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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畢業⽣傑出貢獻獎 開始受理報名!
看服務學習成果展，送好禮︕得獎名單出爐︕
100學年度宿舍網路申請第五階段公告
5⽉24⽇下午國稅局來本校收取99年綜所稅申報⽂件

研發訊息
國科會⾃然處徵求「氣候模擬與推估能⼒建構」計畫
財團法⼈⼯業技術研究院「醫療器材快速試製服務中⼼」徵求100年度合作計畫
國⽴臺灣⼤學函告教育部委託辦理之「世界南島（臺灣地區以外）學術研究、交流暨⼈才培育第2期專案」開放100年第2
梯次申請

總務訊息
內政部營建署函為94年度(含)以前辦理之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及94年度(含)以前辦理之中央公教⼈員購置住宅貸款利
率，⾃100年4⽉7⽇起依規定由原年息1.247%調整為年息1.337%，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

資訊中⼼訊息
配合教育部辦理「防範惡意電⼦郵件社交⼯程演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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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樓座式公⽤電腦使⽤辦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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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05/08每週~優鮮⽚
美味關係--飲⾷⽂學特展（5/1⾄6/16⽌）
圖書館各項新增/試⽤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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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社廠商參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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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首頁

陳全鴻理事長（中）與學生及教授合影。左至右：服務學

習中心許維蓉小姐、電物大一鄭琇尹、大四張庭樵、徐琅

教授、大一余建霖、石安石、洪廷瑋

其他單位
客家研究中⼼
2011年國⽴交通⼤學客家⽂化學院客家週「⾟卯」路跑活動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與死的對談︓⼤江健三郎《死者的傲氣》
夏⽬漱⽯的東⽅與⻄⽅︓以《三四郎》為例

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究成果產學橋接計畫
社群網路與⾏動⽣活應⽤技術研討暨商談會

交⼤電物系學⽣為公益⾃發⾃學作網站 25⽇獲表揚
交通⼤學電⼦物理系⼤⼀學⽣鄭琇尹、洪廷瑋、余建霖、⽯安⽯及⼤四
學⽣張庭樵等五位志⼯學⽣，去年11⽉起開始為財團法⼈中華⾝⼼障礙
者勞⼯關懷協會架設網站，25⽇該協會將頒發感謝狀給5名學⽣，以⿎
勵這些學以致⽤的學⽣。

其實這個網站是電物系⼤⼀必修「計算機概論」課的期末報告，該堂課
的指導⽼師就是以「⾃主式教學」著稱的徐琅教授，他堅信「做中學」
才能引發學⽣學習興趣及動機，培養他們⾃主學習以及解決問題的能
⼒。因此，他要求學⽣期末報告⾃訂主題，⾃⼰學軟體，藉由全班每⽉
⼀次進度報告的交流、評分，引發學⽣興趣。

四名⼤⼀同學剛得知期末報告得⾃訂主題時，因第⼀次接受「⾃主式教
學」⽽亂了⼿腳，便找到學⻑張庭樵協助。余建霖說︓「我們希望作個意義能永續存在的東⻄，⽽不是隨著期末報告結束
就失去意義的作品。」多次與張庭樵溝通後，便決定⼀起為財團法⼈中華⾝⼼障礙者勞⼯關懷協會架設網站。張庭樵認為
這四位⼤⼀學弟妹都⾮常優秀，「架設網站需要運⽤⾮常多軟體，包括Photoshop、Dreamweaver、Flash等等，他們全
部都從零學起，且完全沒有美術背景。」

將近四個⽉的時間，五個同學每週與協會理事⻑陳全鴻不斷討論、不斷
修正，最後完成網站。作網站前，陳全鴻還安排了⼀⽇體驗營讓學⽣體
驗他的⽣活，包括去雞舍撿雞蛋、去市場叫賣雞蛋等。鄭琇尹說，第⼀
次知道剛出⽣的蛋摸起來竟是軟軟、熱熱的︔余建霖則學習、成⻑許
多，「⼀開始不敢放聲叫賣，猶豫很久、最後突破並成功吸引顧客時，
才發現很多事情都沒那麼困難。」也因此即便只能靠⾃⼰查書、問學⻑
來學習各軟體，他們都沒有放棄。

負責⽤Photoshop畫圖、製圖、修圖的余建霖和鄭琇尹喊難，「⽤⼿繪
還可以，但⼀改⽤電腦畫，怎麼畫都不對︕」然⽽更難的是寫網⾴架

構，網⾴上看似簡單、但背後的程式架構卻⾮常複雜。每每被陳全鴻或學⻑挑出問題，負責寫程式碼的洪廷瑋和⽯安⽯幾
乎得全部重新撰寫，對於⾮資⼯系主修的他們，每⼀個修正、新增都是⼀項挑戰。洪廷瑋靦覥的說，⾝為理⼯背景的他平
時很難感受到「感動」，但聽了陳全鴻的故事、體驗了陳全鴻⼀天，都讓他「⾮常感動」，因⽽更加投⼊網站製作，最後
成果讓陳全鴻、徐琅教授及全班同學滿意且感動。

徐琅⾃謙的說，「都是學⽣⾃⼰的努⼒」。他也驕傲的介紹另⼀組為新⽵仁愛之家拍攝紀錄⽚的成果。同樣來⾃電物系⼤
⼀的鄭定亞、王泓叡、李常德及徐佳緯，他們發現⼀般⼈都知道「仁愛之家」，卻不知道裡⾯每個孩⼦都有不同的故事，
甚⾄對裡⾯的⼩朋友有很多誤會，希望拍攝紀錄⽚讓更多⼈瞭解。

鄭定亞、王泓叡及徐佳緯三位是交⼤幼幼社成員，平時花很多時間跟⼩朋友遊戲、教他們功課，也深受⼩朋友喜愛。他們
設計了籃球課跟模型課帶⼩朋友⼀起同樂，⽤簡單的數位相機拍攝、再⽤陽春的剪輯軟體剪接，配上⽂案完成紀錄⽚，告
訴觀眾「仁愛之家」背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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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灣同鄉慈善基金會副主席葉貞吟女士(左二)捐贈交

大新台幣一百萬元整作為「Angel Care」港澳生獎助學

金，捐贈儀式也邀請到多位港澳僑生參與

張光賓老師(右二)贈送交大作品一幅，左二為林一平副校

長

王泓叡說，這些平時看起來樂觀開朗的⼩朋友，通常⽐⼀般⼩朋友容易出現暴躁、不安等舉動。⼀開始他不能理解、覺得
這些⼩朋友很難相處，「後來才知道有的⼩朋友曾被家暴到全⾝是傷、有的家庭不美滿、有的家⻑忙碌疏於照顧、甚⾄有
個⼩朋友常餓肚⼦到⾃⼰去回收場撿⾷物吃。」因為瞭解所以⼼疼，因為⼼疼就更想要讓更多⼈知道，「這群⼩朋友不是
單純的『調⽪』，他們背後有很多創傷需要被呵護、照顧。」徐佳緯⼀次分⼝⾹糖給⼩朋友吃，⼩朋友滿⾜、開⼼的神情
讓他感到⾮常驚訝，也深刻體會到⾃⼰⾮常幸福。

期末發表當天，這部有笑有淚的紀錄⽚深受同學好評，李常德希望能把影⽚推廣，引起更多⼈的注⽬跟重視︔余建霖則計
畫早⽇讓網站正式上線，也希望能邀請其他有服務熱情、並具寫程式或美⼯專⻑的同學，⼀起投⼊讓網站更完美。「不能
隨便⽴願，⼀旦決定作某件事，不只要做完，還要做好。」學⻑張庭樵借陳全鴻的話勉勵他們，希望他們繼續努⼒讓他們
的感動加倍、擴⼤，同時讓網站和影⽚的意義延續。 

[秘書室對外事務組] | Top

港澳台灣同鄉鄉慈善基⾦會捐贈交⼤⼀百萬元獎助學⾦
港澳台灣同鄉慈善基⾦會副主席葉貞吟⼥⼠4⽉22⽇拜訪交通⼤學，捐
贈新台幣⼀百萬元整作為「Angel Care」港澳⽣獎助學⾦，濟助低收⼊
戶、家境清寒或急難救助的交⼤學⽣，期許受獎學⽣畢業後能夠關懷並
回饋社會，為後代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Angel Care」助學⾦⾃2007年推⾏以來，已超過768名來⾃⾹港、
澳⾨、台灣及⼤陸地區學⽣受惠，由台聯⼤許千樹副校⻑代表交⼤接受
慈善基⾦，許千樹副校⻑表⽰，港澳台灣同鄉慈善基⾦會是很有意義的
組織，期許透過組織讓雙⽅建⽴良好關係、達到更好的交流，讓交⼤邁
向國際化。葉貞吟副主席也表⽰，基⾦會擁有明確⽅向，以關⼼學⽣、
協助學⽣為⽬標，將助學⾦提供給需要幫助的學⽣，讓學⽣更懂得運⽤
資源，並且勇於追求知識與真理。

葉貞吟副主席也感謝校⽅所有師⻑的付出，基⾦會提倡「受恩施恩、薪⽕相傳」的精神，與交⼤飲⽔思源精神不謀⽽合，
並希望藉由獎助學⾦表達對年輕學⼦的愛和⿎勵，畢業後能帶著感恩的⼼回饋⺟校與社會，薪⽕相傳，未來為下⼀代創造
更多機會。

2010年得獎學⽣為電機⼯程學系碩⼀明⼤⿓及科技管理研究所汪志強。明⼤⿓為緬甸華僑，時常參與校園路跑、游泳等體
育競賽，在⽼師推薦下獲得Angel Care港澳⽣獎助學⾦，他表⽰獎學⾦已⽤來⽀付學費，未來將留在台灣⼯作，幫助更多
需要幫助的⼈，回饋予社會。

捐贈儀式也邀請到多位港澳僑⽣參與，學⽣表⽰剛開始不適應台灣⽣活，語⾔也不通，但台灣學⽣很熱情，給予許多協
助，體會到台灣濃濃的⼈情味。葉貞吟副主席也勉勵學⽣互相關⼼，建⽴良好⼈際關係，為職場⼈脈打好基礎，並祝福學
⽣未來⼀切順利，「現在你以⾝為交⼤學⽣為榮，未來讓交⼤以你為榮︕」 

[秘書對外事務組室] | Top

交通⼤學『融古鑄新〜張光賓教授書畫展』
交通⼤學於5/4起⾄5/31在圖書館藝⽂空間舉辦『融古鑄新〜張光賓教授書畫展』，共選錄張光賓教授早年到近期各階段
的代表作共40件，包括⽔墨畫27件，與書法13件，同時呈現⼭⽔巨構的千巖競秀，與聯屏草書之遒勁古穆，具體展現這
位『學者書畫家』融古鑄新、質任⾃然的襟懷。

張光賓教授去年（2010）連獲「⾏政院⽂化獎」及「國家⽂藝獎」兩項國家⽂藝桂冠殊榮，致⼒於近⼀世紀的研究、創作
及教學，是⼀位書畫創作不輟，並精研藝術史學的傑出⾏者。現年九⼗七嵩壽的他，仍以筆墨為⽇課，⼼⼒清明，其豐沛
的創作能量令後學仰⽌。

令⼈驚訝的是，張光賓教授最具創造性和現代感的畫作，均是89歲以後
的晚近之作。很難想像動輒⼋尺（240公分）或丈⼆⾼（360公分），
⼆尺寬（60公分），⼗餘張筆線繁複的聯屏⼤作（總寬⼗數公尺），在

展場併列起來氣勢懾⼈，竟是出⾃於95歲的⽼⼈，和⼀個放了畫桌（四尺乘⼋尺）後僅容旋⾝的⼯作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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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光賓老師

師長一起來「作繪」

交大傳科系100級學生與師長們開心合影

進⼊展場，⽴刻映⼊眼簾的是2009年的創作--《焦墨⼭⽔⼋條軸》，⾼
約⼆⽶五，氣勢磅礡，令⼈屏息︕本次展作由⼆⼗條軸中精選⽽出，充
分代表其創作能量及⾼度。通幅以焦黑線條、墨點，漫漫耕耘，捨去⽔
法和墨⾊層次，景物佈局綿密、草書隨興⾃然。近看墨點排列整⿑如棋
⼦，別具抽象意味與童趣，遠看卻是奇崛的構築感。近看、遠觀形成有
趣的視覺拉鋸，標誌出清晰的個⼈語彙和異質化的⼭⽔特質，也帶出⼀
種現代性。

此外，在展場2F展出的⼿抄傅抱⽯《⽯濤上⼈年譜》與唐《歷代名畫
記》⼩楷兩冊⾴，背後有⼀個⼩故事︓張光賓教授28歲時進⼊因抗戰合

併的國⽴藝專，親炙傅抱⽯、李可染、豐⼦愷、⿈君璧、⾼鴻縉等名家，其中受傅、李⼆師啟發尤多。傅抱⽯不教畫畫，
⽽是上繪畫史論的課，上課時隨⾝帶的黑布包裡總有三本書︓⼀本線裝的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另外兩本是傅抱⽯
的⼿稿︓《⽯濤上⼈年譜》和《摹印學》。當時要覓得⼀本畫論書籍極不容易，他和兩位同學向傅抱⽯借得書本和⼿稿，
在桐油燈下⽇夜趕⼯，動輒數萬⾔的史論，不到⽉餘時間，就以⼯整⼩楷每⼈各抄錄⼀份完成，因⽽甚得傅抱⽯的讚賞，
也為張光賓⽇後從事繪畫史論踏實做學問的態度有了⼀個很好的開端。

在今⽇的開幕儀式中，張光賓教授捐贈了兩幅作品給交⼤典藏，⼀件是焦墨⼭⽔新畫作《帆檣待遠颺》，象徵著交⼤的莘
莘學⼦整裝⿑備、待出社會有⼀番作為，另⼀件是《裴將軍》草書書法，氣勢雄渾，都是⾮常難得的佳作。下午也特別舉
辦講座活動及教職員導覽活動，吸引眾多學⽣與教職員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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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傳科系畢展「觸聲」 以美麗故事的聲⾳觸動⼈⼼
為觸動⼈⼼的美麗故事發聲，交通⼤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第四屆畢業成果
展「觸聲True Sound」將在4⽉29、30⽇於交⼤光復校區交映樓⼀樓
登場，透過為期兩天的動態發表與靜態展演，傳科系00級要讓每⼀個⼈
都聽⾒。

雖然背負著諧⾳的爭議，「觸聲」⼀詞所象徵的，其實是對現今媒體亂
象的省思，在包含七篇不同⾯向的學術論⽂、四部題材豐富多元的紀錄
⽚、⼀部劇情⽚、⼀部動畫、⼀本書籍繪本、⼀本⼥同志專書以及兩組
互動式多媒體創作等多種型式的作品中，交⼤傳科系00級學⽣期許運⽤
⼤眾傳播的⼯具與⽅法，將四年所學付諸實踐，把內⼼深處的真實⼼

聲，呈現在觀眾眼前，⼀同透過⼤學⽣的眼，去關⼼不同族群、參與社會議題討論，並探討媒體策略的運⽤，讓「我們的
聲⾳，觸動的故事」能夠傳出去，打動更多⼈深藏已久的「True Sound」（真實的聲⾳）。 

七篇學術論⽂內容探討議題涵蓋多元，實踐傳播研究的社會關懷。以越
南籍新移⺠的媒體使⽤情形為題的〈另類媒體與離散認同︓談越⽂《四
⽅報》與⼥性新移⺠／⼯〉，探討四⽅報作者和讀者，如何透過閱讀和
投稿的經驗，在台灣社會的多重壓⼒中詮釋⾃我的認同。

其他⽂章包括︓〈網路機緣︓數位世代的科技實踐與認同〉、〈國家博
物館和國族認同︓以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 Amsterdam為
例〉、〈星座專⾨雜誌︓《談星》塑造出的意識結構與消費主義〉、
〈聚焦與聚眾︓城市⾏銷的策略與發展〉、〈政論節⽬的議題設定與引
導〉、和〈Facebook粉絲團使⽤動機與⾏為︓以美妝社群為例〉，也都

對於⼈們所熟悉的消費⽂化、傳播科技、或是媒體輿論等議題，做出⼀次⼜⼀次更深⼊的思索。

另外也善⽤多樣性的媒體素材，傳達其對社會⽂化的思維與觀察。值得⼀提的是，今年傳科系畢展除了有以14部短篇「影
集」闡述男同志出櫃《Pokky邁GAY啦》作品外，另也有學⽣匯集數⼗位⼥同志的⽣命故事，獨⼒完成⼀本專⾨探討⼥同
志議題的書冊《感動才是最完美》，企圖利⽤媒體的影響⼒，扭轉⼤眾對同志次⽂化的刻板印象。 

實作作品還有數位典藏《鐵⽪屋℃》、《詠者⾏腳》，紀錄⽚《WUMA》、《偶，像》、《部落天堂》，兒童繪本《最討
厭的暑假》，短篇動畫《尋》、幽默劇情⽚《買我，如果你可以》等，豐富⽽多樣的作品內容，充分展現學⽣們的創造⼒
與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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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聽到⾃⼰的聲⾳在哪裡嗎︖4⽉29⽇早上九點將為「觸聲True Sound」揭開序幕。今年的展覽除了展期較往年⻑、
擴⼤到兩天，另準備了LOMO Diana mini相機、威秀電影票及⾼級保養品、化妝品，邀請⼤家⼀起來「觸聲True
Sound」抽獎試⼿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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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100年5⽉26⽇「教學知能與經驗分享⼯作坊」
為提升國際化，持續強化本校英語授課環境，教學發展中⼼特於100年5⽉26⽇舉辦「教學知能與經驗分享⼯作坊」，邀
請台灣⼤學國際企業學系林修葳教授蒞臨分享英語授課經驗，歡迎本校師⽣踴躍報名參加︕活動訊息將於近期公告，敬請
留意教發中⼼網⾴(http://ctld.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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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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 Top

99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申請
開學後辦理休學者須繳全額學雜費，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依本校⾏事曆及學⽣辦妥離校⼿續⽇期計算，以下
均同)離校者，退費三分之⼆︔未逾學期三分之⼆離校者，退費三分之⼀︔逾學期三分之⼆離校者，不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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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2學期碩、博班畢業離校
2/21開學後離校者,則須先繳交全額學雜費，之後再辦理離校︓
1.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1/3離校者，退費2/3。
2.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2/3離校者，退費1/3。
3.學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3/2離校者，不退費。
碩⼠學位及博⼠學位授予作業規章︓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rul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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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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學年度第2學年註冊統計⼈數、98學年度畢業統計⼈數
99學年度註冊統計⼈數及98學年度畢業⼈數已公佈於註冊組統計資料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sta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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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度畢業⽣傑出貢獻獎 開始受理報名!
⼀、本校為獎勵應屆畢業⽣在學期間，表現傑出為校爭光者，特設⽴「國⽴交通⼤學學⽣傑出貢獻獎頒授辦法」，頒授對
象為本校應屆畢業⽣（含⼤學部及研究所），甄選類別為體育類、學藝類、服務類，若獲選為表現傑出獎得主，將於畢業
典禮中（六⽉廿五⽇）公開頒獎，以⽰獎勵。(請勿推薦學術貢獻)
⼆、「國⽴交通⼤學學⽣傑出貢獻獎頒授辦
法」http://activity.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0/admunit_basic/tmp/38/a1.pdf 及「國⽴交
通⼤學學⽣傑出貢獻獎推薦表
格」http://activity.adm.nctu.edu.tw/uvpage/modules/catalog_10/admunit_basic/f_view.php?f_id=25y 請下
載附件或⾄課外組網⾴表格下載。
三、申請⽇期⾃即⽇起⾄五⽉⼆⼗⽇（星期五）截⽌，推薦表經單位主管審查簽章後，逕送學務處(社團表現及服務貢獻推
薦表送課外組，校隊運動績優表現請送體育室)，聯絡電話請洽校內分機50903 課外組 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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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服務學習成果展，送好禮︕得獎名單出爐︕
http://service-learning.nctu.edu.tw/news_1.php?nid=140

「看服務學習成果展，寫⼼得」得獎名單︓共7位
1.材料系-⾺志成
2.教育所-陳采熏
3.⼈社系-沈仁琪
4.電物系-沈君達
5.電物系-李尚威
6.電物系-蕭閔⽂
7.總務處勤務組-葉于正
「服務學習創意slogan」得獎名單: 共3位
1.服務⽣活，學習在我︕【陳采熏】
2.服務，福物【沈君達】
3.你今天服務學習了沒?【湯春枝】
恭喜以上得獎者。
也請得獎者於5/4(三)中午12:00⾄服務學習辦公室(活動中⼼418室)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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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宿舍網路申請第五階段公告
主旨︓公告100學年度學⽣宿舍第五階段全校在校⽣未能上網申請候補。
說明︓申請及分配⽅式
壹、分配結果請參閱住服組網⾴（網址http://www.cc.nctu.edu.tw/~housing/）
倘有疑問請撥住服組校內分機31495、31497或專線03-5131495、03-5131497。
貳、第五階段︓網路宿舍申請候補
（⼀）申請時間︓100年5⽉2⽇上午9時⾄6⽉30⽇下午15時⽌。
（⼆）未申請100學年度宿舍同學(在校⽣、延畢⽣)。 
參、於申請截⽌後電腦亂數排序，另⾏公布候補序號結果，所有序號都排序在前第⼀階段候補同學後⾯。
肆、100學年度宿舍五階段時程及作業內容詳⾒本組99.12發各寢室系所之『100學年度宿舍申請作業流程』卡⽚或逕上
住宿服務組網⾴「100學年宿舍 申請流程」查詢。
伍、分配床位同學於候補當⽇需⾄出納組繳費，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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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下午國稅局來本校收取99年綜所稅申報⽂件
1.聯合服務中⼼邀請國稅局5/24(星期⼆)下午1︓30⾄4︓30，蒞臨本校收取99年度個⼈綜合所得稅資料，收件地點︓⾏
政⼤樓⼤廳(聯合服務中⼼50042)。
2.為掌握辦理⼈數，請有意在交⼤辦理者，請上網登錄單位、姓名資料回覆參加意願。
3.報名網址︓http://0rz.tw/i7B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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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然處徵求「氣候模擬與推估能⼒建構」計畫
⼀、本計畫需為整合型計畫，總計畫須檢附機關⾸⻑簽名之「機關承諾書」，總計畫與⼦計畫亦須檢附主持⼈簽名之「主
持⼈承諾書」，請填妥後送計畫業務組影印備存，並將「機關承諾書」送請校⻑簽名後，與計畫內容合併上傳，由申請⼈
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式上線送出。
⼆、請所屬單位於100年5⽉25⽇下午5時前上線造冊連同機關及主持⼈承諾書正本送計畫業務組彙辦，以俾依限於100年
5⽉31⽇前辦理申請。
三、計畫書徵求公告及其他申請相關注意事項詳參函⽂說明及請⾄國科會網⾴查詢下載(網
址︓http://www.nsc.gov.tw/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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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業技術研究院「醫療器材快速試製服務中⼼」徵求100年度合作計畫
請有意申請教師於100年5⽉18⽇前備妥請印單、計畫書(紙本10份及電⼦檔1份)、合作意願書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5
⽉20⽇前郵寄⾄計畫聯絡窗⼝辦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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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臺灣⼤學函告教育部委託辦理之「世界南島（臺灣地區以外）學術研究、交流暨暨
⼈才培育第2期專案」開放100年第2梯次申請
⼀、請有意申請者備妥各計畫規定之書⾯申請資料⼀式9份（另附電⼦檔光碟1份）於申請期限前(第2梯次100年5⽉13⽇
起⾄100年7⽉13⽇⽌)逕寄「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收辦。
⼆、案內有關學⽣申請資格及遴選辦法⽅式，請各申請補助系所⾃⾏訂定。
三、相關訊息及簡章表格請⾄世界南島計畫辦公室網站（http://worldaustronesia.idv.tw ），或⾄教育部國際⽂教處網
站點選「公費留學與各項獎學⾦專區」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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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為94年度(含)以前辦理之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及94年度(含)以前
辦理之中央公教⼈員購置住宅貸款利率，⾃100年4⽉7⽇起依規定由原年息
1.247%調整為年息1.337%，請 查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
⼀、依據教育部100年4 ⽉20⽇台總(⼀)字第1000063895號書函辦理。
⼆、查94年度（含）以前辦理之國軍官兵之購置住宅貸款及94年度（含）以前辦理之中央公教⼈員購置住宅貸款利率，係
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加年息0.042%計算機動調整。查中華郵政公司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100年4⽉7⽇起由原
年息1.205%調整為年息1.295%，爰調整旨揭住宅貸款利率。

[總務處] | Top

配合教育部辦理「防範惡意電⼦郵件社交⼯程演練計畫」
1.資訊中⼼已提供演練名單協助教育部執⾏本計畫，本中⼼也已個別寄送mail通知演練對象，提醒務必留意演練期間之E-
mail信件，"勿"點閱來歷不明信件中之超連結或開啟附檔，避免於其計畫中被記錄。
2.演練時間︓第⼀次演練 5⽉份︔第⼆次演練 9⽉份。

[資訊中⼼] | Top

員⽣社廠商參展資料
100年5⽉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排程

⽇期
廠商名稱 產品⽬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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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班族 服飾   

無題茗品 康福茶、冷泡綠茶、⽞⽶綠奶茶、鮮綠抹茶粉
本產品已通過SGS

無重⾦屬/安全含氟量檢驗
 

玖紘企業社 超細纖維⽑⼱   

唐圓圓 豬頭⽪   

17號草堂 ⼿⼯⼤餅   

誠晉布業 功能性襪⼦(除臭性)   

新榮陽鞋⾏ 排汗⾐、⽪鞋   

泓美 ⼿⼯黑糖   

祉妘 休閒⾷品   

美利歐 ⽇韓⽪包、飾品   

12
⽇

上班族 服飾   

延勇(陳師傅) ⼿⼯餅乾   

銓泰環能科技 充電器、遙控⾶機   

菜⾹耕 有機⾷品   

17號草堂 ⼿⼯⼤餅   

鴻栗 蔓越莓汁、藍梅汁   

啟榮 ⾬傘   

富莊 兒童服飾   

采⾵服飾精品 ⼥⽤服飾⽪包、⽪鞋   

天藍養蜂場 蜂王乳、蜂蜜(醋)   

19⽇

上班族 服飾   

施美 清潔沐浴乳   

聖⼼ ⼥裝、褲襪   

17號草堂 ⼿⼯⼤餅   

美杏⼿作屋 ⼿作布包(DIY)   

美利歐 ⽇韓⽪包、飾品   

宜⼒ 乳酸菌、優格   

菜⾹耕 有機⾷品   

璞鈺商⾏ 客家養⽣商品   

荷鄉 黑⽊⽿汁   

采軒⾷品⾏ 關廟麵、鹹豬⾁等   

上班族 服飾   

邱林記⾷品⾏ ⼿⼯現作⿆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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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舞⽶樂 何⾸烏   

17號草堂 ⼿⼯⼤餅   

簡⽼爹 宜蘭滷味   

豐⺠ 銀式飾品   

天藍養蜂場 蜂王乳、蜂蜜(醋)   

菜⾹耕 有機⾷品   

開元⾷品 (華航)蛋糕、甜點果汁   

羅漢⾷品 堅果類、蜜餞⾷品   

[員⽣社] | Top

2011年國⽴交通⼤學客家⽂化學院客家週「⾟卯」路跑活動
「⽤雙腳沿東興圳體驗六家⽣態⽂化史蹟︕」
交⼤客家⽂化學院為促進居⺠及師⽣對社區周邊環境的了解，提倡健⾝運動習慣，進⽽營造優質都市綠帶⽣活美學，特舉
辦⾟卯路跑活動。本活動於100年5⽉21⽇上午⼋點於⽵北問禮堂起跑，沿途巡⾏東興圳⾼低兩圳路，於公三公園折返，
終點設在交⼤客家⽂化學院，全程3.3公⾥。完成路跑之前300名，將獲紀念運動衫⼀件。活動結束後，辦理六家古蹟巡
禮，歡迎縣⺠、沿圳住戶與師⽣共襄盛舉。 

活動時間︓100年05⽉21⽇(星期六) 上午8︓00⾄10︓00 
參加對象︓交通⼤學全體師⽣及有興趣的⺠眾皆可報名參加 
報名⽅式︓(1)上網下載報名表︓http://hkc.nctu.edu.tw/wenlitang/填妥後Email回傳︓pl.tang@hkc.nctu.edu.tw 
或者傳真︓(03) 550-3802 唐⼩姐 電話︓(03)571-2121*58744
(2)親⾄⽵北問禮堂或客家學院問禮堂填寫報名表

報名⽇期︓即⽇起⾄100年5⽉10⽇(星期⼆)下午5點 
路跑路線︓東興圳(⼤問禮堂→六家七路→公三公園(⼟⽜溝)→六家⼀路→客家學院) 
接駁⾞︓(1) 光復校區中正堂→⽵北客家學院 上午 7:15 發⾞
(2) ⽵北客家學院→光復校區中正堂 上午10:00 發⾞

指導單位︓⾏政院客家委員會、新⽵縣政府
主辦單位︓國⽴交通⼤學國際客家研究中⼼
協辦單位︓國⽴交通⼤學衛保組、新⽵縣客語⼝譯⼈才協會

※注意事項︓
為確保安全，活動當天將由⼯作⼈員控制交通。
並請⺠眾衡量⾃⾝健康狀況，決定是否參加本活動。

[客家研究中⼼] | Top

⽣與死的對談︓⼤江健三郎《死者的傲氣》
時間︓2011/5/11（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與死的對談︓⼤江健三郎《死者的傲氣》
主講⼈︓何資宜⼥⼠(⽇本國⽴廣島⼤學總合科學研究所博⼠，⾼雄⼤學東亞語⽂學系助理教授)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夏⽬漱⽯的東⽅與⻄⽅︓以《三四郎》為例
時間︓2011/5/18（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夏⽬漱⽯的東⽅與⻄⽅︓以《三四郎》為例
主講⼈︓范淑⽂⼥⼠(國⽴台灣⼤學⽇本語⽂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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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社群網路與⾏動⽣活應⽤技術研討暨暨商談會
活動主題︓ 社群網路與⾏動⽣活應⽤技術研討暨商談會
活動時間︓ 5⽉24⽇(週⼆) 09:30~16:50
活動地點︓ 集思台⼤會議中⼼柏拉圖廳（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85號B1／台⼤第⼆活動中⼼內）
活動摘要︓ 網路創新應⽤服務的投資時代已經來臨︕網路創業造富，全球⽅興未艾，從台灣無名⼩站、⼤陸百度搜尋引擎
到美國Facebook，無⼀不是靠著⼤膽運⽤創意，成就了新的使⽤介⾯、應⽤服務機制與營利模式，掀起無限商機。憑著相
對低成本、⾼報酬的特質，網路創新應⽤服務軟體可望取代硬體，成為未來最佳投資項⽬。 
因應該趨勢，本活動特邀請台灣網路創業名⼈，同時也為交⼤培育出的傑出校友－聖洋科技(funP.com、cacaFly) 執⾏⻑
邱繼弘、無名⼩站共同創辦⼈林弘全，分享精采的創新創業觀點︔並邀請台、交、成、中研院學者，同場呈現最新相關技
術，期能多⽅交流連結，進⽽擦出產學合作的⽕花。 

活動議程︓請⾒網⾴http://aic.nctu.edu.tw/
報名網址︓http://aic.nctu.edu.tw/ 即⽇起免費報名，額滿為⽌︕
聯絡窗⼝︓NCP橋接計畫 胡⼩姐 03-5712121#53252

指導單位︓國科會、教育部
主辦單位︓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NCP)研究成果產學橋接計畫、⼤專院校產學合作網絡聯盟計畫
協辦單位︓國⽴交通⼤學產學運籌中⼼、中華⺠國創業投資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網路通訊國家型科技計畫研究成果產學橋接計畫]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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