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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華校長使用健康關懷平台並完成健康資料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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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社訊息
8⽉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創新育成中⼼訊息
台灣公司赴德國上市說明會

交⼤教職員⼯、學⽣參觀「建國⼀百攝影展」 進⼊台灣六⼗年歷史隧道
交通⼤學18⽇由校⻑、主任秘書帶隊，邀請校內教職員⼯及學⽣⼀⾏六
⼗四⼈，前往新⽵市政府和市⽴美術館，參觀市政府與聯合報系共同主
辦的「典藏歷史‧紀錄時代─建國⼀百攝影展」。許多珍藏半世紀以上的
影像，重現⼤家眼前，不僅讓教職員⼯重溫過去的歷史經驗，也讓年輕
學⼦感受影像震撼⼒，彷彿進⼊了那段歷史。

鄒⽴宇教官看到詹益樺引⽕⾃焚的照⽚特別感慨，他表⽰當時擔任排⻑
的他，⼈就在後⽅第⼆排執⾏警戒⼯作。親⾝經歷這段歷史的他，認為
這張照⽚代表台灣⺠主運動重要的歷史⽚刻。

攝影社社⻑、⼟⽊⼤⼆祝之易同學邊欣賞照⽚邊學習拍攝技巧，他認為在以前底⽚時代攝影不是容易的事，「這些照⽚拍
照時機、⾓度都抓得剛剛好，好厲害︕」他也表⽰，透過「典藏歷史‧紀錄時代̶建國⼀百攝影展」，回顧了台灣六⼗年的
進程，雖然沒有經歷過這段歷史，但⼀張張的照⽚重現了當時的場景，彷彿看到台灣的成⻑過程，「好值得回顧，也好值
得紀念些照⽚提醒我們過去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也提醒我們記住前⼈的艱⾟、努⼒與毅⼒︕」

資⼯⼤⼆⿈祥睿也說，這些事件發⽣在⽗⺟出⽣的年代，沒有機會接
觸，透過照⽚更了解台灣的歷史，也看到台灣⼀步步的改變與進步，
「像是⼗⼤建設，從以前的鐵路到現在的⾼鐵，讓我們讚嘆台灣的快速
成⻑︕」蔣中正先⽣吐⾆頭的照⽚也讓他印象深刻，「這些照⽚在以前
根本不可能看到，也讓我們看到這些偉⼈的另⼀⾯。」

電機⼤三林宗諺看完「建國⼀百攝影展」也深受感動，「透過照⽚了解
我們出⽣前的歷史，因為有前⼈的努⼒，才有現在的台灣︕」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打造幸福校園 交⼤結合醫療與雲端技術照護全員健康
交通⼤學與陽明⼤學共同合作建置「健康關懷⽰範平台con-
come.com」，提供⽅便⼜簡易的個⼈健康資訊觀測及記錄，未來將在
校園內建⽴四⼗台健康關懷百寶箱於各館舍，讓交⼤教職員⼯⽣⼀同管
理健康、維持健康，養成⾃我照護習慣，邁向幸福校園。

「con-come.com」源⾃希望⼤家⼀同健健「康康」的概念，由交⼤與
陽明⼤學共同合作完成，此平台包含數據端與資訊雲端，⽬前配置體重
計、⾎壓計、體溫計、⾎糖儀，所有醫療器材由陽明⼤學完成符合⽣理
量測規範之無線傳輸模組置⼊，各項量測數據可即時上傳⾄資訊技術服
務中⼼Data Center︔交通⼤學完成資訊雲端管理介⾯，藉由此Data
Center設備，使⽤者可隨時透過電腦、智慧型⼿機、iPad等裝置存取資

訊。

11⽇健康關懷平台說明會上，交⼤吳妍華校⻑親⾃使⽤並完成健康資料登錄，吳妍華校⻑表⽰，「con-come.com」結合
交⼤學術能⼒與陽明醫療專業，達到遠距醫療照護⽬的，期望透過此平台關懷交⼤每⼀位學⽣、⽼師與員⼯的健康，建⽴
幸福校園，並從交⼤向外推廣，讓企業與社會共同重視個⼈照護。

「con-come.com」計畫獲得交⼤校友會⼤⼒⽀持，校友會陳俊秀執⾏⻑表⽰，健康是需要被監測的，隨時記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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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灣近點實驗室內的第一對反微中子探測器，各為五米

高五米直徑，已放置於注滿純水的水池內。水池周圍的光

電倍增管，其目的在於探測宇宙射線，降低宇宙射線的干

擾。

圖為反微中子探測器內部結構，探測器周圍佈滿光電倍增

管，內部裝有四米與三米的壓克力桶。其中台灣團隊負責

製作最內部的三米壓克力桶。

⼰⾝體狀況才能即時發現異狀並尋求醫師協助，讓交⼤教職員⽣管理健康、養成⾃我照護習慣，並從交⼤向外蔓延，提升
交⼤軟實⼒。

負責建⽴健康關懷平台的副研發⻑、交⼤矽導研發中⼼溫瓌岸教授也說，數據端結合資訊雲端的規格更勝Google、
Microsoft健康照護系統，全校師⽣將共同享有健康關懷平台服務，讓交⼤教育學術也教育健康，關懷⾝⼼健康從年輕開
始︕

「con-come.com」⾃主式的管理介⾯簡便易操作，無需個⼈⾝分資料，僅需帳號密碼及e-mail即可登⼊，也可使⽤
google、facebook、yahoo等第三⽅帳號登⼊，並啟動smart phone、iPad、Tablet、PC、NB設備的接收機制，可時時
掌握健康資訊。平台提供趨勢分析圖、超越標準值⾃動提醒、⾃主式諮詢等服務，也可與社交網站Facebook、Twitter連
結，讓使⽤者與三五好友互相勉勵，⼀同天天照顧，讓健康久久︕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全球200多位科學家⿑聚 解決微中⼦物理重要課題 台灣團隊不缺席
為了解決⼀些令科學家困惑已久的基本粒⼦物理及宇宙學難題，來⾃於
全球三⼗九所院校、兩百多位由中國、美國、台灣、⾹港、俄羅斯與捷
克的科學家集結在⼀起，在中國廣東深圳市的⼤亞灣進⾏微中⼦振盪實
驗（⼤亞灣實驗），準備好要測量基本粒⼦中的幽靈̶微中⼦。⼤亞灣
實驗的第⼀對探測器已開始投⼊運⾏，紀錄核電廠反應所產⽣的反微中
⼦。台灣團隊由國⽴台灣⼤學、國⽴交通⼤學與國⽴聯合⼤學組成，負
責反微中⼦探測器靶⼼三⽶壓克⼒筒製作以及數據擷取系統開發。

微中⼦是不帶電的粒⼦，可由核反應產⽣。因此宇宙⼤爆炸、恆星(如太
陽)核⼼及核反應爐都是⼤量微中⼦的源頭。微中⼦可輕易地穿過⼈體、
建築物、甚⾄是整個地球，幾乎不與物質產⽣反應，以致極難被探測
到。⽬前已知微中⼦有三種類型̶電⼦類，緲⼦類和濤⼦類微中⼦，且
在傳播的過程中不斷由⼀類轉化成另外兩類，稱為微中⼦振盪現象。微
中⼦振盪可以由六個參數來描述︓部份參數已經由太陽微中⼦、⼤氣微

中⼦、反應爐和加速器實驗測得其數值，剩下最後兩個參數，即混合⾓θ13與宇稱相位⾓�，尚有待決定。混合⾓θ13⽬
前在核反應爐實驗上只量測到其上限值，⽽宇稱相位⾓在實驗上可否量測，則需依賴混合⾓θ13值的⼤⼩。如果混合⾓
θ13值不是太⼩，宇稱相位⾓可利⽤⻑基線微中⼦實驗測量，或許可以解釋宇宙中物質與反物質不對稱這個難題。故混合
⾓θ13的精確測量儼然成了微中⼦物理中最重要的課題之⼀，⽽⼤亞灣實驗是現今世界上測量混合⾓θ13精準度最⾼的實
驗。

⼤亞灣實驗基地座落於中國廣東省深圳市⼤亞灣核電廠區內，距⾹港55
公⾥遠，廠區內的三座核電廠是世界上發電功率最⾼的核電廠群之⼀，
提供了⼤亞灣實驗⼤量的反微中⼦。⼋個反微中⼦探測器分別放置於三
個實驗站點，分別是⼤亞灣近點、岭澳近點與遠點。兩個近點設於離核
電廠反應爐不到五百公尺，負責量測反應爐出來的反微中⼦流量︔遠點
設於距反應爐約兩公⾥處，量測經過振盪後的反微中⼦流量，進⽽推算
出θ13數值。其中⼤亞灣近點已於今年⼋⽉開始擷取數據，岭澳近點則
預計在今年秋天投⼊運⾏，遠點預計2012年夏天開始取數據。預計三個
站點取數兩到三年後，⼤亞灣實驗可以達到設定的⽬標。實驗站點設於
核電廠周圍的⼭內，實驗點上端的岩層降低了宇宙射線的⼲擾，提⾼實
驗的精準度。

台灣團隊除參加⼤亞灣實驗外，亦參加⾹港亞伯丁隧道實驗，與⾹港⼤
學、⾹港中⽂⼤學、美國加州⼤學柏克萊分校、美國布魯克海⽂國家實驗室及中國科學院⾼能物理所的研究⼈員，建造宇
宙線及中⼦探測器，以測試與⼤亞灣實驗室相似的地下實驗室內各種輻射背景，從⽽⽀援⼤亞灣實驗。⽬前，⾹港亞伯丁
隧道實驗亦已開始投⼊運⾏。

[物理所/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Top

請舉薦100學年度「名譽博⼠」及「傑出校友」
本校將推選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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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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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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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請上網下載︓
1. 舉薦書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10800082/application.doc
2. 舉薦委員會設置辦法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10800082/rule.pdf
3. 名譽博⼠與傑出校友名錄
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10800082/list.pdf

※ 聯絡⼈︓秘書室邱美玲⼩姐 (分機︓31505)

[秘書室] | Top

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 7⽉份統計資料
本校開放式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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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國⽴交通⼤學推廣教育中⼼甲級廢棄物處理證照班8/20開班招⽣中
http://ccet.nctu.edu.tw

課程名稱
開課⽇期

環訓所證照班甲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訓練 100/8/20-10/2週末班

環訓所證照班⼄級廢棄物處理技術員訓練 100/11/6-12/4週末班

創意花藝實作班(本班獲勞委會職訓局100年產業⼈才投資⽅案補助，現職勞
⼯可獲政府補助80%⾄100%學費。)

100/9/9-11/11，每週五下午
14:00~17:00 上課，共2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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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100學年度第1學期碩博⼠班新⽣(含⼤陸地區、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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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轉學⽣註冊⼊學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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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以後⼊學學⽣學號編碼原則
100學年度(含)以後⼊學學⽣學號編碼原則公佈於註冊組網⾴最新消息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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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下學期學期排名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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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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籍登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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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學新
⽣即⽇起也請上網登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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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網址︓http://regist.nctu.edu.tw/
⼆、帳號及密碼︓新⽣帳號為學號，密碼預設為⾝份證後六碼，暑期選課系統、選課系統、學籍成績系統密碼是⼀致的,只
要有登⼊過暑期選課系統的新⽣,學籍成績系統的密碼就會和暑期選課系統⼀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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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社會救助新制相關福利申請資格及流程說明
請點選參閱下列網址︓ http://scahss.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admunit_basic/f_view.php?
f_id=72

[學務處] | Top

暑期宿舍遷出及進住須知
壹、暑期住宿遷出︓
⼀、遷出⽇9⽉9⽇中午12時前⽌【勿影響學年住宿⽣權益】。
9⽉8、9、10⽇三天，每天上午8時起⾄下午5時⽌，學⽣機⾞
可進⼊校內宿舍搬運物品，請遵守⾏⾞安全，(汽⾞依規定⼊校領卡，出校持學⽣證)。
⼆、遷出宿舍時依『學⽣住宿輔導辦法及學⽣借⽤宿舍契約書』內容⾃⾏清理宿舍內外清潔︓
1、清除私⼈物品及寢室內外垃圾恢復原狀，私⼈物品未清除者視同廢棄物處理，並罰清潔費新台幣1,000元~5,000元。
2、歸還公共財物（如︓「交⼤」鑰匙、紗窗、窗簾、冷氣遙控器…等等），宿舍管理員逐⼀點收無誤後，始得遷出或離
校︔如有毀壞或遺失公物者，應依財產清單價值表之規定賠償。
3、逾期9⽉9⽇中午12時以後遷出宿舍，每⽇罰款新台幣200元及扣3〜5點，或予記過、退宿之處分。
4、⽅便宿舍搬遷，⾃動⾨將於9⽉8⽇~10⽇上午8時⾄零時暫停管制。

貳、學年宿舍進住︓
⼀、寢室內同學私⼈貴重財物及物品請妥善保管。
⼆、學年宿舍進住時間為9⽉8⽇中午12時以後(給宿舍管理員整理資料及清點宿舍公共財物時間含清潔)，請向管理員領取
相關物品。
三、暑期⽣提前遷出，學年住宿⽣提前進住可向管理員申請，每⽇繳住宿費新台幣100元。
四、學⽣借⽤宿舍契約書為網路簽約⽅式，尚未簽約同學在遷⼊宿舍⼀個⽉內，主動上網簽約確認，未於期限內確認同學
將取消其現有住宿權，且不退還所繳交之宿舍費。

參、其它規定︓
⼀、 寢室內公共財物有短缺或損壞不堪使⽤時請同學上網報修，由學校統⼀修繕或購置。
⼆、 為免妨害其他同學住宿安寧，凌晨⼀時⾄七時請勿遷出及進住宿舍。

[學務處] | Top

恭賀本校材料系范⼠岡副教授榮獲國科會100年度「吳⼤猷先⽣紀念獎」
⼀、依國科會「吳⼤猷先⽣紀念獎遴選作業要點」規定，獲獎⼈遴選⽅式係由國科會主動遴選符合資格條件者，本校材料
系范⼠岡副教授本年度榮獲此獎項。
⼆、獲獎⼈將由國科會頒發獎牌1⾯，並於獲獎⼈連續3年主持之專題研究計畫核給每年新台幣50萬元之研究相關經費及出
國旅費，獲獎⼈獎牌及研究相關經費將另候國科會通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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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機械系張翊、電物系段必輝、電機系張如薇、資⼯系⾼⾄⾠及電⼦系吳昇展
同學榮獲國科會「99年度⼤專學⽣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 國科會「99年度⼤專學⽣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已經核定，函⽂附件已印送各指導教授所屬系所單位轉知
參辦。本校獲獎⼈共5位如下:

系所 獲獎學⽣指導教授

機械⼯程學系 張 翊 陳慶耀

電⼦物理學系 段必輝 陳永富

電機⼯程學系 張如薇 李義明

資訊⼯程學系 ⾼⾄⾠ 曹孝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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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程學系及電⼦研究所 吳昇展 張錫嘉

⼆、 請本次獲獎學⽣於100年8⽉25⽇前⾄計畫業務組蓋章、填寫聯絡地址及電話，並提供個⼈存款帳戶存摺封⾯影本1
份，俾便造冊辦理獎⾦請領作業。有關獎狀及獎牌發給事宜，將俟國科會通知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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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0年度「系統安全保證及反駭客控制技術研發專案計畫」受理申請
本計畫⿎勵整合型研究計畫及由45歲(含)以下⻘年學者擔任整合型研究總主持⼈。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
作業，於⼯程處學⾨代碼勾選「EA資訊學⾨⼀->資訊安全」，本計畫另應填寫「成果運⽤規劃表」(申請要點附件2)，須
請申請⼈及該機構核章⽤印後上傳，並請所屬單位於100年8⽉25⽇前彙整及上線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注意事項
可⾃⾏⾄國科會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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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100年度「台灣與英國頂尖⼤學前期合作研究計畫」
⼀、 本項1年期雙邊合作計畫可補助我⽅主持⼈1個⽉以上及博⼠⽣/博⼠後⼈員6個⽉以上之差旅與⽣活費，以及計畫耗
材費，每件計畫以新台幣300萬元為上限。
⼆、 請申請⼈於100年9⽉14⽇前將申請書資料(含計畫中⽂申請表︔英⽂計畫書︔英⽅計畫主持⼈同意合作信函︔雙⽅
主持⼈之英⽂履歷及近5年著作⽬錄︔我⽅研習⼈員英⽂簡歷、學術經歷、在學成績、近5年著作⽬錄及英⽂語⾔能⼒證
明)紙本及電⼦檔各1份交所屬單位備函會相關單位後辦理申請。其他注意事項可⾃⾏⾄國科會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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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2012年度台法(NSC-INRIA)聯合團隊⼈員交流計畫」
請申請⼈進⼊「研究⼈才個⼈網」，在「研究⼈才網線上申辦」項下點選「國際合作類」下的「雙邊研究計畫」，同時將
中、英⽂研究計畫書、雙⽅參與⼈員英⽂履歷及近5年著作⽬錄等各項⽂件以PDF檔上傳⾄系統後送出。並請於100年9⽉
27⽇前由所屬單位列印已確認畫⾯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注意事項可⾃⾏⾄國科會網⾴最新消息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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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100年度第2階段「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華語⽂作
為第⼆語⾔之數位學習研究」計畫
本計畫請以整合型計畫或單⼀整合型計畫提出。計畫書請上線製作及傳送(申請書中須點選計畫類別「國家型科技計畫」、
研究型別「整合型計畫」、計畫歸屬「科教處」、學⾨代碼「SSN01」，及計畫名稱後請註明「華語⽂作為第⼆語⾔之數
位學習研究第幾項重點」），並請所屬單位於100年10⽉11⽇前上線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注意事項可⾃⾏⾄國科
會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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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100年度第2梯次「⼯業基礎技術」政策性項⽬計畫受
理申請
⼀、 本案為經政策項⽬專案核定之計畫，不計⼊⼀般型學界科專計畫⼀校3案之額度限制。但同⼀年度內各⼤學於同⼀主
題，所研提計畫構想書之申請件數，以1項為原則。且需依照提案主題之領域及學校所在之區域，納⼊配合單位30%〜8%
等不同⽐例之配合款。相關計畫機制⽐照現⾏⼀般型學界科專計畫申請須知辦理。
⼆、 因申請⽂件需檢附計畫通過校內形成程序之證明⽂件，請有意申請之主持⼈，先告知所屬⼀級單位，請各⼀級單位審
酌計畫構想書是否有同⼀主題超過1項以上，並召開會議審查決定。
三、 請通過各⼀級單位審查之申請⼈備妥函稿及下列⽂件（含電⼦檔），於100年10⽉27⽇前會辦相關單位後於截⽌收
件⽇期100年10⽉31⽇前送達「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專專案辦公室」辦理申請。構想書審查階段應備資料如下︓
(⼀)申請表⼀式1份。
(⼆)學校基本資料表暨⾃評報告⼀式2份。
(三)計畫基本資料表⼀式2份。
(四)本計畫通過校內形成程序之證明⽂件⼀式2份（請附⼀級單位審查會議資料，並加蓋學校⼤⼩印）。
(五)計畫構想書⼀式18份【附件三之配合單位合作意願書，請就合作範圍、內容、配合補助款（請註明補助⽐例）…等 訂
定】。 
(六)資格⽂件檢核表⼀式1份。
四、 相關計畫機制及表格⽂件請逕⾄學界科專網站查詢下載（網址︓http://tdpa.tdp.org.tw/index.php），或⾄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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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網⾴最新消息(系統公告)查詢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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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辦理補助「轉譯醫學及農學⼈才培育先導型計畫」
⼀、 本次受理補助項⽬為新申請夥伴學校計畫，請有意申請教師告知所屬系所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申請相同專業領域超
過1件以上，將進⾏校內協調作業。請各申請系所於100年8⽉24⽇前備妥請印單、計畫構想書⼀式5份(需蓋學校關防) 會
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8⽉27⽇前(郵戳為憑)寄⾄「轉譯醫學及農學⼈才培育先導型計畫」之各教學資源中⼼辦理申請，
並請於限期前另以電⼦郵件傳送計畫構想書電⼦檔。
⼆、 構想書通過後，請依規定提送計畫書。計畫申請格式及相關資料，請逕⾄教育部顧問室之電⼦公告欄
（http://www.edu.tw/consultant）或計畫辦公室網站（http://www.tma.ibms.sinica.edu.tw）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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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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證申請】 
100汽⾞停⾞證何時可申請?是否可申請⻑時停⾞證?

A1 100年度學⽣計次汽⾞識別證將於七⽉中旬後開放申請，如暑假期間有停⾞之需，建議先申請學⽣計次停⾞
證。 另新⽣⻑時汽⾞識別證將於九⽉中旬開放申請，確切開放時間屆時會公告於駐警隊網⾴。

Q2 【綜⼀抽菸】 
綜⼀常常舉辦考試或各種活動會有外校⼈⼠近來，每次都⼀堆⼈的抽菸並將菸蒂丟滿地，校外⼈⼠可以不守
校規嗎?

A2 【⽣輔組回覆內容】 
關於校園吸菸問題 :
1.將加強派員不定期於校園內巡視，若遇違規吸菸者則給予規勸並告知吸菸區域。 
2.請各館舍配合，場地外借前注意事項的提醒，場地外借後問題改善的反應。 
3.加強無菸校園宣導與實施。 
4.屢勸不聽者取締舉發。 
5.若有發現違規事項，可記錄下交由⽣輔組處理。

Q3 【⻑距離感應卡】 
機⾞證的⻑距離感應卡，畢業之後可以申請退費嗎?

A3 申請⻑距卡所繳交200元係為卡⽚⼯本費，申請後無法退費。

Q4 【想問校⾞】 
這學期博愛到光復的校⾞到什麼時候停駛︖

A4 暑假⾃6/27開始⾄9/12，暑期校⾞⾏駛時間詳⾒事務組校⾞網
⾴，http://www.ga.nctu.edu.tw/ga2/business6.php 之『光復-博愛』及『光復-⽵北』交通⾞時刻總
表， 所載之暑期校⾞⾏駛時間。 
9/13恢復⼀般校⾞之⾏駛時間。

Q5 【新⽣學雜費繳交時間】 
碩⼀新⽣註冊的時間? 是否會寄住冊單或是需要上網列印?

A5 100年上學期學雜費繳費期間為100/9/1~100/9/15，學校不會寄發紙本繳費單，繳費單請登
⼊http://140.113.103.55/cashier/⾃⾏下載列印，其餘註冊⼊學須知，請參
閱http://infonews.nctu.edu.tw:8080/files/20110600240/研究所新⽣註冊⼊學須知100A-
10003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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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校友可否通⾏南⾨機⾞道出⼊⼝︖】 
即將畢業但還是會辦理校友證回學校圖書館，如果南⾨機⾞道管制，交通上就很不⽅便，可否開放權限給校
友︖

A6 畢業後如有辦理校友證，即有申請校友停⾞證之權益。如使⽤汽⾞，可申請校友計次汽⾞識別證︔如使⽤機
⾞，可申請⻑時機⾞識別證。

Q7 【申請汽機⾞識別證】 
申請汽機⾞識別證的時間， 晚上或星期假⽇可辦理申請嗎?

A7 請於週⼀⾄週五 8︓00〜17︓00⾄駐警隊辦理。

Q8 【碩⼀新⽣機⾞證】 
暑假若需到學校，碩⼀新⽣需要申請100學年度的⾞證，應於何時申請呢? 倘若申請時間為九⽉，那新⽣是
否能將⾞⼦停在⾞棚呢?

A8 因新⽣學籍資料尚未匯⼊汽機⾞申請系統，故無法開放新⽣申請停⾞證。如暑假有停⾞之需，擬建議停放於
校外機⾞棚︓C機⾞棚(位於⼤學路上)、H機⾞棚(位於新安路上）。

Q9 【⼗三宿舍公共區域可否加裝紗窗】 
⼗三宿舍的飲⽔間、曬⾐間都有窗戶，這些窗戶平常都會開著，但是因為沒有加裝紗窗的關係，加上周圍⼜
有些草叢樹⽊等等，所以宿舍內常常都會有昆蟲等⾶⼊，造成有許多昆蟲的屍體散佈在⾛廊以及曬⾐、飲⽔
間等等，使得⽣活品質受到影響。不知道是否能請學校加裝紗窗在這些有窗戶的公共區域呢︖

A9 【住服組回覆內容】 
⼀、公共區域因建築物原因，故無法裝置紗窗。 
⼆、管理員已普查中。 
三、爾後類似問題可向管理員反應。

Q10 【逸軒4樓太過炎熱】 
逸軒4樓因近來天氣越來越炎熱，尤其是位於頂樓，常常回到房間熱氣逼⼈，⽽且導致冷氣卡⽤得很兇，不
知道學校可否想點辦法，例如在屋頂加裝遮陽棚或散熱裝置。

A10 【住服組回覆內容】 
宿舍樓頂設防熱⼯程案已反映多次，營繕組回覆屋頂裝設防漏建築物，與消安法不合，故無法執⾏。住服組
預定在下次宿委會提案樓頂寢室降若⼲宿舍費處理，⽐照中央⼤學。

Q11 【機⾞停⾞問題】 
暑假期間，沒有停⾞證的話F棚可以停嗎︖碩⼀新⽣，還未註冊，但是已經有學號了可以申請停⾞證了嗎?。

A11 新⽣雖未領取學⽣證，可先以其他⽂件(如蓋系所章、錄取通知單、圖書館臨時條碼等)確認新⽣⾝份後，辦
理學⽣機⾞識別證。 100學年度停⾞證已於7/18(⼀)開放申請。請先⾄駐警隊網⾴填寫申請表後列印，再
攜帶申請表、⾏照、駕照(如⾞主⾮本⼈，需附相關證明⽂件)⾄駐警隊辦理。 F棚屬於校內機⾞棚，無證⾞
輛不能停放。尚未辦理機⾞識別證前，擬建議先停放於校外機⾞棚︓C棚(位於⼤學路上)、H棚(位於新安路
上)。

Q12 【申請招待所】 
在職專班學⽣可以申請⻑期住宿第三招待所嗎︖

A12 ⼀、⻑期住宿（2週以上）第三招待所部份，原則上，依據國⽴交通⼤學招待所收費標準表及住宿須知第2
條規定，⼤學路講座招待所僅提供「國⽴交通⼤學講座設置辦法」第⼆條所延攬來校之專任、兼任 教授或
來訪學者借⽤，資格如下︓在學術上或專業領域內有傑出貢獻或聲望卓著並簽請校⻑同意者。 
⼆、如申請第⼆招待所，國⽴交通⼤學招待所借住管理要點第三條，本所服務對象有優先順序如下，依原則
上可開放交⼤學⽣短期住宿。 
三、如有需求可先⾏上網瞭解供應⾯（http://www.ga.nctu.edu.tw/ga7/guestHouse.php）或於上班
時間電洽( 03 ) 5712121 分機 51554及星期六、⽇及假⽇ ( 13:00 - 23:00 ) 電洽招待所櫃檯 ( 03 )
5712121 分機 59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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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3 【關於新⽣研究⽣的學⽣證】 
請問學⽣證⼀定要在開學後發放嗎?

A13 【註冊組回覆內容】 
學⽣證的製作與發放，均須要前置作業時間，所以會在開學後兩週內發放，在開學前及繳納學雜費完成前須
要證明的情況，可以向系所詢問是否可以開⽴完成報到的證明。

Q14 【機⾞⻑距離卡】 
機⾞停⾞"⻑距離卡"有什麼特殊效⽤或優點?

A14 ⻑、短距離卡之區別在於感應⽅式不同。短距為持學⽣證近距離靠卡感應啟動，⻑距離則為於機⾞柵道前約
⼀公尺先⾏感應待機⾞壓到感應線圈後⾃動啟動柵欄，無需再靠卡，縮短進出之通⾏時間。申請費⽤為200
元。

Q15 【機⾞證】 
校友的機⾞證是要⽤哪⼀種表格申請呢︖

A15 請上總務處駐警隊網⾴點選「⻑時機⾞識別證申請」連結，輸⼊ID後填寫申請表。

Q16 【暑假服務時間】 
出納組和駐警隊的早上開始服務的時間是幾點開始?

A16 駐警隊服務時間為週⼀⾄週五 8︓00〜17︓00。 
出納組服務時間為週⼀⾄週五8:00~17:00，另繳費時間因出納組需將每⽇收現交銀⾏存⼊，故請於
16:20前⾄出納組繳交費⽤。

Q17 【關於停⾞證】 
若沒抽中汽⾞停⾞證，開學後還有機會再抽⼀次嗎?

A17 九⽉中開學後會先進⾏碩博新⽣⻑時汽⾞識別證申請作業，待結束後如有多於名額會開放給舊⽣申請。

Q18 【關於100學年度機⾞停⾞證申請疑問】 
系所公告今年度8/1機⾞已啟⽤匣道功能， 在申請單上有看到"是否申請/啟⽤⻑距離卡"， 是否指的就是磁
卡功能?但因⽬前也仍未拿到學⽣證，⽬前該如何申請?

A18 環校機⾞柵欄管制將於今年8⽉1⽇啟⽤，機⾞道出⼊⼝分為短距⾞道與⻑距⾞道。短距⾞道係指使⽤學⽣
證靠卡感應進出。如新⽣之學⽣證尚未核發，辦理⾞證時駐警隊會先提供短距感應扣環，待核發學⽣證後可
改以學⽣證感應進出，另請⾃動歸還感應扣環。 ⻑距⾞道係指使⽤⻑距卡⾃動感應進出，需另付費購買⻑
距離感應卡，費⽤是200元。

Q19 【畢業證書影本蓋章問題】 
畢業證書影本需要加蓋學校章戳， 要去哪⼀處室辦理?

A19 有關畢業證書相關事宜請洽⾏政⼤樓⼀樓，教務處"註冊組"，或請洽31999。

Q20 【招待所加床問題】 
第⼆招待所的套房租2⼈房，可以加錢住三個⼈嗎?

A20 ⼀、⽬前住房原則應以舒適住宿為主，2⼈房應住2⼈，空間上實無法加床。 
⼆、欲參觀及住宿，可上網⾄（http://www.ga.nctu.edu.tw/ga7/guestHouse.php）或於上班時間電
洽( 03 ) 5712121 分機 51554及星期六、⽇及假⽇ ( 13:00 - 23:00 ) 電洽招待所櫃檯 ( 03 )
5712121 分機 59060。

 

 

Q21 【博⼠班新⽣停⾞證申請】 
今年博⼠班新⽣(100學年度)，欲申請汽⾞識別證，要點選哪個線上申請選項?.如何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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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學⽣汽⾞停⾞證申請分⼆種: 
1.學⽣⻑時停⾞證:新⽣部份於開學後(約9⽉中旬)統⼀登記，費⽤為每學年1,800元但需抽 
籤，相關申請資訊公告請參閱駐警隊網⾴。 
2.學⽣計次停⾞證:隨時均可申請。 
⼆、.相關收費及使⽤⽅法請參閱各類別⾞證之注意事項。停⾞證申請網⾴
為:http://www.ga.nctu.edu.tw/ga8/car.php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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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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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25⽇

安聯⼈壽 理財、壽險保險

17號草堂 ⼿⼯⼤餅

雅⽶烘培屋 麵包、養⽣餅

菜⾹根 有機⾷品

豐⺠ 銀式飾品

媽媽⽶雅農園 純有機⽶(採⽤⾃然農法)

璞鈺 客家養⽣蛋糕

明樂事業 ⽣活百貨

昌順 吸⽔⽑⼱

[員⽣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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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2011年9⽉30⽇(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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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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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