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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主持人、表演者可任意選擇虛擬場景作為演出表演

背景。

其他單位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永恆之美︓三島由紀夫《⾦閣寺》
沒落貴族的輓歌︓太宰治《斜陽》

交⼤客家週起跑 全國⾸座⾼畫質、全紅外虛擬攝影棚正式啟啟⽤
全台灣⾸屈⼀指的3D虛擬攝影棚，於五⽉⼗七⽇在國⽴交通⼤學客家⽂
化學院啟⽤。這座攝影棚斥資四千萬元打造，具有3D虛擬場景運算、紅
外線追蹤攝影、⾼畫質、無帶化等特⾊，硬體設備不僅領先國內各⼤專
院校，在影視業界也稱得上是最頂尖的等級，未來學⽣可在棚內拍攝諸
如阿凡達、哈利波特等結合動畫與實體影像的作品，將創造⼒發揮到極
致。

傳統攝影棚的設計理念是以藝術為主要考量，近年來媒體⽣態與製作⽅
式快速轉變，其中最明顯的就是⾼科技的介⼊，例如在好萊塢⼤成本製
作電影及⼤選投票即時報導中，都充份運⽤虛擬攝影棚的優勢。為因應
新的媒體趨勢與科技教育需求，交⼤客家⽂化學院開始推動虛擬攝影棚
的建置，並獲得客委會、新⽵縣政府、及校⽅的經費⽀持。不過，催⽣

這座攝影棚並不容易，在經費籌措階段，院⻑、傳播與科技學系歷屆系主任、國際客家研究中⼼、及多位⽼師各⽅奔⾛，
⽅能在新學院⼤樓落成之際開始動⼯興建。然建置過程中亦遇到許多困難，其中還包括⽇本地震造成班次⼤亂、設備無法
運達的窘境，但在眾志成城努⼒下，終於克服萬難完⼯。

這座位於⽵北校區的攝影棚，不但具有即時3D虛擬場景運算功能，也採⽤紅外線定位，讓攝影機可以在虛擬的場景中做⾃
由多維度的運動，是業界公認最精確，也是最能讓攝影機呈現⾃由運動的追蹤系統。此外，該攝影棚不但達到⾼畫質(Full
HD)的製作⽔準，更採⽤無帶化的製作理念，從拍攝到節⽬完成無需使⽤錄影帶，所有影視的訊號最後轉成檔案儲存於硬
碟中，傳科系的虛擬攝影棚系統不但與業界同等級，更是國內各校中的翹楚。

傳科系系主任陶振超表⽰，使⽤新設備的同時要有新的創意，新的研究，及看到新的發展。此攝影棚的設置不管在教學
上、研究上、及服務上都會有⼀個新的開始。此外，客家⽂化學院院⻑莊英章也強調虛擬攝影棚除了提供學⽣專業技能的
訓練外，傳科系更要秉持回饋地⽅的精神，積極與⽂化單位合作，開辦推廣教育課程，培養地⽅影⾳⼈才。

國⽴交通⼤學客家⽂化學院虛擬攝影棚的建⽴，呈現國內頂尖⼤學在研究與實務上更加融合的⼀⾯，⾒證虛擬攝影棚從無
到有的前傳科系主任郭良⽂(現任交⼤⼈⽂社會學院院⻑)期許該攝影棚成為全國最頂尖的虛擬攝影棚教學實驗中⼼和3D虛
擬技術的研究發展機構。如此對於學⽣的理論思考能⼒與實務技能才能充分結合，對於國家未來⼈才的培育及國內⾼等教
育的⾛向也將有著深遠的影響。

本週同時也是交通⼤學客家週活動，今年客家週以「客攝新新」為主題，「客攝」⼜取諧⾳，有「客舍」之意，意指客家
⽂化學院是新校舍，同時⼜有嶄新的虛擬攝影棚正式啟⽤，交⼤正以現代化傳播科技，讓客家傳統⽂化在新時代蛻變與創
新。

今年交⼤客家週系列活動，共包含⼗項，以「虛擬攝影棚」正式啟⽤揭開活動序幕︔「新客家⼈群像(四)︓客家⽂化的推
⼿」之靜態展覽是傳播基礎寫作課程客家⽂化專題報導成果︔紀錄⽚影展，本次有「客家⼈物劉勝權」、「義順桔醬」、
「⼼豐⾃然⽥ 」、「笛⼦&臺灣的四個⽉ 」等四部學⽣作品參展︔「六家⼀路問禮起跑」路跑活動，受到在地社區⺠眾響
應熱烈，報名踴躍。還有超炫晚會、學⽣趣味競賽、綠⾊市集、苗栗客家村落⽥野參訪活動..等系列活動。

[客家學院/傳科系/秘書室] | Top

「資策會交⼤嵌⼊式測試中⼼」成⽴ 提升嵌⼊式產品競爭
資訊⼯業策進會（簡稱資策會）與國⽴交通⼤學聯⼿合作，將於5⽉19⽇在新⽵市交⼤浩然圖書館B1 國際會議廳A廳，舉
⾏「資策會交⼤嵌⼊式測試中⼼」（III-NCTU Embedded Benchmarking Lab，簡稱III-NCTU EBL)的成⽴⼤會暨嵌
⼊式測試技術研討會。該組織的成⽴⽬的，期許⾃⾝能成為公正第三⽅專業客觀的測試評⽐中⼼，並協助國內嵌⼊式業
者，開發出更具國際競爭⼒的產品。會中將針對EBL簡介與成⽴宗旨、揭牌儀式、營運說明、並與產業界透過座談⽅式進
⾏對話，期望引起產業界對於嵌⼊式測試技術的深⼊探討與營造產業的領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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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交大嵌入式測試中心」（III-NCTU Embedded

Benchmarking Lab，簡稱III-NCTU EBL)揭牌儀式。

獲得2011全國日本語辯論錦標賽冠軍的交大團隊，賽後

開心與指導老師上條純惠合影留念。

根據市場研究機構IDC對全球智慧型⼿機市場報告指出，2010年第四季
智慧型⼿機出貨量⽐2009年同期成⻑87.2%，達到1.009億⽀，⾸度
超越全球個⼈電腦出貨量。在Android開放式作業系統裝置的成⻑更是
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預估⾄2013年，整體Android產品
將達到1億2600萬台的規模。在嵌⼊式產業不斷的蓬勃發展狀況下，業
者能否在產品品質持續提升，將會是我國嵌⼊式產業能否成為國際上重
要產業聚落的⼀⼤關鍵。

交通⼤學在過去對資訊產業的產學合作發展扮演相當重要的⾓⾊，像是
在2002年5⽉交通⼤學和⼯研院共同合作，為網通產業建造網路測試中
⼼(Network Benchmarking Lab，簡稱NBL)，原本只是實驗室學⽣因
研究所需⽽進⾏產品評⽐測試，演變⾄今儼然成為台灣網通產業裡不可

或缺的基⽯。NBL成⽴⾄今已經有22的全職⼯程師及21個兼職研究⽣來協助學界及業界進⾏測試服務及學術研究，服務超
過100家廠商、500項以上的網通產品，測試內容所涵蓋的網通產品類型囊括WLAN、Switch/Router、Security、VoIP
等等，並舉辦過23次的公開測試活動，建⽴起相當成熟的測試⼯具推廣通道。

為了要協助嵌⼊式產業發展，過去兩年交通⼤學嵌⼊式系統研究團隊開始著⼿嵌⼊式系統平台的評⽐技術研究，致⼒於效
能及耗電測試評⽐⽅法設計、⾃動化測試⼯具研發以及測試評⽐項⽬的訂定，並於2010年7⽉針對市⾯上Android⼿機、
⼩筆電及SSD共12項產品進⾏公開測試評⽐。

交通⼤學期望透過以往在嵌⼊式系統研究成果及產學合作經營理念，和資策會共同合作成⽴「資策會交⼤嵌⼊式測試中
⼼」。雙⽅設⽴嵌⼊式測試中⼼的願景乃為結合交⼤在前瞻技術的研究團隊、顧問諮詢實⼒、⼈才培育的能⼒與經驗，與
資策會堅強的應⽤技術研發團隊、良好的實驗環境、關鍵性技術開發的經驗和強有⼒的技術⽀援，促使技術整合與創新，
增進彼此技術研發能⼒、建構⻑期合作關係、推動雙向合作，並積極協助產業開發各種嵌⼊式系統的效能、耗能及穩定度
測試等核⼼評⽐技術，並和嵌⼊式產業推動組織及廠商共同合作，為提升嵌⼊式產業產品品質及技術發展⽽努⼒，提供國
內外廠商進⾏可客製化、有深度、以及專業的測試諮詢服務與交流。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 Top

2011全國⽇本語辯論錦標賽 交⼤奪冠
2011年全國⽇本語辯論錦標賽上週於本校舉辦。以「台灣應該廢除⾼中
制服」為主題，吸引了東吳⼤學、真理⼤學、南台科技⼤學、南榮技術
學院、⽂藻外語學院、以及交通⼤學等六所⼤專院校參與。最後由唯⼀
⾮⽇⽂科系的交通⼤學奪得冠軍，其中電⼯⼤四⿈宇安拿下分組最優秀
⽴論獎及特別獎「敢鬪賞」，資⼯⼤四詹舒淵也⼀舉奪得最佳辯⼠獎及
分組最優秀第⼆反駁獎，評審甚⾄半開玩笑地建議他將來成為專業的辯
論選⼿。

交通⼤學今年召集了九名成員，包括隊⻑⼟⽊⼤四林玟⾟、資⼯⼤四詹
舒淵、電⼯⼤四⿈宇安、電機⼤四趙⾶竑、郭⼜瑋、蘇揚鈞、電物⼤三
吳祐年、電資學⼠班⼤⼆葉浩瑋、電⼯⼤⼆劉政國。與往年不同的是，
今年多了有辯論實戰經驗的林玟⾟，藉由⼀連串有系統的辯論訓練，將

理⼯學⽣邏輯思考能⼒發揮⾄極致，以思考邏輯取勝，彌補⽇⽂的弱勢。

交通⼤學成軍時間遠早於各校，並於3⽉17⾄20⽇請來全⽇本辯論聯盟的代表理事瀧本哲史先⽣，指導辯論的概念、技
巧，並舉⾏⼩型練習賽讓成員累積實戰經驗。短短三天半的營期，成員們收穫良多，儘管如此，以不熟悉的⽇語學習困難
的辯論確實讓⼤家吃⾜了苦頭。郭⼜瑋表⽰︓「原本只想找個練習⽇⽂⼝說的環境，沒想到是加倍的挫折跟困難。」

辯論不只是⼀味地強調我⽅⽴場，必須要針對對⽅的內容進⾏攻擊，才能達到辯論的意義。欲做出適切的反駁，不僅要聽
懂對⽅在講什麼，還要在短時間內抓到重點。針對於此，交通⼤學由聽寫、猜謎來練習⽇⽂能⼒，同時以中⽂加強辯論能
⼒，學習如何引⽤資料、撰寫⽴論，再以反⽅⽴場予以反駁。透過這些練習，他們的思考更周全、多元、完整、細密，也
是本次⽐賽致勝的關鍵。

隊⻑林玟⾟表⽰，參與本次⽐賽主要是為了分享辯論的樂趣及該能⼒的重要性，成員們也期望這段時間所學，不只是為了
贏得⽇語辯論⽐賽的冠軍，更能夠實際運⽤在學習、研究及⽇常⽣活中。他們也期許學弟妹踴躍參與⽇語辯論，活⽤第⼆
外語，並與優異的邏輯思考結合，藉此培養「社會⼈基礎⼒」。

指導⽼師上條純惠表⽰︓「對⽇⽂有興趣的⼈很多，說得好的也不少，但是⽐起演講、朗讀等競賽，辯論還要結合理論思
考及團隊合作，難度⾼上許多讓學⽣頻頻卻步。然⽽這些成員沒有被壓⼒和挫折擊倒，最終克服難關奪得冠軍，將來也⼀
定能將這次的收獲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對他們的未來充滿信⼼和期待︕」⽽她也開玩笑地說「⼗年後會你們回來當⽐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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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沛慈副教授(右)與冉曉雯副教授當上母親後，才懂什麼

是滿足

交大外文系91級校友林孝謙學長。

贊助商啊︕」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 Top

兼顧⼯作與家庭 台灣傑出⼥科學家在⺟親⾓⾊中獲得滿⾜
「養兒⽅知⽗⺟恩。」今年三⽉剛獲得台灣傑出⼥科學家新秀獎的交⼤
光電系余沛慈副教授、冉曉雯副教授，在忙碌的學術研究中兼顧家庭⽣
活，各育有⼀⼥的她們認為，成功的男⼈背後有個偉⼤的⼥性，⽽成功
的⼥⼈背後有個偉⼤的⺟親︕感謝⽗⺟的照顧，讓她們能夠專⼼投⼊研
究⼯作，無後顧之憂。

余沛慈副教授畢業於交⼤電物系、光電研究所，取得美國密⻄根⼤學電
機⼯程博⼠學位後返回交⼤任教，成⽴「綠能光電實驗室」。忙碌的學
術研究⽣活讓她成為名副其實的「周末媽媽」，⾃⼰利⽤假⽇陪伴孩
⼦，平⽇則由⺟親協助照顧。余沛慈副教授說，養⼩孩的過程很⾟苦，
總覺得別⼈的⼩孩⻑好快，⾃⼰的孩⼦卻很慢，但是⼀回神，原本以為
什麼都不懂的孩⼦⼀下⼦什麼都會了，不但聽得懂⼤⼈的話還能和他們

溝通，「所以陪伴孩⼦的成⻑不能等︕」

余沛慈副教授也說，年輕時想當個「頂客族」，幻想住在紐約⾼樓⼤廈的⽣活，但是真正⽣了⼩孩，才懂什麼是滿⾜︕沒
有摩登的傢俱、華麗的⼤廈，⼼靈上卻獲得了滿⾜，也更懂得珍惜與⺟親、孩⼦相處的每個時期，「雖然犧牲了很多時
間，但⼀切都是值得的︕」她也認為，有了⼩孩後研究⼯作做得更好，不僅更加專注，也更善於利⽤時間。

冉曉雯副教授在交⼤電⼦所攻讀碩、博⼠學位，畢業後⽴即被光電⼯程學系延攬，投⼊有機電晶體等研究領域。她表⽰，
以前下班後是放鬆時間，有了孩⼦後下班是投⼊另⼀個戰場，感謝有⽗⺟協助照顧⼩孩，才能在⼯作上好好發揮。以前總
會把⼯作帶回家、甚⾄在周末加班的她也說，有了⼩孩後⼯作更加專注、更有效率，會把所有⼯作壓縮在上班時間內完
成，在⼯作外的時間專⼼陪伴孩⼦。

冉曉雯副教授笑說，最近兩歲半的⼥兒和她說⾃⼰有個⼀起吃糖果的好朋友，童⾔童語讓她發笑，也讓她體會到⼩孩成⻑
的速度真的很快，「她會開始分享⾃⼰的⼼事，雖然⼯作與家庭⽣活讓⼈忙碌，但我不想錯過她的成⻑過程︕」冉曉雯副
教授也說，還記得第⼀次過⺟親節激動的⼼情，「因為當了⺟親才能體會⺟親的⾟勞與滿⾜，是⼀種別無所求的滿⾜︕」

需要在⼯作與家庭間妥善分配時間的兩位副教授，沒有多餘時間使⽤相機、部落格紀錄⼩孩成⻑過程，所以更加珍惜與孩
⼦相處的時光。她們也認為，出⽣率代表⼀個國家的競爭⼒，期許職場能提供更好的育嬰環境與資源，為有家庭的學者營
造Family friendly環境，建⽴更好的優勢政策，不僅能吸引研究能量最佳的年輕研究⼈員，更能讓學者在專業領域裡發揮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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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外⽂系91級校友林孝謙-勇敢追逐的導演之路
林孝謙學⻑畢業於國⽴交通⼤學外⽂系、臺灣藝術⼤學應⽤媒體藝術研究所及美國匹茲堡州⽴⼤學傳播學研究所。他擁有
豐富的創意及濃濃的⼈⽂素養，對現代⼈忙碌緊張的⽣活，具有深層療癒的作⽤，作品陸續推出之後，受到各界⾼度肯

定，已成為台灣頂尖的新銳導演之⼀。

30歲，⼀般⼈可能還不知道⾃⼰未來的⽅向，但是林孝謙學⻑早在⼤學
期間就摸索出⾃⼰的⼈⽣⽅向，他在交⼤就讀期間就曾參加戲劇社，成
為後來投⼊戲劇的敲⾨磚。交⼤外⽂系有開設⽂學、戲劇及表演課程，
使他培養出濃厚的興趣，為導演之路墊下基礎。學⻑表⽰︓「交⼤外⽂
給了我⼀個橋樑讓我踏⼊了戲劇⽂學與創作的世界。這些東⻄成為我未
來最重要的養分。我特別推薦的是系上的⻄洋⽂學概論與語⾔學概論，
到現在都還是我創作上最⼤的幫助，此外，在⼤學期間若沒有遇到知名
劇場導演杜思慧的教導及林建國教授「電影莎⼠⽐亞」課程還有劉美君
教授及張靄珠教授的啟發，可能也不會⾛上電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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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畢業之後，他進⼊台灣藝術⼤學應⽤媒體藝術研究所，當時曾拍攝《⾃由⼤道》這部短⽚，以不到30歲的年紀，初試
啼聲便獲得第28屆⾦穗獎⾸獎、⽇本川崎國際短⽚展優秀賞、⼊選第12屆台灣⼥性影展「男導演⼥視⾓」單元、烏拉圭國
際學⽣影展、南斯拉夫國際學⽣影展以及⼟⽿其國際兒童影展，同時這也是他回憶中製作過程中最⾟苦的⼀部作品。

他表⽰選擇電影創作是因為對於戲劇的熱愛，雖然電影⼯作的時數⻑，壓⼒⼤，但是憑藉著⼀股熱忱，他努⼒完成每⼀部
作品，因為這份堅持，他後來也完成了⾸部⻑⽚《街⾓的⼩王⼦》，雖然從新⽚申請到輔導⾦到開拍費時兩年，劇本也修
改了20幾次，但是作品呈現出難得的清新⾵格讓⼈眼睛為之ㄧ亮，⽽且也包含了他⾃⼰精采⼤學⽣活的縮影，當年轟動⼀
時的「交⼤無帥哥」也有學⻑投⼊新聲社參與詞曲創作的⾝影，對他來說具有很特別的意義。因此林孝謙學⻑特別⿎勵學
弟、學妹能多多參與社團活動以及系上的事務對於出社會⼯作有很⼤的幫助。

談到近期的電影作品《與愛別離》，他表⽰這是⼀部描述橫跨27年有關⼀段愛情、友情的三⾓關係，靈感來⾃希臘三⼤悲
劇作家”尤⾥庇得斯”的作品Medea（⽶蒂雅），這是⼀個充滿著愛與恨的愛情故事。⽽「愛與別離」則是從友情出發、牽
涉到愛情與親情關係的微妙變化，劇中的主⾓從原本的美好關係，轉變成撕裂的情感，最後融合成親情，劇中圍繞並探討
著「家」與「愛情」這兩重要的⽣命課題，屬於具有深度意涵的作品，同時他也在製作經費拮据的情況下，透過家⼈的幫
忙，商借到許多當年的⾐服、場景及道具，家⼈的⽀持，讓他可以盡情揮灑⾃⼰的才華與夢想，相信學⻑可以不斷超越⾃
⼰的成績，創造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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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舉辦台灣海洋⽂化研討會，國內外學者近百⼈與會
⼀向以理⼯科⾒⻑的交通⼤學，近幾年致⼒發展⼈⽂社會科學，並於兩年前成⽴「交通⼤學⼈⽂與社會科學研究中⼼」
（簡稱交⼤⼈社中⼼）。經過兩年的努⼒，⼈社中⼼將於本（5）⽉27、28兩⽇，邀請國內外學者就台灣的海洋⽂化進⾏
國際學術研討，計有近百名學者與會。⼈社中⼼主任蔡⽯⼭強調，此⼀國際會議以「台灣研究」為核⼼，期許交⼤的⼈⽂
社會學術發展進程，能因此向前邁⼀⼤步。

由⼈社中⼼主辦的「台灣海洋⽂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國際研討會，將在本⽉27⽇上午九點，⾸先交⼤校⻑吳妍華正式
揭幕。兩天的研討會將以「台灣海洋⽂化」為研究主題，計有數⼗篇相關論⽂將在會中宣讀。包括資深學者台師⼤歷史系
教授吳⽂星，將於會中提出「⽇治時期台灣的⽔產教育」︔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阿勤，也將以「流亡中的知識建構」為
題，探討歷史敘事與中國科學化的社會科學研究︔東海⼤學中⽂系教授洪銘⽔，也將探討台灣原住⺠作家的⼭海⽂學︔美
國學者Beverly Butcher報告台灣天主教的祖宗祭祀。另也有多篇以蘭嶼原住⺠為研究核⼼的論⽂發表。

另外，包括台灣的本⼟畫家、本⼟知識份⼦、本⼟糖業、本⼟⽂化公⺠運動、本⼟農⺠運動、本⼟政治犯、本⼟體育、本
⼟建築、本⼟戲劇、本⼟流亡藏⼈等議題，也都嘗試以台灣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化等研究觀點下，進⾏⽂化對
話與歷史分析。由於此次研討會範圍包含極廣，參與學者涵蓋歷史、社會、⽂學、政治、經濟、傳播、美術、藝術、體育
等各種不同領域，每⼀篇論⽂亦安排專任評論⼈。蔡⽯⼭指出，這樣的安排是希望可以激發更多的學術⽕花，他⾮常感謝
國內外學界⼈⼠的踴躍參與。

蔡⽯⼭表⽰，這場國際研討會是⼈社中⼼兩年來學術研究的「收成檢驗」，所有中⼼學者或是接受中⼼⽀助進⾏撰書、研
究計畫的學者群，每名研究者均將採學術體例，個別發表論⽂。未來除依相關出書計畫外，⼈社中⼼也將挑選優秀論⽂，
經匿名審查後以論⽂集的⽅式出版。

此次國際研討會的地點是在交通⼤學管理⼤樓⼀樓。值得特別提出的是，⼈⽂聯盟也將以合辦單位⾝分，於28⽇下午召開
第17屆⼈⽂聯盟會議，屆時會有包括交⼤、中央、中正等⼈社中⼼主任、以及⻑期關⼼台灣⼈⽂發展的海內外學者共同與
會。「台灣海洋⽂化的吸取、轉承與發展」國際研討會歡迎學術先進、研究⽣、社會⼈⼠共同參與，並請先上網報名。交
⼤⼈社中⼼報名網址為︓http://rchss.nctu.edu.tw/chinese/2011oceanculture/index.html。聯絡電話︓03-
5712121-52480，52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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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2學期「停修課程申請」
學⽣學期中若發⽣特殊情況或學習困難，致當學期課程無法繼續修習，即⽇起⾄5⽉31⽇⽌得辦理停修（W）課程，⼀學
期以⼀⾨為限，學⽣申請停修課程後，當學期修習學分仍應達最低應修學分數之規定。
註︓若有需要停修課程者，請於5/31(⼆)下午5點前完成申請流程（繳單⾄課務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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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期中預警系統已開啟啟
⼀、本學期學業期中預警系統已開啟，為使各學系能順利使⽤本系統以加強學⽣學業輔導機制，相關作業敬依說明配合辦
理。 
⼆、學業期中預警之對象為學⼠班學⽣，因此須做預警登錄之課程除學⼠班課程外，也包含有學⼠班學⽣選修之碩博⼠班
課程，因此，預警作業需要全校各系所及其他教學相關單位配合。 
三、各個課程之預警登錄除任課教師及系所助理可登錄外，也開放課程助教協助任課教師做預警登錄，各個課程助教須由
各系所助理於預警系統做課程助教設定，因此，請各系所及教學單位助理先將課程助教資料（當學期課號，教助學號）整
理，並上網做設定。 
四、本學期學業期中預警作業時程: 
(1) 4/11(⼀)︓系統啟動，系助理調查課程助教並做課程助教設定。（第8週） 
(2) 4/2(⼀)⾄5/6(五):課程預警登錄，任課教師、課程助教或系所助理均可登錄。 （第 10、11週） 
(3) 5/9(⼀)︓各學系依預警狀況進⾏學⽣學業學習的輔導，預警狀況可利⽤「查詢/通知預警學⽣資料by本系學⽣->查
詢->列出excel通知導師->轉出excel(含修課預警資料)」功能將預警狀況?出轉知該⽣導師，學習狀況不理想的學⽣可列
印通知書通知家⻑。（第12週） 
五、請轉知所屬教師及課程助教，及早整理學⽣之出缺席、繳交作業或報告、⼩考或期中考表現等學習狀況資料，並於預
警系統對學習狀況不理想學期成績可能會不及格的學⽣做預警登錄，此預警登錄請於5/6(五)前完成。 
六、預警系統網址:從選課系統http://cos.adm.nctu.edu.tw/進⼊。以上事項敬請配合辦理，謝謝! 
七、為⽅便各學系寄家⻑通知書，保管組有製作專⽤開窗⼩信封，各學系可逕⾄保管組領取，通知書印出後摺三摺即可放
⼊信封郵寄家⻑，不⽤再書寫家⻑姓名及收件地址。 
⼋、.相關訊息及操作說明於註冊組網⾴最新消息可參閱及下載。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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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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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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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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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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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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1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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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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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知能與經驗分享⼯作坊︓英語授課技巧
教學發展中⼼訂於100年5⽉26⽇舉辦「教學知能與經驗分享⼯作坊」，特別邀請台⼤國企系林修葳教授分享英語授課經
驗，您千萬不可錯過如此難得的教學成⻑機會︕
活動時間︓100年5⽉26⽇(星期四) 上午8:50~10:30
活動地點︓浩然圖書館B1國際會議廳A廳
報名時間︓即⽇起⾄5/24(⼆)中午⽌
報名⽅式︓採線上報名，網址為http://ctld.nctu.edu.tw/ws/( (內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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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 4⽉份統計資料表
本校開放式課程(http:// ocw.nctu.edu.tw)課程、流量統計暨意⾒回饋等資料。本期並有利⽤創⽤ Creative Commons
授權，供開放使⽤者利⽤與再利⽤之作品與圖⽚等開放教育資源，請參
閱http://ocw.nctu.edu.tw/ocw_enews/100_05.html。

[教務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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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在校⽣暑假宿舍電腦分配公告
100學年在校⽣暑假宿舍電腦分配公告

主旨︓100學年度暑假學⽣宿舍申請相關事宜，請同學配合辦理。 
說明︓ 
壹、100學年度暑假住宿時間⾃100年6⽉30⽇中午12時起，⾄100學年度上學期註冊9⽉9⽇中午12時⽌。
貳、依學⽣宿舍輔導辦法規定，研究所(碩、博⼠⽣) 100學年度分配之寢室即為100年度暑假住宿之寢室，不須再申請︔
暑假住宿費將併⼊100學年度上學期學雜費收據內徵收，倘暑假不住之同學，請於暑假開始⼆週內備妥相關資料向住服組
提出不住宿書⾯⼈⼯退宿申請（含放置物品未住宿者），未辦理者仍須繳暑期住宿費。

參、100年度⼤學部在校⽣暑假住宿申請，請以下列⽅式辦理︓

階
段

申請狀況
⽇期起訖
時間

附註

第
⼀

⼤學部以個⼈⽅式上網申請100學年分配之寢室

5⽉18⽇上
午9時起
⾄
6⽉1⽇下
午3時⽌

1.暑假住宿費將併⼊100學年度上學期學雜
費收據內徵收。
2.第⼆階段各寢室住宿申請⼈數未達1/2，
不予開放
申請。第

⼆
⼤學部⾮應屆畢業⽣（無下學年床位）以⼈⼯⽅式申請

6⽉3⽇上
午9時起
⾄
6⽉15⽇下
午3時⽌

第
三

因其他因素（全校無暑宿床位，因故未畢業或未能及時上
網選宿舍者）以⼈⼯⽅式⾄住宿服務組申請

6⽉17⽇上
午8時起
⾄
床位額滿
為⽌

1.辦理⽅式為親⾄住服組填繳費表⽤印核
對，採先到
先選⾄暑期餘床額滿為⽌。
2.應屆畢業⽣同學請⾄住服網⾴下載『國⽴
交通⼤學
學⽣延畢暑期宿舍繳費』，始得辦理暑期宿
舍床位申請，並⽴即當⽇繳費。
3.暑宿已申請完成後，未於
6⽉30⽇前辦理退宿者，
無論宿舍是否⼊住⼀律繳交暑宿費。

肆、申請問題請撥住服組校內分機31495邱⼩姐，或專線03-5131495。 
住服組  啟  100、5、16

[教務處] | Top

刺激⼜有趣的第⼆屆定向越野賽開始報名︕
活動時間訂在 100 年 6⽉ 1⽇，參與者可獲潮T⼀件，另優勝者可獲獎牌，歡迎所有教職員⽣踴躍報名參加，接受挑戰，
名額有限，請把握機會，詳情及報名網⾴︓ http://lg-seminar.nctu.edu.tw/
承辦單位︓學⽣事務處⽣活輔導組 (分機︓50852)

[學務處] | Top

多項獎學⾦，提供給特別需要幫助的您
＊港澳台灣同鄉助學⾦

符合家境清寒、低收⼊戶、或家庭發⽣重⼤急難者之⼤學部同學（不限僑⽣）。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1026

＊「薪傳100 x 課輔100」清寒獎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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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勵優秀清寒學⽣奉獻回饋之公益精神，受補助之學⽣需提供100⼩時課輔，投⼊偏遠與資源弱勢學⽣課後輔導⼯作。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page=apply&serial=1033

更多獎學⾦訊息，請查詢 
⽣輔組獎學⾦申請網⾴ http://140.113.101.229/scholarship/index2.php?page=
如有問題，歡迎電洽⽣輔組承辦⼈（分機50851） 

[學務處] | Top

國科會徵求101年度「原⼦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
⼀、 政府為促進原⼦能科技基礎研究，落實原⼦能科技上、中、下游研發之整合⽽設置「原⼦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
畫」，由國科會與⾏政院原⼦能委員會共同推動。本計畫類別分為⼀般型及重點型，研究領域包括︓
(⼀)⼀般型︓
1.核能安全科技（N1）。
2.環境與能源科技（N2）。
3.輻射應⽤科技（N3）。
(⼆)重點型︓原⼦能科技之推廣與⼈才培訓（N4）。
⼆、 本計畫本年度改為線上申請⽅式，請申請⼈進⼊「研究⼈才個⼈網」，在「申辦項⽬/專題計畫類」項下點選「原⼦
能科技研究計畫構想書」製作，並請於100年6⽉7⽇下午6時前線上傳送國科會(無需備⽂)。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附件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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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81d02fc2eda2012fc321ad340010&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 | Top

國科會徵求101年度「能源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
⼀、 國科會與經濟部能源局為結合國內能源科技相關研究資源，並使學術研究與產業界相配合，乃針對國內能源科技應⽤
研究及⽯油開發技術，共同規劃推動「能源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本計畫類別分為個別型及整合型，研究領域包括︓

(⼀) 個別型︓
1. 再⽣能源研發（7K）。
2. 能源新利⽤技術研發（7L）。
3. 節約能源科技研發（7M）。
4. ⽯油開發技術研發（7P）。
5. 其它（70）－DET15。
(⼆) 整合型︓
1. ⽣質燃料技術研發。
2. 發光⼆極體照明技術研發。
⼆、 本計畫本年度改為線上申請⽅式，請申請⼈進⼊「研究⼈才個⼈網」，在「申辦項⽬/專題計畫類」項下點選「能源
科技研究計畫構想書」製作，並請於100年6⽉7⽇下午6時前線上傳送國科會(無需備⽂)。
三、 其他注意事項請詳參函⽂及附件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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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81d02faf4c51012fb3d8c6680078&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 | Top

國科會100年度「傳播調查查資料庫」計畫受理申請
⼀、 本計畫僅徵求「跨校團隊合作研究計畫」，⾮屬跨校團隊合作計畫請勿提出申請。計畫主持⼈與共同主持⼈資格須符
合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
⼆、 申請⼈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作業，於⼈⽂處學⾨代碼勾選「H45台灣經驗實證調查資料庫與資料分析」，
並請所屬單位於100年6⽉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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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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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81d02faf4c51012fba79aee200c4&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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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2011年台印(度)雙邊科技合作計畫」
⼀、 本計畫需經國科會及印⽅DST 雙⽅審查均予通過後才屬完成，並予以補助。通過之計畫可不受國科會⼀般專題計畫
補助件數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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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前彙整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計畫確
認送出後請另寄1份計畫申請表電⼦檔⾄國科會承辦⼈信箱(ymchen@nsc.gov.tw)，並於主旨標⽰: “申請2011年台印雙
邊計畫”。
三、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說明及請⾄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
（網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
402881d02faf4c51012fb38eef070064&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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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縣都市原住⺠發展計畫100年度細部執⾏計畫」受理申請
⼀、 請有意申請計畫之教師於100年6⽉8⽇前備妥函稿、計畫書、講師之學歷及經歷等⽂件，會相關單位後於100年6⽉
10⽇前函送新⽵縣政府收辦。
⼆、 因來⽂附件之100年度細部執⾏計畫紙本說明僅有1份，有意參閱者請⾄計畫業務組翻閱、影印。
三、 本件來函及附件之規範及申請注意事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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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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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溫世仁服務科學新苗獎」及「溫世仁服務科學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受理申請
⼀、 請有意申請教師備妥以下⽂件，於100年5⽉31⽇前(郵戳為憑)寄送⾄台灣服務科學學會「溫世仁服務科學新苗獎」
或「溫世仁服務科學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評審委員會辦理。
(⼀)申請「服務科學新苗獎」應備資料如下︓
1、個⼈資料表及學術著作資料表1份。
2、經費分配表1份。
3、近三年研究主題與成果說明1份。
4、國外研究單位之合作意願書1份。
5、推薦信2封。
6、服務科學相關議題之研究計畫書1份。
7、其他有利於審查之資料1份。
8、上述紙本資料以PDF格式製作成光碟⽚1份。
(⼆)申請「服務科學國際合作研究計畫」應備資料如下︓
1、個⼈資料表及學術著作資料表1份。
2、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資料表1份。
3、經費分配表1份
4、個⼈近三年研究主題與成果說明1份。
5、國外學者合作意願書1份。
6、服務科學與創新議題相關之研究計畫書1份。
7、上述紙本資料以PDF格式製作成光碟⽚1份。
⼆、 上開申請案⽇後若獲核通過，有關「溫世仁服務科學新苗獎」相關函⽂，請加會本校研發企劃組辦理︔有關「溫世仁
服務科學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相關函⽂，請加會本校計畫業務組辦理。
三、 詳細活動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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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台灣服務科學學會網⾴
(http://www.cstm.nthu.edu.tw/bin/home.php)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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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技術服務中⼼將舉⾏「交通⼤學第七次校園網⾴評鑑」，請各單位配合進⾏網⾴
更新
1.資訊技術服務中⼼將於100年7⽉11⽇⾄100年7⽉29⽇進⾏「交通⼤學第七次校園網⾴評鑑」。請各單位配合於7⽉
10⽇前完成網⾴更新。為使網⾴評鑑符合國際作法，評鑑⽅式將分成兩⼤部份︓⼀是網⾴内容︔⼆是世界⼤學網路排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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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2.本次評鑑活動相關資訊及各單位前次成績，請參考「校園網⾴評鑑公告網站」(http://webcontest.nctu.edu.tw)。亦
可⾄「NCTU Webmtrics網站」(http://front.cc.nctu.edu.tw/)查詢貴單位世界⼤學網路排名指標，並充實改進。

[資訊中⼼] | Top

微軟學⽣光碟訂購辦法
1.微軟提供本校畢業⽣可以優惠價格購買Windows 7 / Office 2010 個⼈安裝光碟之權利，以⽅便同學使⽤軟體，免除
畢業後仍須定期執⾏KMS認證的程序。
2.本活動由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委託松崗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資訊技術服務中⼼基於服務學⽣，僅代為公告並
提供場地，不參與訂購作業。
3.登記⽅法、繳費及領取光碟等訊息，請參⾒資訊技術服務中⼼網⾴之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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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之美︓三島由紀夫《⾦閣寺》
時間︓2011/5/25（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永恆之美︓三島由紀夫《⾦閣寺》
主講⼈︓梁蘊嫻⼥⼠(東京⼤學學術博⼠、交⼤⼈社中⼼博⼠後研究員)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沒落貴族的輓歌︓太宰治《斜陽》
時間︓2011/6/1（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沒落貴族的輓歌︓太宰治《斜陽》
主講⼈︓賴雲莊⼥⼠(東吳⼤學⽇本語⽂學系助理教授)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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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愛校區操場加裝飲⽔機】 
博愛校區每棟建築都有⾨禁，除了系館或宿舍在此的⼈以外都進不去， 希望能加裝飲⽔機供來博愛球場運動
的教職員⽣使⽤。

A1 衛保組初步已決定在游泳池外⾯加裝⼀台。

Q2 【⼥⼆摩斯外帶飲料】 
⼥⼆摩斯外帶餐點，飲料只裝了約四分之三杯(含冰塊)，且未撒出，飲料量明顯偏少。

A2 ⼀、摩斯漢堡外帶餐點之裝填是⼋分滿政策。 
⼆、對於只有約四分之三杯(含冰塊)，相差的部份確實是短少了，摩斯漢堡已表⽰會改善，爾後發⽣短少情
況出現，亦可直接向櫃台反應。

Q3 【體育場周邊施⼯環境導致學⽣受傷】 
體育館後⽅基礎教學⼤樓施⼯有很多鐵釘，請學校加強⼯安，此外，體育場地管理委員會本學期以來都未召
開，參與的學代們想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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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體育室回覆內容】 體育場地管理委員會本學期訂於5⽉份召開，正式開會時間⼀經確定，會於第⼀時間通
知各位委員。 
【營繕組回覆內容】有關⼯地安全，營繕組依規定於合約、施⼯規範等⽂件皆有要求廠商需依勞⼯安全衛⽣
法規定執⾏和⼯地安全訓練及本校不定期的抽查。有關鐵釘問題已要求基礎⼤樓營造廠商加強打掃該⼯地週
圍道路，施⼯不便敬請⾒諒。另請同學們⾮必要因素盡量不要靠近⼯地週圍，確保⼈員安全。

Q4 【請問100年⻑時停⾞何時開始申請?】 
去年申請計次汽⾞停⾞証，不知今年⼤約幾⽉開始申請⻑時停⾞証呢?

A4 100年度學⽣⻑時汽⾞識別證預計於五⽉中下旬開放申請，屆時會於駐警隊網⾴上公告相關消息。

Q5 【查詢違規紀錄】 
請問有沒有網⾴可以查詢違規紀錄呢? 請問是不是有違規紀錄就不可能抽到下學年的⻑時停⾞證呢?

A5 違規資料係在汽機⾞管理系統內，⽬前並無網⾴提供查詢。如有查詢之需，可⾄駐警隊辦理。 學⽣⻑時汽⾞
識別證之發放作業，先按積分(去年無申請/住校外/在職/已婚則有積分)排序後，如本年度有違規則會進⾏扣
點，待統計積分後會進⾏抽籤。 並⾮有違規紀錄就無法抽到，需視當年度申請⼈數、個⼈積分等才能確定。

Q6 【建議⼀餐⾃助餐】 
為了健康著想，希望菜⾊能低鹽，⼀餐⾃助餐，感覺菜⾊都很鹹，希望多多加強。

A6 ⾃助餐的菜⾊，需迎合⼤部份消費者的⼝味，鹹與不鹹屬於⼝味問題，學⽣的需求要多元，不過，為了⾝體
健康，希望菜⾊能低鹽，是正確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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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