賀交⼤外⽂系同學英語能⼒檢定屢創佳績
繼2008年96級學⽣涂智瑜新托福總分⾼達119，創下當時亞洲紀錄後，
本年度應屆畢業100級學⽣謝瑋婷更於近期獲得120分滿分殊榮，為台灣爭光︕
⾯對全球化的挑戰，交⼤外⽂系將秉持務實精神，繼續為國家培育優秀外語⼈才。

[外⽂系] | Top

博幼基⾦會募款邀請
各位朋友，

博幼基⾦會需要你的幫助︕

博幼基⾦會是⼀個專⾨輔導弱勢孩⼦功課的公益團體(http://www.boyo.org.tw/，電話︓049-2915055)，輔導學⽣有
2011⼈之多，我們因材施教並以偏遠地區的孩⼦為主。每周五天、⼀天三⼩時指導學⽣，⽼師不是義⼯，但學⽣不需繳任
何學費，所有的書籍、⽂具、使⽤的電腦全部免費，經費來源完全靠社會善⼼⼈⼠的捐助，我在此向你請求幫助我們。

捐款⽅式詳⾒網⾴︓http://www.boyo.org.tw/lovegarden/love17.htm

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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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南投縣博幼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會董事⻑ 李家同

[博幼基⾦會]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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