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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華校長頒贈傑出校友證書給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陳榮華學長

啦啦隊在校慶大會中帶來精彩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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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100︕交⼤創校115週年暨暨在台建校53週年校慶
國⽴交通⼤學今⽇(4/9)歡慶創校115週年暨在台建校53週年校慶，邀
請到⾏政院政務委員曾志朗⼀同共襄盛舉，⼤會典禮上表揚並頒授獎座
予兩位傑出校友︓正新橡膠⼯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榮華及花旗台灣
區總裁管國霖︔頒發送珍敦品勵學獎學⾦，並由梅⽵賽表現優異的校隊
將⾟卯梅⽵總錦標獻給交⼤，啦啦隊帶來精彩表演，為典禮掀起另⼀波
⾼潮。

⾃3⽉31⽇出發的五校交⼤⼗天九夜單⾞環島在校慶今⽇返抵新⽵交
⼤，共同慶祝交⼤53週年⽣⽇︕校園內⼀系列校慶活動也熱鬧展開，熱
鬧滾滾的社團成果表演、⽼梅⽵運動賽、交⼤OpenHouse企業校園徵

才博覽會、系友回娘家，吸引許多校友、學⼦共同參與，歡慶交⼤週年校慶︕

貴賓同賀 期許交⼤邁向頂尖
⾸次帶領交⼤歡慶週年的吳妍華校⻑準備交⼤60、70、80、90級照⽚分享，吳妍華校⻑表⽰，照⽚中可⾒交⼤的成⻑，
感謝前校⻑、師⻑及學⻑對交⼤無私的貢獻。吳妍華校⻑也說，給予⾃⼰的使命，是藉由邁向頂尖⼤學計畫，打造交⼤成
為全球⾼科技產業研發與創新重鎮，培養優秀學⽣成為跨領域領導⼈才，延攬頂尖教研⼈才持續尖端研究與應⽤，並且整
合科技、跨領域研究帶領交⼤進⼊新興領域。交⼤教授歷年表現傑出，學⽣參與國際學術競賽表現亮眼，在上海交⼤世界
⼤學排名、ESI論⽂成績傲⼈，未來將持續深耕教學，培育優質跨領域⼈才，並推動博雅教育，追求卓越的⽂化，帶領交
⼤邁向世界頂尖⼤學。

校友會理事⻑宣明智恭賀交⼤⽣⽇快樂，梅⽵再度奪得勝利⼆連霸︕他表⽰校友會是終⾝學習、快樂成⻑的地⽅，也是提
攜後進學弟妹成為世界傑出⼈才的園地，未來將持續團聚校友舉辦活動、凝聚交⼤⼈。最後宣理事⻑也以飲⽔思源誓師，
表⽰全⼒協助吳妍華校⻑將交⼤推向世界頂尖⼤學。

曾志朗政務委員也親臨交⼤祝賀，他認為交⼤的創造⼒以及對世界的貢獻相當了不起，擁有極⼤學術能量，⽽在教育部頂
尖⼤學五年五百億的審核會議上，吳妍華校⻑的熱情與細緻感動審核委員，進⽽提⾼交⼤五年五百億的經費。曾政委也談
到，交⼤規模不⼤，但建校53年成績斐然，期許交⼤持續培養優秀⼈才，具備核⼼價值與美好⼼靈，實現⼈類永續的理
想。

交⼤傑出校友︓陳榮華 管國霖
校慶典禮上頒贈傑出校友證書予兩位傑出校友︓正新橡膠⼯業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陳榮華及花旗台灣區總裁暨花旗(台灣)銀⾏董事⻑管國霖。
陳榮華總經理獲選《經理⼈⽉刊》「10⼤MVP最有價值經理⼈」榮譽︔
管國霖董事⻑是台灣花旗第⼀個由基層擢升之最⾼階經理⼈兩⼈皆是傑
出管理者的最佳典範。

陳榮華總經理畢業於交通⼤學EMBA學程碩⼠，現任正新橡膠⼯業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正新橡膠⼯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華⼈世界第⼀⼤輪胎
公司」、「全球⼗⼤輪胎公司」。陳榮華總經理帶領正新橡膠以⾃創品
牌「Maxxis」開拓國際化市場，連續七年獲得「台灣⼗⼤國際品牌」，
除了簽定國際⼤型運動賽事的贊助，也持續推動環保及公益活動，如偏

遠⼩學器材捐贈、校園改建等，克盡台灣企業社會責任。陳榮華總經理典禮會後也表⽰，⾮常期待並歡迎交⼤學弟加⼊
Max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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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華校長頒贈傑出校友證書給花旗台灣區總裁暨花旗

(台灣)銀行董事長管國霖學長

管國霖董事⻑為電⼦⼯程系78級校友，於2001年任花旗分⾏暨投資事
業負責⼈，開創台灣財富管理銀⾏，帶領花旗成為領導品牌，為業界之
⽜⽿。2010年接任花旗台灣區總暨花旗(台灣)銀⾏董事⻑，負責花旗集
團在台整體營運與發展，成為台灣區最年輕之總裁及董事⻑，堪稱台灣
最年輕的銀⾏家。管國霖董事⻑更榮獲有台灣企業諾⾙爾獎之稱的台灣
企業獎「傑出管理⼈獎」，為銀⾏界第⼀⼈榮獲此殊榮。他在公益活動
上也⾝體⼒⾏，積極倡導，親⾝履⾏企業責任。

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
2011 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博覽會也在上午9點⾄17點，於交⼤
綜合⼀館⼀樓廣場及B1舉辦，現場架設160多個徵才攤位，共釋出1.5

萬個⼯作職缺。活動邀請到職場達⼈邱⽂仁免費幫同學進⾏履歷健檢，由達⼈親⾃檢視同學撰寫完成的履歷。同時台積
電、鴻海、友達、奇美電⼦也提供現場⾯試，其中台積電更於交⼤校園徵才開放100個⾯談名額，提供給應屆畢業並可今
年就業的學⽣，台積電也準備交通專⾞安排學⽣⾄台積電招募中⼼進⾏⾯試。Open House企業校園徵才活動網址︓
http://openhouse.nctuedu.tw。

校慶系列活動熱鬧展開
校慶系列活動各系所也熱鬧滾滾，最受矚⽬的是由機械系所展⽰的探空⽕箭，由吳宗信教授領隊研發的探空⽕箭去年九⽉
在屏東縣發射成功，今年再度打造⻑約四公尺的混合式⽕箭在現場展出，讓學⽣永遠保有⾶⾏的美夢。機械系系友會會⻑
彭淼富也特別邀請「⽕⾞達⼈」游⽂進先⽣展⽰蒸汽⽕⾞，現場燃煤搭載乘客，同時也展出機械系⼗年前製作的蒸汽⽕
⾞，讓觀賞⺠眾⽐較兩款蒸汽⽕⾞之不同之處。五⽉即將出國⽐賽的油電⾞隊也在此次活動中展⽰兩款油電⾞，新款賽⾞
性能更佳，與現代⼯業⽤⾞更為接近。

校慶⽇從上午9點⾄下午4點在浩然圖書館廣場舉辦校慶園遊會，晚間7點舉辦校慶演唱會，邀請到FIR、戴愛玲、⼥孩與
機器⼈、李佳薇、紅花樂團等多組藝⼈輪番熱⼒接唱。各系所也舉辦系友回娘家的活動，校友與學弟妹⿑聚⼀堂，為交⼤
53週年校慶祝賀，熱鬧⾮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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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陳榮華學⻑、管國霖學⻑當選99學年度傑出校友
致⼒推動台灣品牌發光發熱-正新橡膠⼯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交⼤EMBA陳榮華學⻑

正新橡膠⼯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榮華學⻑為交⼤EMBA第⼀屆校友，進⼊正新輪胎已超過30年，從原本製造代⼯模式
轉變為⾃⾏開創品牌的成功企業，正新輪胎⽬前已成為台灣⼗⼤「華⼈世界第⼀⼤輪胎公司」及「全球⼗⼤輪胎公司」，
產品暢銷全球超過170多個國家。企業不斷成⻑茁壯，在過去⼗年營業額成⻑達六倍，2010年營業額已達千億台幣，並且
連續七年獲得「台灣⼗⼤國際品牌」，2010年經Interbrand認證達美⾦3.91億元，成就斐然。陳榮華學⻑同時榮獲
2010年<<經理⼈⽉刊>>「⼗⼤MVP最有價值經理⼈」等⼤獎。

陳榮華學⻑提到企業⾛向品牌化的過程，主要是過去代⼯的模式，⽣產決定權掌控在客戶⼿中，獲利有限，更無法創造品
牌價值，因此，決⼼推動⼀個屬於正新集團的產品品牌-MAXXIS，結合極⼤化、年輕化的概念，讓消費者對這個品牌感到
親切與喜愛。為了推廣品牌，將MAXXIS推向國際舞台，正新積極贊助許多⼤型運動賽事，包括美國MLB Yankees,
Dodgers, Nationals, Tennis Australia Open等，成功將品牌推向國際。此外，多年以來，正新企業⼀直專注本業，致
⼒研發各種尺⼨的輪胎，積極符合各類客戶的需求，陳榮華學⻑表⽰，橡膠⼯業屬於勞⼒密集、技術密集及管理密集的產
業，因此正新的⽣產基地遍及中國⼤陸及東南亞地區，並且努⼒提升研發技術，將輪胎產品輕量化以達省油、環保的⽬
的。

在企業經營⽅⾯，陳榮華學⻑的個⼈管理⾵格著重培養組織員⼯建⽴正確的價值觀，將「100%品質、100%服務及
100%信賴」的觀念深植在每個⼈⼼中，同時積極推動通路商及協⼒廠商都具有同樣的價值觀，期許能為客戶創造最好的
品質與服務。

陳榮華學⻑當初選擇就讀交⼤EMBA，主要是因為交⼤擁有優異的師資陣容，包括台積電張忠謀董事⻑及宏碁集團創辦⼈
施振榮董事⻑等企業領袖授課。在那段時間裡，他結交到許多良師益友，也學習到許多企業經營的新觀念，獲益良多，並
深深覺得任何觀念都必須使⽤在企業經營的環節中，才能創造出真正的價值。同時他也特別感謝⾃⼰的夫⼈過去30多年來
對⾃⼰的默默付出與⽀持，他才能在課業及事業⽅⾯全⼒以赴，獲得成就。

最後，陳榮華學⻑期許學⼦們都能把⾃⼰當成⼀個專屬品牌，以⻑遠的眼光⽤⼼經營，才能讓⾃⼰在社會中獲得尊重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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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並且竭誠歡迎交⼤畢業⽣能到正新公司服務。

花旗（台灣）銀⾏最年輕的董事⻑-交⼤電⼯系78級校友 管國霖學⻑

花旗（台灣）銀⾏董事⻑-管國霖學⻑畢業於交通⼤學電⼦⼯程系78級，之後獲得美國南加州⼤學企業管理碩⼠學位，畢
業後即進⼊世界知名的美國花旗銀⾏⼯作，成為優秀的儲備幹部。在這⼀路的過程中，他勇於嘗試不同的⼯作內容，經過
多種歷練。回到台灣以後，於2001年開創台灣專業財富管理銀⾏型態，並帶領花旗成為銀⾏界之領導品牌。同時，他也不
斷的超越⾃⼰的⽬標，36歲時即接任花旗消費⾦融業務台灣區負責⼈，並接任花旗(台灣)銀⾏總經理，2010年更榮升花
旗台灣區總裁與花旗(台灣)銀⾏董事⻑之職，成為台灣區最年輕之總裁暨董事⻑。

管國霖學⻑在交⼤求學期間，不但是社團重要幹部，且曾擔任梅⽵賽籌備委員，在這段⼤學時光裡⾯，他培養了許多課業
以外的多元能⼒，不但具有良好的溝通協調能⼒，同時也具有⾼度的領導能⼒，他認為「態度決定⾼度」，所以他相當⿎
勵學⼦們珍惜在⼤學校園的時光，努⼒找到⾃⼰的興趣與能⼒，未來⼀定可以幫助⾃⼰找到發揮的舞台。

花旗(台灣)銀⾏在管國霖學⻑的帶領下，屢創亮麗的經營績效，他持續將最新的產品及資源引進台灣，展現優異的銀⾏服
務，不但創造絕佳的獲利模式，同時也獲得⾼度市場評價，獲獎無數。其中包括亞洲銀⾏家「台灣最佳零售銀⾏」
(2010)、連續⼗五年榮獲天下雜誌銀⾏業最佳聲望標竿企業(2009)、亞洲財經雜誌最佳外商銀⾏(2009)及第六屆台灣企
業獎「傑出管理⼈獎」(2008)等榮譽。即使在⾦融海嘯期間，他仍致⼒於加強產品、提升服務及員⼯訓練，發揮組織綜
效，在變動無常的⼤環境中，持續帶領員⼯發揮卓越的成績。

除了專業表現令⼈讚賞，管國霖學⻑也積極發揮企業與個⼈的影響⼒，舉辦許多社區關懷活動、環境保護及推動⾦融理財
教育，並曾經與台積電、裕隆汽⾞等企業領導⼈⼀起帶動社會閱讀活動，希望將⾦融理財教育從⼩紮根，帶給全⺠正確的
理財觀念。同時在過去15年間，陸續發動募款活動，將所募得之近10億新台幣，幫助超過400個公益團體，讓這份⼤愛持
續散播，也為社會注⼊更多的關懷與正向的⼒量。

管國霖學⻑不斷超越⾃⼰的毅⼒與智慧，為⼈所讚賞，因此獲得99學年度交通⼤學傑出校友之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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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期中問卷
『課程期中問卷』實施時間為4⽉25⽇⾄5⽉13⽇，問卷將置於e3平台，歡迎全校教師踴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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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學開放式課程(OpenCourseWare, OCW)課程暨暨統計資料表
交通⼤學開放式課程(http://tocwc.nctu.edu.tw)截⾄99學年度下學期共計104⾨課程，含83⾨影⾳課程。課程、流量
統計暨意⾒回饋等資料，請參閱http://ocw.nctu.edu.tw/ocw_enews/100_04.html (若為亂碼，請由檢視→編碼→繁
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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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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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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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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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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將在浩然B1國際會議廳舉辦表揚會
社團法⼈中華⾝⼼障礙者勞⼯關懷協會將於4⽉25⽇上午9:30在本校浩然B1國際會議廳舉辦表揚會，感謝電物系徐琅⽼師
在計算機概論課程帶領學⽣，熱⼼協助該會架設網站。徐琅⽼師的計概課以專業融⼊服務學習的⽅式，讓學⽣在學習專業
的同時還可以利⽤所學協助弱勢團體，為社會付出⼀⼰之⼒。徐⽼師的案例證實了專業融⼊服務學習課程的可⾏性及其效
果，可供校內師⽣參考，希望有更多的⽼師投⼊專業融⼊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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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宿舍申請第四階段公告
主旨︓公告100學年度學⽣宿舍第四階段網路換宿事宜及第三階段分配結果。
申請及分配⽅式說明︓
壹、分配結果請參閱住服組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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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網路宿舍寢室交換
（⼀）申請時間︓100年4⽉19⽇上午9時⾄4⽉29⽇下午15時⽌。
（⼆）已分配100學年度宿舍同學(⼤學、碩⼠、及博⼠⽣全部)，
倘對分配寢室不滿意，請上網路交換。
（三）爾後申請為⼈⼯⽅式作業交換寢室，每⼈每次須繳交⼿續費新臺幣250元整。
（四）宿舍交換以申請上網時間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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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已獲得100學年住宿同學，請確實遵守學⽣住宿輔導辦法及借⽤宿舍契約書相關條款。
肆、100學年度欲退宿同學，即⽇起請帶學⽣證親⾄住服組辦理，依住宿輔導辦法六⽉卅⽇後不得退宿。
伍、100學年度宿舍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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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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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2011/2012年度台英(NSC-RS)合作交流互訪計畫」
⼀、本計畫本年度改為線上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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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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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附件說明，申請書及相關資訊請⾄國科會國際合作處網⾴最新消息查
詢http://www.nsc.gov.tw/int/ct.asp?xItem=19470&ctNode=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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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100年度「台灣經驗實證資料分析及加值值應⽤計畫」及「原住⺠部落與社會發
展計畫」受理申請
⼀、本計畫僅徵求整合型研究計畫，個別型研究計畫請勿提出申請。計畫須包含1個描述總體研究構想與架構的總計畫，
以及⾄少3項⼦計畫，並⾄少有3位學者參與研究，總計畫主持⼈必須主持1項⼦計畫。總計畫與⼦計畫之主持⼈與共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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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H46原住⺠部落與社會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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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effd60d012f0e9f3ac700a9&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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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智慧⽣活跨領域基礎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推廣計畫徵件事宜」及「智慧⽣活
整合創新跨校教學聯盟計畫徵件事宜」
⼀、「智慧⽣活跨領域基礎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推廣計畫」辦理⽅式如下︓
(⼀)因每校⾄多申請6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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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案以上，將進⾏校內協調
作業。
(⼆)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0年5⽉3⽇前備妥請印單、計畫申請書⼀式6份（有關計畫申請書中「督導本計畫之⾏政單
位主管」簽章處，跨領域基礎課程請加會通識教育委員會簽章︔服務學習課程請加會學務處簽章，若為和本校以外單位合
作，則請由合作之外部單位主管簽章），會辦相關單位陳核後於100年5⽉5⽇前送交計畫業務組彙整，俾憑於100年5⽉
10⽇前送⾄「智慧⽣活跨領域基礎與服務學習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
⼆、「智慧⽣活整合創新跨校教學聯盟計畫」辦理⽅式如下︓
(⼀)因同⼀單位⾄多申請1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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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上，將進⾏校內
協調作業。
(⼆)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0年5⽉6⽇前備妥請印單、計畫構想書⼀式6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5⽉10⽇前逕送
「教育部智慧⽣活整合性⼈才培育計畫辦公室」辦理申請。
三、計畫徵件事宜相關附件（含計畫申請書格式）請逕⾄該部網站 http://www.edu.tw(單位介紹/顧問室/電⼦公告欄)
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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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學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業基礎技術政策性項⽬）」受理申請
⼀、本計畫期能透過運⽤學界投⼊之研發能量，促成我國業者提升⼯業基礎技術之層次，進⽽使得我國成為全球⾼階⾼附
加價值⼯業產品製造⼤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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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項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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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前會辦相關單位後於截⽌收件
⽇期100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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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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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基本資料表⼀式2份。
(四)學術機構合法登記證明影本⼀式2份。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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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計畫構想書⼀式18份。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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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dpa.tdp.org.tw/index.php

[研發處] | Top

「⾏政院2011年傑出科技貢獻獎」之甄選訊息
⼀、⾏政院為表揚我國傑出科技⼈才，對國家社會所作之優異貢獻，⾃2011年4⽉1⽇起⾄2011年05⽉16⽇⽌受理推薦
「⾏政院2011年傑出科技貢獻獎」。
⼆、「⾏政院2011年傑出科技貢獻獎」候選⼈資格︓凡中華⺠國國⺠，從事⾃然科學與⼯程、⽣物醫農或⼈⽂社會等科技
⼯作，其研發成果有特殊傑出發明或創新，對於國家社會具有重⼤影響性、改⾰性及創造性之貢獻者，均具被推薦參加選
拔之資格。
三、傑出科技貢獻獎得獎⼈之遴選，採下列推薦⽅式公開徵求，公開選拔︓
1、各級政府機關、團體或海外僑社推薦。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學術機構推薦。
3、有關⼈⼠推薦。
四、「⾏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推薦書及相關規定等資料，可逕由⾏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網
⾴http://www.nsc.gov.tw「學術研究」之「補助獎勵辦法及表格」項下之「獎勵科技⼈才」下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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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勞⼯委員會訂定「國家訓練品質獎選拔表揚計畫」
⾏政院勞⼯委員會為獎勵推⾏訓練品質管理，樹⽴學習楷模，強化整體訓練品質⽔準及提昇我國⼈⼒資本，特訂定「國家
訓練品質獎選拔表揚計畫」，並⾃100年3⽉21⽇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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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傑出⼈才發展基⾦會100年第1期「傑出⼈才講座」、「積極留任國內優秀
學者」及「傑出成就獎」甄選訊息
1、財團法⼈傑出⼈才發展基⾦會100年第1期「傑出⼈才講座」、「積極留任國內優秀學者」及「傑出成就獎」⾃即⽇起
⾄5⽉31⽇⽌受理申請。
2、詳細之申請辦法與申請書，請⾄下述網址參閱與下載︓http://www.faos.org.tw/Application/index.asp。
3、歡迎有意申請之教師經由所屬學院推薦，並俟名單核定後，請於5⽉16⽇前，將申請資料、電⼦檔繳交⾄所屬學院，以
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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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11年「臺法科技獎」之甄選訊息
國科會⾃即⽇起⾄9⽉1⽇⽌受理申請2011年「臺法科技獎」，詳細辦法及要點請參閱國科會網站上之「最新消息」。本
獎項係依⾏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法蘭⻄學院⾃然科學院2003年2⽉10⽇簽署之「台法科技基⾦協議」辦理，每年雙⽅議
訂專⻑領域並頒發獎項予共同致⼒推動科學合作研究之法國與台灣學者團隊。請有意申請之教師經由各學院推薦，並請於
8⽉15⽇前，將申請資料、電⼦檔送交所屬學院，以利各學院彙整送研發企劃組備⽂函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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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住宅及福利委員會(以下簡稱住福會)函為中華郵政公司⾃100年4⽉7⽇
起，2年期定期儲⾦機動利率調升0.09％，調整後利率為1.295％，該會辦理之各項
優惠貸款爰分別配合於該⽇調整如說明，請 查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
⼀、依據教育部100年4 ⽉13⽇臺總(⼀)字第1000059922號函辦理。
⼆、依「中央公教⼈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規定，中央公教⼈員如因傷病住院、疾病醫護、喪葬或重⼤災害等情事，可申
請額度50或60萬元之急難貸款，其利率係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固定減0.025%計算，本次利率調整後為
1.27%。中央機關學校公教同仁如有需求，可檢具相關證明⽂件向服務機關申請後，循序送住福會辦理。
三、另為減輕公教⼈員購屋貸款壓⼒與解決資⾦需求，本會公開徵選銀⾏辦理以下兩項優惠貸款，茲分別說明如下︓
（⼀）「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房屋貸款，98年11⽉1⽇起由華南銀⾏承作⾄100年12⽉31⽇⽌。貸款利率按中
華郵政2年期定期儲⾦機動利率固定加0.265%計算，調整後利率為1.56%。
（⼆）「貼⼼相貸」─全國公教員⼯消費性貸款，100年1⽉起，由臺灣中⼩企業銀⾏承作⾄101年6⽉30⽇⽌，貸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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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華郵政2年期定儲機動利率固定加0.345%計算，調整後利率為1.64%。
四、⾄94以前各年度中央公教貸款業務，配合⾏政院整體住宅政策，已⾃97年1⽉起移撥內政部營建署主政，其調整後各
年度貸款利率，由該署另案通函各機關，併此說明。
五、⽬前各項公教⼈員優惠貸款利率⼀覽表，請參閱
http://www.ga.nctu.edu.tw/ga4/files/news/20110414134237.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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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上辦〜給您好⽣活
⾺上辦記錄摘要︓
Q1【⻑時間汽⾞申請】
網路⻑時間汽⾞停⾞證申請時間是上學期，不知現在是否可以申請?
A1舊⽣⻑時汽⾞識別證開放申請時間為五⽉下旬，屆時會將申請訊息公告在駐警隊網⾴。

Q2【校內停⾞】
從現在到五⽉下旬這段時間要停⾞的話，不知有什麼⽅法? 
A2近期若有使⽤汽⾞的需求，建議申請「學⽣計次停⾞識別證」使⽤。 申請⽅式如下︓ 請先⾄駐警隊網⾴填寫申請表，
列印後攜帶相關證件(學⽣證、⾏照、駕照，如⾞主⾮本⼈請攜帶相關證明⽂件)⾄中正堂⼆樓駐警隊辦理。申請網
⾴︓http://www.ga.nctu.edu.tw/ga8/car.php

Q3【可否提供各宿舍收費標準清單】
可否提供各宿舍(單⾝宿舍)收費標準清單，因為宿舍費收費提⾼，請保管組提供收費標準清單供⽐較，(想了解收費的⽐例
是否合理)，EX 單⾝宿舍，雅房與套房的收費標準(九⿓宿舍內的)，以及建功宿舍與學府郵局旁的單⾝宿舍收費標準。
A3本校職務宿舍之維修費收費標準（請參考︓http://www.ga.nctu.edu.tw/committee/committee2/#e），經88年6
⽉25⽇實施⾄今，皆無調整，並隨著建築物的年份逐漸遞減，另上因應物價上漲，⽼舊建築物之維修成本提⾼，原收取的
維修費已不敷⽀應相關宿舍開⽀，經99上學年度職舍委員會及99.12.31第7次⾏政會議通過，⾃100.1.1起所有職務宿舍
全⾯調漲30%。

Q4【希望能增設⾃動販賣機】
希望能在⽥家炳光電⼤樓裡增設飲料⾃動販賣機。 觀察過不少⼤樓皆有⾃動販賣機的設施，稍新建的交映樓也有了， ⽽
⽥家炳裡也有不少研究室，因此希望能⾄少在⼀樓增設⼀台飲料的⾃動販賣機(最⼀般的就可)，相信可以⽅便不少。
A4事務組會與管理單位溝通後再設置，⽬前合約已簽約，需再增設點需再與簽約廠商協商。

Q5【⼥⼆⾃助餐糖醋味道怪怪的】
⼥⼆⾃助餐主菜糖醋味道怪怪的吃幾⼝就吐出來了。
A5勤務組第⼀時間通知廠商處理，並邀請同學、廠商⾄本組討論，結論如下︓ ⼀、⾃助餐主菜「糖醋咕咾⾁」，製備過
程是將咕咾⾁先炸過⼀次，再與洋蔥燴煮，並加⼊蕃茄醬、⽩醋等調味料調製⽽成，⾷材⼝感偏酸甜⼝感。糖醋咕咾⾁⾷
材製作經⾼溫烹調2次，⾷材不熟度發⽣機率較低，⼝感差異發⽣機率較⾼。 ⼆、感謝同學對本校委外經營廠商⽀持與惠
顧，為能盡快處理問題，爾後亦可當場向管理部經理（林經理，⼿機︓0987-673-779）反應處理。 如仍有任何相關疑
問，敬請同學不吝與本組聯繫。

Q6【F棚下層似乎久未拖吊】
機⾞F棚下層似乎許久未拖吊，最近未停在格線內情況益發嚴重，希望能加強拖吊以嚇阻違規停⾞之⾏為。
A6近⽇待⼈⼒充⾜時，會儘速派員加強違規拖吊。

Q7【博愛校區機⾞停⾞場遮⾬棚】
上學期有跟學校建議博愛校區後⾨機⾞棚(近學府路)可以加裝遮⾬棚，當時營繕組有允諾, 並告知已在追加經費，敢問現況
如何,經費是否提撥下來了,以及何時會動⼯? 
A7有關博愛近學府路機⾞停⾞場加裝⾞棚⼄事，考量適法及經費等問題，僅能部分進⾏，⽬前已經請廠商提供施做⽅式圖
⾯，近⽇會施做。

Q8【機⾞證申請】
清華⼤學的學⽣，是否可以申請機⾞證呢? 
A8交⼤機⾞證僅限本校教職員⽣申請，若為選修⽣(⾮交⼤正式學⽣，例如︓無交⼤學⽣證、學號)，則無申請資格。如有
停⾞之需，建議可停放於校外的C機⾞棚(位於⼤學路左側，近北⾨機⾞道⼊⼝)，此⾞棚距離上課的系館亦不遠。

Q9【關於美術館及校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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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請問校園⻄區何時會整頓完成呢? 想請問交⼤美術館是否有機會繼續開始建造? 校園新⾵貌的網⾴似乎也有⼀段時間沒
更新了? 很想要知道學校的⼀些⼤樓什麼時候會蓋 。
A9有關校園⻄區開發何時完成⼄節，⽬前⽔⼟保持設施⼯程部分已完⼯，刻正申請雜項使⽤執照，原則上須待主管機關核
發後，⻄區才能進⼀步進⾏依據未來使⽤狀況施做後續之球場、景觀、照明、給⽔電等雜項設備⼯程。預估⼀切順利時應
該在3⽉底左右進⾏後續設施建置⼯程。 ⾄於有關交⼤美術館是否有機會繼續建造，⽬前校務基⾦經費有限短期內尚無籌
編預算之規劃。 另校園新⾵貌的網⾴，將儘速依完成現況更新。

Q10【有同學惡意把烘⾐機棉絮丟到⽔槽】
有同學惡意把烘⾐機棉絮丟到⽔槽，每次都讓洗⼿台阻塞，⽽且黑黑的很噁⼼，希望能把這位同學抓出來教。
A10【住服組回覆】
⼀、歡迎同學們檢舉。 
⼆、宿舍是同學們的共同資產，呼籲⼤家愛⼼使⽤，⼈為的破壞及能源的浪費是宿舍費⽬前虧空的原因之ㄧ，讓我們愛惜
使⽤能遮⾵避⾬的宿舍公共財務為盼。

Q11【遠百禮卷,⼤潤發禮卷】
請問現在有賣遠百貨或是⼤潤發禮卷嗎?校友可以買嗎?要攜帶證件嗎?
A11現兩家禮券均無現貨且交⼤禮券以服務學校教職員⼯⽣為主，現階段尚未開放校友購買，造成不便敬請⾒諒。

Q12【今年度畢業典禮辦理⽅式】
以往學校畢業典禮⽅式對於博⼠畢業⽣皆是在中正堂採校⻑⼀⼀頒授畢業證書，(⼀來每年博⼠畢業⽣數量不多，⼆來博⼠
學位意義重⼤)，⽽今年度畢業典禮⽅式竟然採各學院"代表"⼆⾄三名博碩⼠班參加畢業典禮。 我認為，每年的畢業典禮
對畢業⽣的意義相當⼤，尤其是熬了五、六年的博⼠畢業⽣。但今年的畢業典禮卻相當的不尊重博⼠畢業⽣，處理相當的
草率，希望學校及校⻑審慎評估處理。
A12【課外組回覆】該建議事項已經⾏政會議再次討論 最後決議仍維持⼀場⽅式辦理 因本案係依⾏政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課外組是畢業典禮承辦單位 必須依決議辦理， 以下為⾏政會議主席裁⽰，請參考︓ 主席裁⽰︓ ⼀、畢業典禮仍維持⾏事
曆原訂⽇期6⽉25⽇，當⽇上午10時⾄11時30分於中正堂辦理⼀場由校⻑主持並以⼤學部及各院研究⽣代表之畢業典
禮。 ⼆、各院可邀請學⽣參與規劃發揮創意，辦理具各院特⾊之畢業典禮，經費由校⽅⽀應︔有關典禮空間由學務處統籌
協調及安排，並請提供畢業典禮作業流程供各院參考。 三、將致送全校學⽣說明畢業典禮⽇期及進⾏⽅式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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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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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社廠商參展資料
21⽇ 
上班族--服飾
美杏⼿作屋--⼿作布包(DIY)
新榮陽鞋⾏--排汗⾐、⽪鞋
簡⽼爹--宜蘭滷味
17號草堂--⼿⼯⼤餅
荷薌--黑⽊⽿汁
啟榮--⾬傘
銓泰環能科技--充電器、遙控⾶機
延勇(陳師傅)--⼿⼯餅乾
東園⾷品--⽶苔⽬、板條、⽇式⼤板條(⼿⼯) 

28⽇
上班族--服飾
舞⽶樂--⾷品百貨
17號草堂--⼿⼯⼤餅
菜⾹根--有機⾷品
天藍養蜂場--蜂王乳、蜂蜜(醋)
戀依--⼥⽤服飾
開元⾷品--(華航)蛋糕、甜點果汁
璞鈺商⾏--客家養⽣商品、蛋糕
宥⾜--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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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薌--黑⽊⽿汁

5⽉5⽇ 
上班族--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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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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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勇(陳師傅)--⼿⼯餅乾
美利歐--⽇韓⽪包、飾品
宜⼒--乳酸菌、優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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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上班族--服飾
邱林記⾷品⾏--⼿⼯現作⿆芽糖
戀依--⼥⽤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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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交通⼤學理學院徵求院⻑候選⼈
本學院公開徵求理學院院⻑，聘期⾃⺠國壹百年⼋⽉⼀⽇起，任期三年，歡迎學術界⼈⼠推薦。

理學院現況
⽬前有三系七所⼆個研究中⼼⼀個碩⼠專班及⼀個跨領域科學學⼠學位學程班，分別是電⼦物理系(所)、應⽤數學系(所)
及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所、應⽤化學系(所)及分⼦科學研究所、統計學研究所、物理學研究所、分⼦科學研究中⼼、數學
建模與科學計算中⼼、理學院碩⼠在職專班(科技與數位學習組及應⽤科技組)、跨領域科學學⼠學位學程班。現有專任教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師102⼈，⼤學部學⽣725⼈，碩⼠班學⽣625⼈，博⼠班學⽣272⼈。

院⻑職責
1.扮演學術領導⼈的⾓⾊︔
2.肩負協調院內各系所之教學與研究，及整合院內各項資源並促進跨系(院、校)際之研究與建教合作，使交⼤理學院之⼈
⼒和物⼒，發揮最⼤的功能。

候選⼈的條件
1.具教育部認可或審定之國內外⼤學教授資格者。
2.在學術上有卓越表現並富⾏政經驗及領導能⼒者。
3.未曾擔任本院院⻑⼆任(含)者。

應備資料
1.被推薦者個⼈詳細履歷、著作⽬錄及五年內著作抽印本。
2.對院務發展的看法及其他相關資料（如︓推薦信函）。

收件截⽌⽇期
請於⺠國100年4⽉29⽇（星期五）下午5點整前，備⿑資料寄達交⼤理學院『理學院院⻑遴選委員會』收。

國⽴交通⼤學理學院院⻑遴選委員會
聯絡地址︓新⽵市⼤學路1001號 國⽴交通⼤學『理學院院⻑遴選委員會』
助 理︓劉佳菁⼩姐【聯絡電話︓03-572 7077  傳真電話︓03-571 9507】

[理學院] | Top

魯迅的復仇哲學
時間︓2011/4/27（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魯迅的復仇哲學
主講⼈︓倪偉先⽣(復旦⼤學中⽂系教授、交通⼤學社會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從唐宋詩詞看中國⼈的審美觀
時間︓2011/5/4（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從唐宋詩詞看中國⼈的審美觀
主講⼈︓呂正惠先⽣(淡江⼤學中國⽂學系教授)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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