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新聞
校園新聞
交通⼤學翁啟惠院⻑「名譽博⼠學位」頒授典禮 
謝師恩 交⼤敬師 表揚62名教師
百年新⽵⽶粉摃丸節科技上⾝︕結合⾏動資訊科技，關懷在地傳統產業，交⼤智慧⽣活課程不⼀樣 
國際志⼯為世界的另⼀個⼩⾓落付出，從中學習獨⽴

⾏政單位
教務訊息
國際SCI及SSCI期刊發表論⽂的研究⽅法與撰寫訣竅招⽣中
交通⼤學⼄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訓練班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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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 8⽉份統計資料
100學年度第1學期學⽣辦理休學、退學、畢業離校
992學期排名與99學年度畢業排名-可排名系所
役男因公奉派或推薦出國申請相關規定與流程

學務訊息
2011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9/29正式起跑
ＵＣＡＮ⼤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恭賀榮獲本校績效特優導師及績優導師
進⼊台電公司服務，不⽤擠破頭了〜只要獲得「B182台電獎學⾦」您就踏進了台電︕
請假⿇煩嗎︖不〜現在有更便捷的⽅式哦︕

研發訊息
國科會⾃然處徵求「101年度防災科技研究計畫」
國科會⾃然處徵求101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
國科會101年度「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受理申請
教育部函知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徵求101年度補助研究計畫」
⽣命科學研究推動中⼼補助100年度舉辦有關⽣物學、醫學、農業之科技研習(討)會、傑出⼈才講座演講系列受理申請

總務訊息
本校100學年度上學期學分費繳費訊息

圖書館訊息
「如何成功投稿國際科學期刊」講座（10/31）
圖書館徵⽂「使⽤圖書館電⼦書之我⾒我聞」(9/8~11/11)
圖書館讀者使⽤⽬的調查-得獎名單公告(7/8~10/7)
2011年「研究攻略營」活動影像可線上觀看囉︕
10/03~10/09每週優鮮⽚:聽不⾒的⾳符(Music within)︔快樂頌(Copying Beeth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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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11/06每週~優鮮⽚播映⽚單:有愛無礙影展
探索全新 Web of Knowledge 有獎徵答活動(10/4~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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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華校長頒授名譽博士學位證書予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

長

「Mars 臺灣管理⽂獻與個案收錄庫」，舉辦有獎徵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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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資料庫 ~ Mergent Online《全球企業與⾦融證券資料庫》
新增試⽤資料庫 ~ 五南WU-NUN數位電⼦書
【更多圖書館活動與各項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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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育成中⼼訊息
台灣公司赴德國上市說明會

研發替代役專案訊息
101年度研發替代役制度校園宣導說明會即將開辦〜請把握機會︕

交通⼤學翁啟啟惠院⻑「名譽博⼠學位」頒授典禮
交通⼤學於100年10⽉04⽇(⼆)下午兩點半，假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
⾏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名譽博⼠學位」頒授典禮。由吳妍華校⻑親
⾃頒授證書，並進⾏撥穗儀式。儀式過後翁院⻑以「從基礎研究到創新
應⽤」為題進⾏專題演講，並與在場師⽣分享並討論研究經驗。

吳妍華校⻑表⽰，翁啟惠院⻑是中央研究院院⼠、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
⼠、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在國際上的學術成就有⽬共睹。翁院⻑的
研究⼯作橫跨化學與⽣物科學，開創了⼀個安全且無污染的基礎化學研
究新領域，對⽣物有機化學及醣分⼦科學有⾮常重要的貢獻，也對功能
基因體科學研究及新藥物發展有重⼤的影響。他的研究將過去被認為是
⾮常困難或不可能的複雜醣分⼦及醣蛋⽩的合成⼯作變成可能，並發展
出新的觀念，進⽽帶動新⼀波⽣物科技研究，並對⽣技製藥產業的發展

產⽣重⼤衝擊。

翁院⻑⾝為全國最⾼學術研究機關⾸⻑，積極尋求突破，傾全⼒領導中研院在科學與⼈⽂研究上追求卓越及創新。基於對
國內⽣技產業發展的使命感，翁院⻑親⾝參與國內各項有關⽣技發展的⼯作，並擔任⾏政院⾸席科技顧問、國科會委員及
⼤學特聘教授。對於⼈才培育更不遺餘⼒，指導過的學⽣及博⼠後研究⼈員，前後已超過三百位，⼤部分在研究機構、⽣
技製藥公司及政府部⾨服務，影響⽣技研究、政策及產業發展⾄為深遠。

翁啟惠院⻑在教育、研究環境及推動社會進步上，扮演了重要關鍵⾓⾊，他的傑出成就，⾜以為本校師⽣的楷模，本校特
頒授名譽博⼠學位，以表彰翁啟惠院⻑的宏觀視野與對社會的重⼤貢獻。

翁院⻑感謝本校頒授名譽博⼠學位以及對他的肯定，同時表⽰交⼤近幾年在資通訊科學的研究已有⾮常⾼的國際地位，相
信未來本校在擴展新學術領域的研究、⼈才培育及產業發展，也會持續扮演重要關鍵⾓⾊。此外他在「從基礎研究到創新
應⽤」的演說中，強調創新與發明的重要性，才是保持台灣研發與產業優勢的關鍵。翁院⻑表⽰台灣的學術與產業發展，
仍然受到諸多環境與制度⾯限制，導致科學與產業間的距離太遠。學術研究如何跨越鴻溝與產業結合，翁院⻑信⼼的表
⽰，科技基本法在很多⾯向與建⽴良好的研究環境上都有突破，透過健全完善的科技基本法，可解決學術與產業間的差距
與⼈才銜接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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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後現場學⽣踴躍提問，翁院⻑也提供許多寶貴意⾒，獲益良多。本次參與名譽博⼠頒授典禮的貴賓包括台積電張忠謀
董事⻑、中研院王汎森副院⻑、科管局蕭灌修副局⻑、本校郭南宏前校⻑、鄧啟福前校⻑、張俊彥前校⻑、校友，以及多
位⼤學校⻑亦出席致賀。此外，也吸引校內百餘位師⽣參與，場⾯隆重且熱鬧。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謝師恩 交⼤敬師 表揚62名教師
交通⼤學為感謝全體教師對教育及學⽣的付出，於26⽇舉辦敬師茶會，
同時表揚33位九⼗九學年度績優導師及29位獲得九⼗九學年度傑出教學
獎及優良教學獎的教師們。

今年度獲獎的教師有在交⼤服務⻑達數⼆⼗年以上的資深教授，也不乏
熱情執著於研究教學的新進⽼師，⼤家共同的特質都是對教學充滿熱
情，並願意為學⽣付出關懷。

教學傑出 ⾸重引起學⽣興趣

交⼤圖書館內的語⾔中⼼，經常看到學⽣們圍著圓桌，和語⾔中⼼上條純惠⽼師以流利的⽇語交談。在交⼤教授⽇⽂的上
條⽼師，除了教語⾔，也教⽇本⽂化，她曾經帶學⽣體驗⽇本的喝啤酒⽂化、課堂上⽰範如何穿浴⾐，也教導道地吃⽣⿂
⽚的⽅法，徹底將語⾔融⼊⽣活、⽣活融⼊語⾔，讓學⽣更容易「使⽤」⽇⽂。她⽣動活潑的教學⽅式，引起學⽣對⽇⽂
的⾼度興趣，每年都⾃發性組隊參與⽇⽂⽐賽。2009年⾸次出征帶領本校⾮⽇語系學⽣打敗輔仁⼤學、中華⼤學等⽇⽂系
學⽣，榮獲第五屆全國⼤專校院⽇語辯論⽐賽「⼀般論題」組第⼀名。去年也帶領學⽣參加「全國⽇語配⾳⽐賽」，兩組
各拿下⾮主修⽇語組團體賞的第⼆名及第六名，其中更有學⽣憑藉個⼈出眾的演技及完美的模仿，分別拿下⾮主修⽇語組
個⼈賞第⼀名及第⼆名，讓⾮⽇語專⻑的交⼤，闖出⼀番名號。

英語授課課程對於⼤學教師來說是⼀⼤負擔，曾於九⼗七、九⼗⼋學年度獲得優良教學獎肯定的電機⼯程系林源倍教授，
今年獲得傑出教學獎的殊榮。林⽼師多年前即開設英語授課課程「多率系統」及「線性代數」，她認為英語教學不是要難
倒學⽣，⽽是要讓學⽣練習且習慣以英⽂溝通專業領域，因此上課遇到學⽣不能理解的部分，也會⽤中⽂再次解說。她認
為，倘若為了修英⽂授課練習英⽂，讓基礎的專業科⽬沒有學好，反⽽本末倒置。

應⽤數學系的莊重教授所開設的「微積分」課程除了讓學⽣趨之若鶩，在交⼤的開放式課程系統中，點閱率也經常榮登榜
⾸。更特別的是，還有校外⼈⼠因為要考研究所⽽利⽤開放式課程上⽼師的微積分，最後也如願以償⾦榜題名。

績優導師FACEBOOK關懷學⽣分享⼼情 體會外籍⽣困境

電⼦⼯程系兩位獲獎教師⿈俊達副教授及林炯源助理教授，都有豐富的輔導外籍⽣經驗。外籍⽣來台就學，語⾔、⽣活與
學習都是難題，⿈俊達教授就在⾃⼰實驗室安排座位，讓外籍⽣隨時都能受到研究⽣學⻑姐在⽣活及課業上最及時的照
顧。此外，為了排解外籍⽣的思鄉之愁，也曾於除⼣夜邀請學⽣⾄家中感受台灣過新年的熱鬧氣氛。林炯源教授除積極協
助課業上有困難的外籍⽣並⿎勵他們，在導⽣聚餐時，也會邀請他在不同⾏業、有豐富經驗的朋友共同參與，與台灣的導
⽣分享職涯⽣活及⽣活經驗，對於培育學⽣探索多元興趣，以及在⼈格養成上有很⼤的助益。

深受學⽣愛戴的英語教學研究所林律君助理教授，經常利⽤FACEBOOK與學⽣互動並關⼼學⽣近況。曾經有學⽣在⽼師即
將⽣產之際，留下貼⼼的祝福卡⽚，並表⽰捨不得像媽媽的⽼師短暫離開。

吳妍華校⻑於教師節祝賀函中向全體教師表⽰最誠摯的祝福與感謝，並引⽤本校傑出校友、宏碁集團創辦⼈施振榮董事⻑
的話--「⼈⽣的過程中時常⾯臨困境與挑戰，但是也是追求⼈⽣價值的重要過程」與⽼師們互相勉勵，說明交⼤在邁向世
界頂尖⼤學的路途上，同樣充滿挑戰與變化，期許當遇到困境時，能永遠保持信⼼與努⼒，堅定的朝⽬標邁進。

交通⼤學共有六百九⼗六位專任教師，每⼀位都付出⾃⼰的愛⼼、關懷、時間，為國家與社會培育未來的棟梁，這些師⻑
與學⽣互動的動⼈故事，是⼀篇篇寫也寫不完的故事，礙於篇幅，僅能分享其中⼀部份，欲知詳細名單，請參考以下名
單。

99學年度績優導師名單 
（⼀）、績效特優導師（共計11名）【依姓⽒筆劃排序】

教育研究所
王嘉瑜⽼師

資訊與財⾦學系 林孝倫⽼師

電⼦⼯程系所 林炯源⽼師

電⼦物理學系 徐  琅⽼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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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學系 徐詩思⽼師

⽣物科技學系 梁美智⽼師

應⽤數學系 許義容⽼師

資訊⼯程學系 ⿈世強⽼師

機械⼯程學系 楊秉祥⽼師

電機⼯程學系 闕河鳴⽼師

傳播科技學系 魏  玓⽼師

    （⼆）、績優導師（共計22名）【依姓⽒筆劃排序】

體育室 王志全⽼師

電資學⼠班 ⽥仲豪⽼師

材料科學與⼯程學系 吳⽂偉⽼師

資訊⼯程學系 吳育松⽼師

光電系統所 林建中⽼師

英語教學研究所 林律君⽼師

應⽤數學系 林琦焜⽼師

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 林貴璽⽼師

經營管理研究所 姜真秀⽼師

⼈⽂社會學系 許維德⽼師

財⾦所 郭家豪⽼師

電機⼯程學系 陳富強⽼師

科技法律研究所 陳鋕雄⽼師

電機⼯程學系 陳鴻祺⽼師

資訊⼯程學系 陳耀宗⽼師

電機⼯程學系 陸曉峯⽼師

資訊⼯程學系 彭⽂孝⽼師

電⼦⼯程系所 ⿈俊達⽼師

資訊⼯程學系 楊  武⽼師

電資學⼠班 趙禧綠⽼師

⼈⽂社會學系 劉⼤和⽼師

資訊⼯程學系 蔡淳仁⽼師

99學年度教務處傑出/優良教學獎得獎名單

傑出教學獎(第⼀項:學⼠班必修及全校性共同課程) 
1.蔡佳霖⽼師(機械系)   
2.上條純惠⽼師(語⾔中⼼)   
3.⿈美鈴⽼師(通識中⼼)   
4.⾺毓君教官(軍訓室)   
5.李榮耀⽼師(基礎科學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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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傳科系林崇偉教授(前排左二)與學生結合行動資訊科

技和新竹米粉摃丸節推出「遠傳行動導航APP－新竹米粉

摃丸節」智慧行動導覽服務

遠傳行動導航APP－新竹米粉摃丸節

6.楊毅⽼師(基礎科學教學⼩組)   
7.莊重⽼師(應數系)   
8.趙天⽣⽼師(電物系)   
9.彭慧玲⽼師(⽣科系)   
10.林源倍⽼師(電機系)   
傑出教學獎(第⼆項:學⼠班選修及研究所課程) 
1.劉⾠⽣⽼師(外⽂系)    
2.陳冠宇⽼師(應數系)    
3.曾建超⽼師(資⼯系)  
優良教學獎 
1.郭⼼怡⽼師(⼟⽊系)                                   
2.范⼠岡⽼師(材料系)                                   
3.張淑閔⽼師(環⼯所)                                   
4.楊千⽼師(經管所)                                     
5.劉奕蘭⽼師(教育所)                                   
6.郭家豪⽼師(財⾦所)                                   
7.冀泰⽯⽼師(電機系)                                   
8.陳巍仁⽼師(電⼯系)                                   
9.⿈俊達⽼師(電⼯系)                                   
10.陳智弘⽼師(光電系)                                  
11.鄒志偉⽼師(光電系)                                  
12.⿈問泙⽼師(資⼯系)                                  
13.蔡⽂錦⽼師(資⼯系)                                  
14.羅烈師(⼈社系)                                     
15.任維廉⽼師(運管系)                                 
16.鄭舜仁⽼師(電物系)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百年新⽵⽶粉摃摃丸節科技上⾝︕結合⾏動資訊科技，關懷在地傳統產業，交⼤智慧⽣
活課程不⼀樣

秋意⽇濃，九降⾵吹起，2011百年新⽵⽶粉摃丸節將在10⽉15-16⽇
熱鬧登場。但今年的⽶粉摃丸節科技上⾝，很不⼀樣︕交⼤師⽣歷經⼀
年的努⼒，結合新⽵市政府、⽶粉摃丸業者、遠傳電信、⼤輿資訊、傳
動數位、⻑茂科技、福袋科技、紅⾕資訊（愛評網）、太平洋⾃⾏⾞及
⽇本ZENRIN DataCom會社共同推出了「遠傳⾏動導航APP－新⽵⽶粉
摃丸節」智慧⾏動導覽服務，要讓所有來新⽵的⺠眾有⼀趟不同的創新
科技體驗之旅︕

設計者交通⼤學傳播與科技學系林崇偉教授說，「遠傳⾏動導航APP－
新⽵⽶粉摃丸節」除了能讓⺠眾在智慧型⼿機和平板電腦上即時掌握各
項活動節⽬和好康優惠資訊外，更可利⽤⾏動導航與智慧導覽功能，去
探訪30家新⽵重量級⽶粉和摃丸業者的美味秘密、300多個特⾊地
標，50多個新⽵⼩吃推薦，即時隨⾝體驗100個新⽵特⾊景點720度環

景，另外還有30條跟年輕⼈⼀起吃⽶粉摃丸騎單⾞遊玩新⽵的⾏家路線，實在不容錯過。

林崇偉與25個選修「數位典藏︓智慧⽣活⾏動服務設計」的交⼤學⽣，
⼀年來在無數單⾞踩踏聲、相機快⾨聲與鍵盤敲擊聲中，完成這個結合
傳統⽂化與⾏動科技的智慧服務APP。⽀持這個創意構想的則是國科會
智慧⽣活區域整合研發中⼼的主任，交⼤Eco-City林進燈教授，也是交
⼤的教務⻑。

林進燈指出，將「智慧科技導⼊常⺠⽣活，融⼊在地⽂化，加上創新服
務，推動產業發展」，也就是所謂的「智活⽂創CRE@Taiwan」的概念
是當前交⼤推動雲端科技創新研發，更是臺灣教育下⼀步發展的新⽅
向。因為，在未來智慧⽣活的世界和產業裡，資訊系統開發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無寧是藉由課程讓年輕⼈⾛進地⽅、親近產業，瞭解⽂化，

再思考如何能結合科技創意服務，來幫助產業和社會找出創新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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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單車客學生深入踩踏新竹大街小巷

交大楊哲愷(右一)在印尼帶給社區的小朋友通識教育

秉持在地融⼊和⽂化深耕的精神，⼀年來，林崇偉跟交⼤學⽣⾃動擔任
新⽵⽶粉摃丸的⽂化志⼯，他們騎著腳踏⾞，帶著相機，穿梭在新⽵每
個充滿記憶和回憶的⼤街⼩巷。在這個新⽵⽶粉摃丸APP，他們以來趟
單⾞⼩旅⾏為主題，結合GPS衛星定位、軌跡記錄、⾏動導覽、
Web2.0以及Social Media，⺠眾看得到他們努⼒紀錄下來的新⽵⽶粉
摃丸⾵華，分享年輕⼈最真實的感動，更完成針對新⽵⽶粉摃丸產業深
⼊觀察，七個主題，共⼗萬多字的第⼀⼿產業報導。

林崇偉舉例，像（1）「⼈情味與信任感，九降⾵吹送著新⽵真滋
味」，深⼊觀察⽶粉製作過程，反思當代消費社會結構問題，發現原來
濃濃的⼈情味與信任感，才是讓⼈深深愛上新⽵九降⾵⽶粉的真正原

因︔（2）「望聞問切講⾨道，⼤隱隱於市的摃丸好味道」則從新⽵摃丸的發源地「菜市場」開始踩踏旅程，⼀路騎到現
代「⼤賣場」，⾛進了「旗艦店」，在街頭巷尾尋找「⼤隱隱於市‧平凡不平凡」新⽵摃丸達⼈，分享摃丸好味道⼼法︔
（3）「職⼈級的好滋味，新⽵⽶粉在⽇本無印良品」則表現出新⽵⽶粉業者對消費者的關⼼和⼒求品質的⽤⼼，嘗試回
答為何許多⽶粉都要⾃稱為新⽵⽶粉的問題。

⽽在（4）「百年新⽵北⾨街，⽂化會館遇⾒摃丸說書⼈」，交⼤師⽣想傳達新⽵摃丸如何以創意為元素，連結地⽅⼈⽂
歷史及特⾊飲⾷⽂化的⾏銷創新可能︔（5）「愛與堅持⽣命⼒，⼥性開創⽶粉摃丸新藍海」嘗試刻畫出三位現代⼥性在
傳統產業裡的承擔和創新︔⾄於（6）「⽶粉⼈⽣⽶粉情，新⽵⽶粉寮裡⽶粉⼀家⼈」則是深⼊新⽵南勢⾥⽶粉寮，充分
體會快樂與充滿希望的⼼情，是新⽵美⾷永保⻘春滋味的祕密︔最後（7）「新⽵不只是過客，在蔚藍海岸線看⾒新故
鄉」帶著⼤家沿著⼗七公⾥⿈⾦海岸線騎單⾞，讓⼈看⾒新⽵城的美麗、新⽵⼈的可愛、⽶粉摃丸產業傳承與教育推廣的
努⼒，更在⾆尖、眼底、⼼頭與這裡（新⽵），跟著交⼤師⽣⼀起發現，新⽵新故鄉。

交⼤的智慧⽣活課程真的很不⼀樣，TASK10是林崇偉與交⼤同學過去⼀年來對這⾨課程的暱稱。林崇偉解釋說，在有臺
灣矽⾕之稱的新⽵城，TASK10︓「1」可以是通向未來的光纖，也可以是連結傳統的⽶粉︔「0」，可以是智慧⼿機裡的
晶圓，也可以是放到嘴裡的摃丸。九降⾵吹拂過⽵塹城，這裡，有著豐富的歷史⽂化，有著蔚藍的美麗海岸，更有著新⽵
⽶粉與摃丸，⼈們的故事。

透過與遠傳電信⼀起推出Android與iPhone兩種版本新⽵⽶粉摃丸⾏動智慧導覽服務，林崇偉說，交⼤正嘗試創造嶄新的
使⽤經驗、服務系統、經營管理和⾏銷傳播模式，尋找結合開創臺灣傳統與資通訊產業新藍海的無限可能。更衷⼼期盼這
樣不⼀樣的課程，所創造出的不⼀樣的智慧⾏動服務模式，能夠讓⺠眾在參與2011新⽵⽶粉摃丸節之外，也能夠「不只是
過客」，跟我們⼀起愛上新⽵︕

參考連結
「遠傳⾏動導航APP－新⽵⽶粉摃丸節」智慧⾏動導覽服務
iPhone⼿機與iPad︓請⾄APP Store下載免費版「遠傳⾏動導航」安裝後「本⽉熱推」專區
Adroid⼿機與平板︓請⾄Android Market下載免費版「遠傳⾏動導航」安裝後「本⽉熱推」區 

TASK 10交⼤單⾞客新⽵⽶粉摃丸網站︓http://event.ipeen.com.tw/2011/T10/program.php

[傳科系林崇偉/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國際志⼯為世界的另⼀個⼩⾓落付出，從中學習獨⽴
交通⼤學、中央⼤學、台灣聯合⼤學16位學⽣，今年暑假分別到印尼、
印度、波蘭、捷克、柬埔寨、⾺來⻄亞、烏克蘭、俄羅斯等⼋個國家從
事⽂化教育、愛滋宣導、環境保育或協助⾮營利組織運作，學⽣歸國後
皆表⽰，踏出原來的⽣活，才了解世界如此不⼀樣，不僅學會獨⽴、⽂
化包容⼒、對當地多⼀份認識，也與來⾃各國的志⼯⼀同合作，有了全
新的體驗。10⽉3⽇及6⽇將有兩場「海外成⻑計劃說明會」，期待更多
學⽣加⼊國際志⼯的⾏列。

⼼態轉換，其實會有很多不⼀樣的發現

16位學⽣透過AIESEC國際經濟商管學⽣會的協助，尋找適合⾃⼰的志
⼯⼯作，通過⾯試審核後即可獨⾃到當地⼯作。交⼤傳播科技系⼤⼆姚映⽵到柬埔寨孤兒院服務，才發現這裡的⼩朋友都
早熟的讓⼈⼼疼，任何⼀個孩⼦跌倒或⽣病了，沒有⼈掉過⼀滴眼淚，都是⾃⼰站起來，然後傻傻⼀笑。姚映⽵回想這42
天感性的表⽰，在這趟旅程裡，發現⾃⼰聽⾒、看⾒的遠遠超乎想像，所以不斷在⼼底提醒⾃⼰要時時留住這份充滿雞⽪
疙瘩的感動，在台灣的⽣活裡實踐。

交⼤⼈⽂社會系⼤⼆古淮語同學到印度當地學校，與不同國家的志⼯討論要帶給印度學⽣的議題，內容包括環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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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姚映竹到柬埔寨才知道這裡的小孩好勇敢

交大李宜珊(左四)想說，語言絕不是隔閡！而膚色，亦使

我們跨越心牆

夢想等等，希望透過不同國家的觀點，帶給學⽣更寬闊的視野。古淮語
認為藉由這些平時不會接觸到的議題，喚起學⽣對社會、世界的關⼼，
也了解⾃⼰有⼒量可以為世界帶來改變，開始思考許多過去沒想過的社
會問題。

⻘春，就該⽤來勇敢

期待⾃⼰能從中學習獨⽴的交⼤⼯⼯系⼤⼆楊哲愷說︓「在印尼，我過
的格外充實快樂，快樂其實可以很簡單。」當志⼯的期間，楊哲愷欣賞
了無數次的⽇出⽇落，⽇出⽇落對穆斯林的意義⼗分深遠，是對⾃⼰品
⾏的要求以及遵守信念的約束，讓他學習珍惜每⼀天的開始與結束。

付出的同時，志⼯們也體驗了當地的⼈⽂⾵情，深⼊的了解後才知道與
原先想的完全不⼀樣。楊哲愷同學說︓「這邊的⼈樂於施捨，即使是硬
幣，他們也⽤最真誠的⼼去捐贈︔這邊的⼈沒有歧視，任何職業對他們
來說沒有⾼低之分。」姚映⽵也說︓「房⼦、⾐著與招牌在在展現出殖
⺠特⾊與多元⽂化，處處是驚奇。」

選擇到烏克蘭辦夏令營的中央⼤學經濟⼤⼆⿈⼦碩說︓「我更了解獨⽴
和⾃主的定義，是永⽣難忘的⼀次旅⾏，出發前我對⾃⼰有些期待，但
回來後發現收穫更多，也感謝⾃⼰有勇氣在20歲做出這個決定。」去波
蘭研習的運管⼤三李宜珊說︓「唯有⾃⼰⼀個⼈的時候，才能更加深
刻、細膩的融⼊並認識這個截然不同的⽂化。」

暑假六到⼋周的志⼯⽣活，他們開拓視野、完成許多的第⼀次、⽤⼼的付出，讓影響⼒⼀點⼀滴的累積在世界各⾓落，也
重新認識⾃⼰。到印尼服務的交⼤應⽤化學系⼤⼆張志群就說︓「希望帶給世界另⼀個⾓落的⼈們正⾯的影響⼒與幫助，
我們也相信收穫最多的將是⾃⼰。」花⼀點⼼⼒去做出改變，這個世界會變得很不⼀樣的。

[AIESEC/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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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13.40.22/programs_view.php?id=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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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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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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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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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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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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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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 8⽉份統計資料
本校開放式課程(http:// ocw.nctu.edu.tw)課程、流量統計、意⾒回饋暨開放教育資源參考資料，請參
閱http://ocw.nctu.edu.tw/ocw_enews/100_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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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1學期學⽣辦理休學、退學、畢業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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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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2學期排名與99學年度畢業排名-可排名系所
可排名系所公佈於註冊組網⾴最新消息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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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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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9/29正式起跑
2011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9/29~10/20⽌,共舉辦51場公司說明會及10/22公司⾯談會。 
相關資訊及舉辦時程請參閱附件及活動官網http://openhouse.nctu.edu.tw/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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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ＣＡＮ⼤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剛進⼊⼤學或即將步⼊職場的您，是否已經知道⾃⼰的職涯⽅向呢︖就業與升學輔導組提供您⼀個未來選擇⼯作時的參考
依據-【ＵＣＡＮ⼤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幫助您分析⾃我職業興趣，早⼀步規劃就業⽅向。 
想要了解⾃⼰適合的⼯作是什麼以及是否具備理想⼯作所需的專業能⼒嗎?︕ 

快到就輔組網⾴點選最新消息吧!! http://career.adm.nctu.edu.tw/
即⽇起，到⾏政⼤樓B1就業與升學輔導組完成職業興趣探索、職場共通職能、專業職能三項測驗者，現場贈送精美禮物
喔，送完為⽌，要拿要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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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榮獲本校績效特優導師及績優導師
本校100學年度績優導師審查⼩組會議(100年9⽉20⽇)決議票選出99學年度績效特優導師(11名)及績優導師(22名)，獲
獎⽼師已於100學年度敬師茶會中(100年9⽉26⽇)敦請 林副校⻑頒獎。獲獎⽼師姓名臚列如下︓

績效特優導師(11名)【依姓⽒筆劃排序】
教育研究所王嘉瑜⽼師、資訊與財⾦學系林孝倫⽼師、電⼦⼯程系所林炯源⽼師、電⼦物理學系徐琅⽼師、外國語⽂學系
徐詩思⽼師、⽣物科技學系梁美智⽼師、應⽤數學系許義容⽼師、資訊⼯程學系⿈世強⽼師、機械⼯程學系楊秉祥⽼師、
電機⼯程學系闕河鳴⽼師、傳播科技學系魏玓⽼師

績優導師（共計22名）【依姓⽒筆劃排序】
體育室王志全⽼師、電資學⼠班⽥仲豪⽼師、材料科學與⼯程學系吳⽂偉⽼師、資訊⼯程學系吳育松⽼師、光電系統所林
建中⽼師、英語教學研究所林律君⽼師、運輸科技與管理學系林貴璽⽼師、經營管理研究所姜真秀⽼師、⼈⽂社會學系許
維德⽼師、財務⾦融所郭家豪⽼師、電機⼯程學系陳富強⽼師、科技法律研究所陳鋕雄⽼師、電機⼯程學系陳鴻祺⽼師、
資訊⼯程學系陳耀宗⽼師、電機⼯程學系陸曉峯⽼師、資訊⼯程學系彭⽂孝⽼師、電⼦⼯程系所⿈俊達⽼師、資訊⼯程學
系楊武⽼師、電資學⼠班趙禧綠⽼師、⼈⽂社會學系劉⼤和⽼師、資訊⼯程學系蔡淳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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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台電公司服務，不⽤擠破頭了〜只要獲得「B182台電獎學⾦」您就踏進了台
電︕
每年聽到台電公司招考，錄取率相當低，是否讓您聞之卻步︖︖現在有更好的⽅式，申請獲得B182台電獎學⾦，畢業後即
可進⼊台電公司服務。⼼動了嗎︖請查閱⽣輔組獎學⾦網⾴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
page=apply&serial=1154
台電獎學⾦簡章，把握申請良機(⾄10/22截⽌)︕更多各項校外獎學⾦訊息，請上獎學⾦網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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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煩嗎︖不〜現在有更便捷的⽅式哦︕
學⽣請假系統已開放使⽤，系統網址︓http://stuoffcourse.nctu.edu.tw
或由⽣輔組網站點選進⼊，帳號為學號，預設密碼為⾝份證字號後六碼，如有疑問請洽⽣輔組。

[學務處] | Top

國科會⾃然處徵求「101年度防災科技研究計畫」
⼀、 本件⾄100年10⽉6⽇14時⽌徵求整合型計畫構想書。申請⼈請配合時限先將整合型構想書E-mail⾄國科會⾃然
處，通過後請於「101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截⽌⽇前依規定提送正式計畫書。⽬前執⾏中延續性計畫之後續年度細部
計畫書，則不需提送整合型計畫構想書，請各總計畫與⼦計畫主持⼈⽐照於年底循專題研究計畫⽅式逕⾏提出申請。
⼆、 計畫詳細相關資訊請詳參函⽂附件或可參⾒國科會⾃然處網站 (http://www.nsc.gov.tw/csdr/ct.asp?
xItem=20082&ctNode=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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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然處徵求101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
⼀、 本件⾄100年10⽉24⽇14時⽌徵求整合型計畫構想書。申請⼈請配合時限先將新提之整合型構想書E-mail⾄國科會
⾃然處，每⼀整合型團隊必須有3件以上之⼦計畫組成。通過後請於「101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截⽌⽇前依規定提送正
式計畫書。
⼆、 ⽬前執⾏中延續性計畫之後續年度細部計畫書，則不需提送整合型計畫構想書，請各總計畫與⼦計畫主持⼈⽐照於年
底循專題研究計畫⽅式逕⾏提出申請。若於100 年度計畫書審查時，被建議需重提構想之研究團隊，亦請於100年10⽉
24⽇14時前將整合型構想書E-mail⾄國科會⾃然處。
三、 計畫徵求說明、研究重點及構想書格式等詳細相關資訊可⾃⾏⾄國科會網⾴查詢下載(網
址︓http://www.nsc.gov.tw/csdr/ct.asp?xItem=20085&ctNode=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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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1年度「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受理申請
⼀、 本計畫僅徵求整合型計畫，執⾏期限⾄多2年(101/5/1~103/4/30)，計畫徵求採限定主題⽅式進⾏，提出之計畫必
須含括在各類規劃之主題內。已依去年公告之規劃重點提出計畫申請並已執⾏1年者，雖研究主題不在今年徵求主題之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1154
http://stuoffcourse.nctu.edu.tw
http://www.nsc.gov.tw/csdr/ct.asp?xItem=20082&ctNode=1149
http://www.nsc.gov.tw/csdr/ct.asp?xItem=20085&ctNode=1149


列，仍可依原主題申請延續計畫。
⼆、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並請所屬單位於100年10⽉26⽇前彙整及上線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
辦。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附件，或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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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328bb54e01328ebcf0f00021&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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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函知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徵求101年度補助研究計畫」
⼀、 請有意申請計畫教師以校為申請單位，於100年10⽉27⽇前備妥函稿、申請表及申請補助計畫書等⽂件各1份（並檢
附含電⼦檔之光碟⽚），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10⽉31⽇前送達內政部辦理申請。
⼆、 教育部來函及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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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公告內容及規定請⾄內政部⼊出國
及移⺠署全球資訊網⾴查閱(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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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科學研究推動中⼼補助100年度舉辦有關⽣物學、醫學、農業之科技研習(討)
會、傑出⼈才講座演講系列受理申請
⼀、 有意申請101年1⽉1⽇⾄101年6⽉30⽇擬舉辦上開研習(討)會及演講之主持⼈，請由所屬單位於100年11⽉28⽇
前備妥函稿附同計畫書、個⼈學經歷資料(申請⽣活費補助款之國外講員，需填寫⽣活費預算書、⾏程表、學經歷及同意來
台與會之證明⽂件等)各⼀式1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11⽉30⽇前(郵戳為憑)逕寄該中⼼辦理申請。
⼆、 計畫書參考範例、請款說明及單據處理原則請⾄該中⼼網⾴(http://biometrics.sinica.edu.tw/life/)查詢下載，如
有疑義請向該中⼼承辦⼈洽詢。

[研發處] | Top

本校100學年度上學期學分費繳費訊息
請需繳學分費之同學（學⼠班延修⽣、修習教育學程者、碩博⼠班學⽣有修課者）於下載期限內（100.10.7⾄
100.10.24）⾃⾏上交通⼤學出納組網站學雜費系統http://140.113.103.55/cashier/（帳號為學號、密碼為⾝分證字
號）或⽟⼭銀⾏學雜費代收網https://easyfee.esunbank.com.tw/school/paycaweb/login.action下載繳費單，並於繳
費期限內（100.10.12⾄100.10.24）透過繳費單上指定繳費途徑完成繳費。(請參考學雜分費繳費作業流
程http://www.ga.nctu.edutw/ga3/cashier.php) 

[總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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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流程請⾒︓http://www.pac.nctu.edu.tw/Activity/activity_album.php?Page=2&id=144#01

[對外事務組]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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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Microsoft Mango ⼿機作業系統研習課程
時間︓100年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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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MATLAB⼊⾨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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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0年10⽉11⽇(⼆) 14︓00 - 17︓00
地點︓資訊技術服務中⼼ PC4 教室
對象︓全校學⽣均可報名 (座位有限，額滿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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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6⽇

上班族 服飾

17號草堂 ⼿⼯⼤餅

宜⼒ 乳酸菌、優格

嘉錸企業 勝寶益無毒修護系列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東燁茶藝⾏ 茶葉、茶具

 烘⾖⽥(漢克)
單品咖啡⾖、濾泡式咖啡 

(⽿掛包)

宏視有限公司 隨⾝卡拉OK組、多媒體播放器

花⽔⽊ 髮飾、Kitty系列(⽇、韓)

Acomo杏睎科技 空氣殺菌機

13
⽇

上班族 服飾

敏傑 吸⽔⽑⼱、記憶枕

17號草堂 ⼿⼯⼤餅

玖紘企業社 超細纖維⽑⼱

天藍養蜂場 蜂王乳(蜂蜜醋)

誠晉布業 功能性襪⼦(預防⾹港腳)

開元⾷品 (華航)蛋糕、甜點果汁

聖⼼ ⼥⽤服飾

嵐媽卡喜 ⽇式甜點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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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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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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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社] | Top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
倫理與政治︓⾺基維利的《君王論》
時間︓2011/10/5（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倫理與政治︓⾺基維利的《君王論》
主講⼈︓莊錦農教授(國⽴台灣⼤學政治學系)

通往宗教聖域的⼼靈之旅 ︓伊⾥亞德的《聖與俗 : 宗教的本質》
時間︓2011/10/12（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通往宗教聖域的⼼靈之旅 ︓伊⾥亞德的《聖與俗 : 宗教的本質》
主講⼈︓蔡源林助理教授(國⽴政治⼤學宗教研究所) 

《不連續的時代》︓如何思考未來並洞察趨勢
時間︓2011/10/19（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不連續的時代》︓如何思考未來並洞察趨勢
主講⼈︓陳國華 副教授(淡江⼤學未來學研究所)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台灣公司赴德國上市說明會
主 題︓台灣公司赴德國上市說明會 
地 點︓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台灣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8號) 
時 間︓2011年 10⽉27⽇(星期四) 下午2時 ⾄5時 
網 址︓www.centillion.com/listingingermany2011/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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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截⽌⽇︓2011年9⽉30⽇(星期五)

在德交所上市的國內企業，所從事業務含蓋範圍廣泛，有再⽣能源，⾼科技，醫療保健和消費⾏業︔再加上歐洲和德國投
資者漸漸喜歡加⼊中國企業於其投資組合中，德意志交易所正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的⾸選地之⼀。

赴德上市已成為企業登陸歐洲資本市場的其中⼀種選擇及趨勢。
例如: 2007年是中國企業德國上市的元年，⼭東中德集團率先登陸德意志証券交易所主板，⽽截⾄2010年12⽉已有27家
中國企業在德意志交易所成功掛牌上市。

來⾃德意志証券交易所的⾼層管理⼈員及擁有豐富經驗的專業顧問，將在論壇中為各位與會者透過分享其上市融資的經驗

相關議題之剖析︓

1) 介紹德意志証券交易所前景與新趨勢 
2) 赴德上市的優勢 
3) 德意志証券交易所板塊的介紹-上市的基本規則和流程 
4) 吸引到歐洲投資者的⾏業 
5) 成功上市企業的案例及研究

本論壇並設有互動與開放式的環節，讓與會者能夠全⾯參與其中，各抒⼰⾒，並就所關⼼的問題獲得針對性的解答。不要
錯失良機︕ 

主辦/其他⽀持單位~ 
本論壇由瑞⽣國際律師事務所 (Latham & Watkins)，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台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 及 
投資銀⾏Silvia Quandt & Cie. AG公司⿍⼒贊助，並誠邀德意志交易所集團 國際業務部副總裁 阮宇星先⽣發表主題演
講。

邀請⼈~ 
瑞⽣國際律師事務所 (Latham & Watkins)，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台稱: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PwC) 及 
投資銀⾏Silvia Quandt & Cie. AG公司 
有問題請洽: Owen,PwC 資誠 Taiwan, Director Tel: +886 2- 2729 6666 ext. 23480 / +886 975109599

⽇期/地點: 
2011年10⽉25⽇(星期⼆) 廣州海航威斯汀酒店(中國廣州市林和中路6號天河區)
2011年10⽉27⽇(星期四)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台灣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8號)
時間: 下午2時⾄5時
語⾔: 本論壇將提供中英⽂同步翻譯
費⽤︓ 會議及茶歇免費︔其他請與會者⾃⾏安排
注冊⽅式︓ 請填寫隨附的「企業在德國上市論壇」報名表並傳真⾄+852 2521 6876，或掃描並電郵⾄
forums@centillion.com或可於網上報名www.centillion.com/listingingermany2011/chi。
截⽌注冊: 2011年10⽉14⽇。名額有限，欲報從速。
主辦機構: ⾹港盛潪集團Centillion Forums 〔聯系⼈: ⿈⼩姐〕
電話︓ +852 2521 6505
電⼦郵件︓ forums@centillion.com

[創新育成中⼼] | Top

101年度研發替代役制度校園宣導說明會即將開辦〜請把握機會︕
為使碩⼠以上役男得以明瞭其服役義務，並在多元化服役⽅式中，做出最適合個⼈⽣涯規劃之服役選擇，內政部役政署將
於10⽉份舉辦北、中、南共計5場的研發替代役校園宣導說明會，會中將針對研發替代役役男相關權利義務，進⾏詳盡說
明，歡迎碩⼠以上役男踴躍⾄「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http://rdss.nca.gov.tw)完成報名程序，踴躍參加。各場次
說明會中，主辦單位特別規劃抽獎活動，役男在瞭解個⼈權利義務之餘，還有機會把仟元禮券⼤獎帶回家︕

役男報名研發替代役不需具備預官（⼠）資格，只要是國內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國外⼤學校院碩⼠以上學歷，不限理、
⼯、醫、農等學科，且為國內常備役體位或替代役體位役男、海外留學⽣具有履⾏兵役義務者，得報名甄選服研發替代
役，研發替代役役期為3年。服役期間分為3階段，第⼀階段為軍事基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期間（4週），第⼆階段⾃軍事基
礎訓練及專業訓練期滿，分發⽤⼈單位之⽇起，⾄替代役體位應服役期之⽇⽌（11個⽉）。第三階段為⾃服滿替代役體位
應服役期之⽇起，⾄所定役期期滿之⽇⽌（2年）。

其他更多關於研發替代役役男相關權益與福利（例如薪資、保險…等）相關訊息，都將於說明會中有更詳盡的說明，歡迎
⼤家踴躍報名參加。

100年10⽉北、中、南共計5場校園宣導說明會之舉辦時間、地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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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規劃涵蓋縣市 預定地點 預定場地 預定時間

1 台北/宜蘭 新北市政府
507⼤型會議室/

5樓
10/03(⼀)

下午2:00~4:00

2 桃園/新⽵/苗栗 交通⼤學 中正堂/⼤禮堂
10/05(三)

下午6:30~8:30

3 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中興⼤學
圖書館/7樓 
國際會議廳

10/11(⼆)
下午2:00~4:00

4 嘉義/台南 成功⼤學
光復校區 

成功廳

10/23(⽇)
下午2:00~4:00

※配合學校校園徵才博覽會辦理時間。

5 ⾼雄/屏東
⾼雄海洋 
科技⼤學

楠梓校區 
致遠樓/5樓 
多功能教室

10/24(⼀)
下午2:00~4:00

主辦單位︓內政部役政署
協辦單位︓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
活動報名網址︓內政部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http://rdss.nca.gov.tw）
電話︓(代表號) (02)8969-2099 轉208

[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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