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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梅⽵三⽉開賽，後援系列活動開跑︕
⾟卯梅⽵賽將於3⽉4⽇⾄6⽇登場，後援活動先開跑︕23⽇誓師開始，將啟動⼀連串的後援活動及宣傳，讓所有交⼤⼈能
夠⼀起共襄盛舉，感受梅⽵熱鬧氣氛。

23⽇登場的開幕誓師會將廟⼝夜市帶進交⼤，將梅⽵⽂化融⼊夜市⽂化中，包括射⻘蛙（清華）氣球、釣⻘蛙、幸運腳環
製作、祈願卡等活動，交⼤吳妍華校⻑也將在開幕晚會上與學⽣⼀起以仙⼥棒許願、放天燈祈福。24⽇晚上邀請到王⽂華
演講，暢談「從⼤學⽣到地球⼈」。另為宣導梅⽵賽提倡的運動⾵氣，26⽇舉辦歷史悠久的「⼗⼋尖⼭花季路跑活動」，
邀請⺠眾⼀起路跑。最特別的是停辦7年的梅⽵造勢機⾞⼤遊⾏今年復辦，26⽇將會有近400名學⽣，機⾞遊⾏全新⽵。
遊⾏隊伍將從交⼤運動場出發，到新⽵東⾨城由⽕⼒班帶領，以⼝號宣⽰今年連勝的決⼼。

3⽉開始也會有⼀連串的應援活動。1⽇舉辦「挑戰梅⽵101」的問答⽐賽，透過答題讓同學對梅⽵歷史及歷代梅⽵英雄們
有更深⼊的瞭解及認識。2⽇晚上登場的是舉辦多年的「梅⽵夜烤暨歌唱啤酒⼤賽」，以有趣的「唱衰清華歌唱⼤賽」活
動，為梅⽵英雄們打氣。3⽇由⽕⼒班所領軍「踏清」，在交⼤與清⼤校內遊⾏，⾏進間除了喊⼝號、對清⼤嗆聲外，也
會穿插短劇等⼩活動⿎舞交⼤⼠氣，增加交⼤同學對⾟卯梅⽵賽的參與感與戰⾾⼒，也增加交⼤同學對交⼤的歸屬感及榮
譽⼼。 

交⼤梅⽵後援會⾃去年11⽉就開始100倒數的系列活動，並設計多款特⾊紀念商品。會⻑外⽂系⼤三林宛蓁期望透過每個
活動，能凝聚交⼤學⽣團結合作的⼒量，選⼿們也將梅⽵賽視為莫⼤的榮耀，「暴漲我⽅氣勢並打趴對⽅傲氣，為不久即
將展開的梅⽵賽打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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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清⼤學⽣⾸次跨校合作辦報 「報⽵梅花錄」23⽇搶先掀梅⽵賽熱潮
⾟卯梅⽵賽即將在3⽉4⽇⾄6⽇登場，為讓兩校師⽣「溫故知新」︓瞭解梅⽵歷史，同時掌握梅⽵賽最新動態，交⼤傳播
與科技系「喀報」與清⼤「校園媒體⼩組新聞部」打破校際界線，派出34位記者分兩校採訪，並邀請曾任資深記者的交⼤
傳科系助理教授林照真指導。歷時近三個⽉編輯完成的「報⽵梅花錄」，將於2⽉23⽇發⾏1萬5000份，並免費在兩校宿
舍、各寢室、處室、教授研究室及實驗室發送。

「報⽵梅花錄」是由清⼤校園媒體⼩組發起，與交⼤傳科系喀報合作出版的梅⽵賽特刊，為化解梅⽵賽兩校間的對⽴，希
望發⾏這份「愛的報報」。清⼤總編輯⼈⽂社會學⼠班⼤三劉⼠豪解釋，刊名特意將「梅⽵」兩字順序顛倒為「⽵梅」，
以爆⽵和梅花⿅的諧⾳命名，「爆⽵象徵激烈熱鬧，梅花⿅則是溫和的國寶級動物，符合本報精神。」交⼤總編輯傳科系
⼤三陳雅甄期盼藉由清交兩校學⽣攜⼿合作，共同將最精采的賽事新聞與最特別的議題呈現給讀者。

本期「報⽵梅花錄」共有24版，除了各個校隊的⾵格、優秀選⼿介紹外，另報導了本屆⾜球、圍棋以及⼥桌表演賽停賽的
原因以及球員反應︔此外也詳實紀錄最強⼒的後援̶兩校⽕⼒班及交⼤梅⽵後援會、清⼤梅⽵⼯作會的歷史，還介紹了連
校外⼈⼠都喜愛的梅⽵紀念商品。有趣的是安排兩版的「梅⽵噢賣尬」，蒐集歷年來梅⽵賽的有趣照⽚搭上設計對⽩，讓
讀者會⼼⼀笑。記者們更找到幾則「⻘椒⼈徘徊清交⼩徑」故事，交⼤博班學⽣加⼊多是清⼤學⽣的清華電台，如何秉持
中⽴態度為梅⽵轉播賽事︖以及為清⼤⼥籃效⼒四年的球員考上交⼤研究所，「⽣是清⼤⼈，死是清⼤魂」的梅⽵賽愛校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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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的一刻！交大機械博士班王威翔追過清大選手，梅竹

第一場比賽為交大逆轉、拿下第一勝。（攝影/周坤億）

交大吳妍華校長、清大陳力俊校長一同敲鑼，宣示辛卯梅

竹正式開打！（攝影/周坤億）

劉⼠豪表⽰，以往「清⼤校園媒體⼩組」的梅⽵賽報導多侷限在清⼤，如果能有綜合性、橫跨兩校的刊物才能提供讀者有
更公正的資訊。因此找到交⼤傳科系林照真⽼師及其指導的喀報⼀同合作，「學到很多過去在社團中學不到的東⻄。」包
括與以往⼩量印刷不會接觸的印刷場溝通協調、報紙排版、新聞編寫的細節等等。「經由林⽼師的指導，才知道『記者/綜
合報導』、『記者/⽂』及『記者/報導』的不同。」此外，為了讓特刊更完美，他們找回有豐富美編經驗的交⼤傳科系校
友鍾瑄回校協助，「經過學姊排版的修飾與矯正後，真的有如『畫⿓點睛』，是⼀份豐富完整的報紙了︕」

第⼀次發⾏跨校梅⽵特刊，陳雅甄跟劉⼠豪也擔⼼報導會引起爭議性的討論，「我們都經過⼀次次開會討論，林照真⽼師
的修改，呈現最公正、確實的報導。」3⽉2⽇將發⾏第⼆期，屆時「報⽵梅花錄」會專題報導梅⽵賽未來的可能性，引發
讀者更多省思跟探討。梅⽵賽正式起跑後，交⼤喀報記者群會在網站上提供最快速的⽂字及影⾳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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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四三年，梅⽵夜未眠
歷經四⼗⼆個年頭，每年春天在新⽵的重頭戲─象徵交、清兩校友誼的
梅⽵賽，於三⽉四⽇到三⽉六⽇熱鬧舉⾏。四⽇下午交⼤吳妍華校⻑及
清⼤陳⼒俊校⻑在交⼤體育場，在所有選⼿、⽕⼒班、啦啦隊及場邊熱
情學⽣的「梅⽵成功，交、清必勝︕」吶喊聲中，兩位校⻑⼀同敲鑼，
宣⽰⾟卯梅⽵正式開跑︕

因應到來的⾟卯梅⽵，⼀名交⼤學⽣特地到⾺英九總統的臉書留⾔，⾺
總統特地錄製⼀段影⾳祝賀梅⽵成功。影⽚中，⾺總統為⼤家複習梅⽵
賽的歷史，交⼤與清⼤兩校因相鄰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特殊的情誼，頻繁
的互動也讓兩校間有許多良性的競爭。⺠國五⼗七年清⼤梅貽琦、交⼤
凌鴻勛（字⽵銘）校⻑以⼀枚硬幣定名梅⽵賽，五⼗⼋年正式開賽⾄

今，扣除掉停賽⼋年、平⼿三年，三⼗四次象徵友誼的梅⽵賽，交⼤共奪得⼗⼋次的總錦標，⾺總統期望梅⽵賽以賽會
友、以友輔仁，「強國必先強⾝，正也是運動的⽬的。盼兩校保持運動家⾵度，梅⽵成功，請⼤家拭⽬以待︕」(相關影⾳
請看⾺總統臉書)

⽽⾃⺠國九⼗⼆年以來，交⼤更連勝六次，雖在九⼗⼋年以四⽐⼆斷了
七連霸之路，但去年以⼋⽐三的差距奪回總錦標，期待今年能再度奪下
總錦標、取得⼆連霸。總召交⼤⼯⼯⼤四謝欣曄致詞時表⽰，梅⽵賽不
但凝聚兩校學⽣，也讓以理⼯著稱交清兩校更重視體育跟藝⽂的發展，
「⽀持聲與掌聲都⾮常重要，讓⼤家⼀起⽤熱情注滿梅⽵︕」

清⼤陳⼒俊校⻑表⽰，梅⽵賽「僅此⼀家、別無分店」，四⼗⼆年來兩
校越打越旺，優良傳統應繼續維持，共同寫下另⼀⾴新的歷史。陳⼒俊
校⻑笑⾔，交⼤吳妍華校⻑是兩校多年來第⼀位⼥校⻑，同時是清華化
⼯系李育德教授的媳婦，「前三⼗年都是幫清華加油，不勉強吳校⻑
啦︕」陳⼒俊校⻑更爆料⾃⼰其實是交⼤的⼥婿，夫⼈在交⼤服務⼆⼗
幾年。「梅⽵家庭在梅⽵賽⽴場如何︖夫妻登⼭，各⾃努⼒、各憑本
事，兩校同學盡⼒發揮，清交⼀家親︕」同時他也提到兩校多年來有許
多合作，兩校的⼀級主管很多都是兩校校友，也有多項五年五百億計畫
的合作。「交⼤、清華共同⾯對的道路就是寶⼭路，是清華、交⼤兩校
同學的寶⼭，梅⽵賽也是兩校的寶庫，祝福⼤家在寶庫中滿載⽽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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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啦啦隊以一連串高難度的空拋動作帶來精彩的表演。

（攝影/周坤億）

周秉彥（左）和呂紹安（右）拿下交大首勝，交大人為之

瘋狂。（攝影／林宜芳）

清大楊文呈用表情傳達勝利。（攝影／林宜芳）

交⼤吳妍華校⻑表⽰，梅⽵賽為中華⺠國創造歷史，很少有競賽能如此
歷史悠久⼜能永存，「梅⽵賽因為地理位置，由友誼到競爭，從運動培
養團隊精神及對學校的認同感。」吳校⻑從她過去在陽明⼤學的經驗，
發現學⽣畢業後，最懷念的⼤學時光就是每年的運動賽，募捐時也常常
捐款給⾃⼰的球隊，「常帶來精彩表演的啦啦隊、內容充實的學⽣梅⽵
特別報導『報⽵梅花錄』，可以看出梅⽵帶動的不只是運動精神，同時
讓學⽣在⼤學、研究所時期，學習到很多在其他課業上學習不到的經
驗。」吳校⻑強調，這正是培養全⼈教育的能⼒，包括組織、協調及溝
通能⼒等等。吳校⻑更說，今年梅⽵賽由交⼤主辦，交⼤會盡地主之
誼，並且⼆連霸。她也期許交、清兩校除了師⽣之間互動良好外，頂尖
⼤學計畫合作也要互相交流︔她更開玩笑道，未來或許能⼀起蓋學⽣宿
舍，「住⼀起，創造更多梅⽵家庭︕」

梅⽵賽是兩校校隊成員⼀展⻑才的⼤好機會。今年⾟卯梅⽵賽除了舉辦
各項正式賽、表演賽、以及去年新增的散打搏擊表演賽之外，也將重新

舉辦庚寅年停辦的表演賽─辯論表演賽，希望透過表演賽讓學⽣更加認識辯論這項活動。今年的梅⽵賽賽程⾃三⽉四⽇開
始進⾏⽥徑、辯論、桌球、劍道、⽻球⽐賽，三⽉六⽇進⾏橋藝、棋藝、網球、棒球、男⼥籃球⽐賽，三⽉七⽇進⾏⼥⼦
⽻球、散打搏擊、男⼥排球⽐賽等。

開幕典禮同時是精彩的⽥徑表演賽，⼀開始由交⼤跑外側跑道，第⼆棒開始落後給清⼤，直到倒數第⼆棒仍落後清⼤約
四、五公尺，沒想到最後⼀棒的機械博⼠班王威翔⼤腳⼀跨，逐漸將距離拉近，在最後半圈超越清⼤選⼿，以逆轉勝為⾟
卯梅⽵揭開精彩、完美的序幕。⽽後兩校啦啦隊登場表演，活潑、朝氣的舞步及⾼難度的空拋動作，掀起開幕儀式的⾼
潮，「N︕C︕T︕U︕ GO︕FIGHT︕WIN︕」今天下午將分別在兩校舉辦辯論表演賽、桌球體資體保友誼賽及正式賽、
劍道表演賽、⽻球體資體保表演賽及正式賽等精彩賽事。「⾟卯四三年，梅⽵夜未眠」今年梅⽵獎落誰家︖讓我們拭⽬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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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取桌球 清⼤先馳得點
桌球正式賽是⾟卯梅⽵賽第⼀場正式賽，清⼤以3︓1先下⼀成，旗開得勝。雙⽅教練在賽前預測時對贏⾯都語帶保留，但
賽後清⼤教練吳德成露出滿意的微笑說，球員們已發揮了平常的⽔準，讓觀眾看了⼀場精彩的⽐賽。

第⼀場單打由交⼤曾于平對上清⼤游佳叡，⾝形嬌⼩、⾯⽬清秀的曾于
平和⾝材⾼⼤的游佳叡形成視覺上的對⽐，雖然游佳叡⼀開始氣勢如虹
拿下第⼀局，曾于平還是以沉穩的回球以1︓1形成平⼿，雙⽅⼀直呈現
拉鋸戰，最後由游佳叡以3︓1 取得勝利。第⼆場單打也是男⼥對打的
狀況，由梅⽵賽經驗豐富的清⼤⾟璧宇對上場邊有⽼婆⼩孩加油的郭俊
杰，郭俊杰⼀開始連拿2局，但第三局開始⾟璧宇急起直追，雙⽅鏖戰5
局，戰況激烈，最後⾟璧宇以3︓2，驚險地獲勝。

第三場雙打交⼤⽅⾯由⽼搭擋周秉彥、呂紹安與清⼤⿈少遠、洪紹鈞對
打，第⼀局清⼤選⼿在發球前發出吆喝聲壯⼤氣勢，爲交⼤選⼿帶來壓
迫，加上⾝體還沒暖起來，造成回球失誤多，因此清⼤先下1局，以1︓

0取得領先。但交⼤後來將狀況穩定下來，連拿2局，第4局⼀開始就取得5︓0的領先，迫使清⼤叫出暫停。但最後清⼤⿈
少遠、洪紹鈞還是不敵交⼤周秉彥、呂紹安，交⼤拿下桌球正式賽的⾸勝，交⼤場邊⼈⼈精神振奮，氣勢由清⼤⽅倒向交
⼤⽅。

第四場單打清⼤派出肢體語⾔豐富的楊⽂呈對上交⼤邱嗣儒，兩⼈你來
我往，⼀開始都各拿下⼀局，形成平⼿，但是最後氣勢⼀⾯倒，楊⽂呈
幾乎是壓著邱嗣儒打，連拿2局，最後以3︓1獲勝，拿下清⼤的3勝。
關鍵第五場雙打是清⼤謝賀捷、張育嘉對上羅懷保、張哲嘉，清⼤⼀開
始先聲奪⼈，拿下第1局，第2局開始，雙⽅⽐數接近，賽況膠著，數度
出現平⼿的狀況，但後來清⼤謝賀捷、張育嘉仍以3︓0獲得第五場⽐賽
的勝利，爲清⼤拿下第4勝，再桌球正式賽中以3︓1戰勝交⼤。

賽後清⼤球員贏球的喜悅滿滿地掛在臉上，⽽清⼤⽕⼒班更是掌聲如
雷、歡聲雷動。清⼤教練吳德成表⽰，今天的⽐賽球員都有發揮出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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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妍華校長到場觀賽，不斷歡呼為學生精彩的表現喝采。

！（攝影/周坤億）

第四點雙打由交大吳昀霖、盧泓佑拿下關鍵一勝，交大羽

球十一連霸！（攝影/周坤億）

的⽔準，他感到很滿意。他認為梅⽵賽是「兩校的奧運會」，雙⽅⽐的是精神、⼼理狀態以及經驗，明年還會踏實地訓練
球員，讓球員能在梅⽵賽繼續揮灑。交⼤教練游鳳芸則瀟灑地說︓「沒什麼感想，明年繼續努⼒︕」她坦承，清⼤單打⽅
⾯本來就⽐較強，但她也替第⼀點與第⼆點的單打感到可惜，不過她說，「球員們都表現得很棒，尤其是第三點的雙
打︕」游鳳芸說，球員們會更努⼒繼續練習，明年梅⽵賽再來過，並請⼤家期待明年的桌球正式賽。 

[傳科系/喀報] | Top

清「⽻」交 點點精采
３⽉４⽇晚間七點，⽻球正式賽在兩校⽕⼒班及觀眾熱烈的歡呼下，於
交⼤綜合球館開打，第⼀點由交⼤范仕坤對上清⼤陳柏霖。范⼠坤在⽐
賽⼀開始因發球失誤及⻑球出界讓對⼿陳柏霖得分，在穩定過後，范⼠
坤發揮過⼈的體⼒及韌性，藉快速網前搶球連續得分後，中間以 11︓
５ 換場。儘管范仕坤幾次回擊的球質不佳，但由於陳柏霖下壓保守，使
范仕坤多次化險為夷。交⼤⼀路保持領先，第⼆局更是壓倒性勝利，最
後分別以 21︓13 及 21︓9 獲得第⼀點單打勝利。

第⼆點單打則由交⼤徐綱駿對上清⼤陳⾱翰，⼀開始徐綱駿以 3︓0 領
先，但⼀路領先的氣勢卻在中場 11 分換場後逆轉，陳⾱翰以連兩顆貼
網搓球得分，⼠氣⼤增︔徐綱駿也由於前場⼩球、推球的失誤，球路偏

向保守，讓清⼤⼀度保持 12︓13 領先，最後第⼀局交⼤是以 22︓20 險勝。到了第⼆局，雙⽅選⼿皆以放⼩球、擠後場
球路為主，替⾃⼰製造攻擊機會。由於陳⾱翰左右兩邊接殺能⼒不錯，徐綱駿便轉⽽以扣殺中路為主，改變戰術後以⽐數
21︓14 爲交⼤拿下第⼆點單打勝利。

⽽關鍵點男雙，則由交⼤羅傑、丁冠中，對上清⼤⼥⽻教練吳朝瑩（職
碩）、童明昌。⼀開始清⼤的變線抽球使得交⼤選⼿不及反應，且羅傑
和丁冠中失誤較多，中場便以 11︓5 顯著差距換場。

然⽽，換場過後交⼤選⼿漸⼊佳境，頻頻追分。羅傑多以推擠中路球逼
迫對⼿挑球，以便讓後場攻擊，丁冠中則在對⼿殺球時，以四顆對⾓線
正⼿回抽，讓清⼤措⼿不及，場邊觀眾連連叫好︕在第⼀局賽末，交⼤
便以 21︓19 ⽐數逆轉勝。第⼆局因為洞悉對⼿弱點且發揮優勢，羅傑
與丁冠中兩⼈搭檔，以 21︓15 贏得⽐賽。關鍵⼀勝也使得交⼤加油團
為之瘋狂，交⼤男⽻⼗⼀連霸在此確⽴。

到了第四點雙打，由交⼤吳昀霖、盧泓佑對上清⼤楊進⿓、薛仰志，儘管確定⾟卯梅⽵⽻球正式賽點由交⼤拿下，但清交
兩校觀眾熱情依舊。在第⼀局，雙⽅不斷呈現拉鋸戰，從 11︓10 僵持到 18︓18 ，最後盧泓佑則是殺球掛網，交⼤以
19︓21 暫輸清⼤，結束第⼀局。⽽後，交⼤選⼿經教練指導與溝通，以 21︓17 拿下第⼆局，進⼊決勝⼀戰。第三局交
⼤則以連續下壓攻擊為主，由吳昀霖擅⻑的重殺攻擊，配合盧泓佑穩定的平抽擋，最終以 21︓19 戰勝清⼤。驚險刺激的
三連戰，使得吳昀霖在得知贏球之際⾼丟球拍，歡呼⽰意︕

最後，則是由征戰梅⽵多年的交⼤謝⼀弘，以多次中後場跳殺得分，壓過清⼤許⾕榕，逼迫對⼿主動性失誤，以 21︓12
及 21︓16 結束男⽻正式賽，交⼤以五⽐零⼤獲全勝，校歌⾼聲四起，兩校情緒呈現極⼤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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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奪網勝 重返榮耀
網球正式賽於清⼤網球場開打，賽前雙⽅都預估交⼤贏⾯⽐較⼤，但已經4連敗的清⼤，卻靠著無⽐的毅⼒和堅持，以3︓
1擊敗交⼤，擁抱睽違已久的勝利。

第⼀場單打交⼤⽅⾯由⿈建勳對上清⼤紀政德，雙⽅⼀開始互不相讓，各破發球局，形成2︓2平⼿，隨後⿈建勳連拿三
局，⽐數變成5︓2領先，但紀政德隨後找回⼿感，連追5局，壓過⿈建勳，以7︓5拿下第⼀場單打，清⼤先馳得點。紀政
德是梅⽵賽⽼⼿，對上初次在梅⽵賽亮相的⿈建勳，最後還是以經驗取勝。 

第⼆場雙打由交⼤鄭濬煒、張鈞皓碰上于煥澤、楊孟翰，交⼤氣勢如虹，⼀開始先拿4局，形成4︓0領先，接著在第7局雙
⽅你來我往，出現6次deuce(平⼿)之多。雖然交⼤在最後⼀局浪費了5個賽末點，但靠著⾸次上場梅⽵賽、⽬前⼤⼆的張
鈞皓在網前犀利的截擊，最終勝利由交⼤拿下，返回⼀成。 

第三場單打由交⼤劉浚宇對決清⼤李佳澤，雙⽅互相上網、破發，劉浚宇以刁鑽的打法和李佳澤的底線左右調動，形成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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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打三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比賽，但雙方都堅持到底絕不放

棄（攝影/蔡妙鈴）

因為盡了全力，輸了之後仍難掩失望神色（攝影/蔡妙

鈴）

比賽結束後兩方握手，展現彼此風度。（攝影／陳文玲）

拋高的發球，揭開比賽序幕（攝影/蔡妙鈴）

清大選手羅盛永（左）與交大選手徐豪（右）在上半場比

賽中陷入僵局，終以和局收場。（攝影／陳文玲）

均⼒敵的局⾯，形成
6︓6的平⼿，此時兩
⼈皆已來到體⼒的極
限，並都出現嚴重的
抽筋的現象，步履闌
珊，只靠意志⼒⽀
撐，來到搶七決勝
局。兩⼈鑋戰將近2
個⼩時，最後清⼤李
佳澤以7︓6(7︓0)贏
得勝利，賽後兩位選

⼿都被抬出場，奮戰的精神令⼈動容。 

關鍵第四場雙打是交⼤王培宇、鄒育霖對上清⼤張晏誠、林明顯，交⼤
受到上⼀場隊友受傷的刺激，⼀開始就展現氣勢，靠著「罩哥」王培宇猛烈的攻擊，連下4局。但後來交⼤連連失誤，清
⼤展現穩健的發球以及回球，形成5︓5平⼿的局⾯。此時⽐賽已接近勝負關鍵，雙⽅皆承受壓⼒，最終交⼤不敵清⼤的拼
勁，以5︓7落敗。清⼤拿下此盤，雖然⽐賽還是繼續，但已確定以3︓1拿下網球正式賽的勝利。 

第五場單打交⼤派出周效瑜，清⼤則派出朱書磊應戰，即使無關輸贏，
兩⼈還是盡全⼒赴賽。⼀開始清⼤延續贏球的氣勢，以3︓2領先交⼤，
但後來周效瑜把情況穩定下來，靠著優異的抽球和回擊，以6︓3獲勝。

賽後清⼤教練全⼀偉說︓「贏球⾮常喜悅，關鍵在於選⼿是否堅持下
去。」他認為，贏球不易，「但是只要堅持下去，到最後勝利就是我們
的。」他讚許清⼤選⼿的拼勁和努⼒，也敬佩交⼤的選⼿，「（交⼤）
實⼒⾮常好，也發揮的⾮常好。」

⽽交⼤教練詹益欣則表⽰，清⼤在主場氣勢起來了，「在⾃⼰家戰⾾⼒
全開」，雖然排點的策略上是成功的，「但是球是圓的，」他坦承，交

⼤的選⼿可能在體⼒和⼼理層⾯出了⼀點狀況，⽽導致已經贏了三分之⼆的⽐賽最後都輸了，但詹益欣說︓「我們明年會
把勝利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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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漢相爭 交⼤棋開得勝
象棋正式賽三⽉五⽇上午在清⼤⾵雲樓展開，現場觀眾、選⼿安靜地進⾏⽐賽，各桌⽐賽結束後清交選⼿積極切磋，現場
氣氛融洽。下午三點左右兩輪賽事結束，交⼤以三勝⼀敗⼆和勝出。

此次象棋⽐賽分為六桌，每桌兩位選⼿進⾏上下午兩輪較勁，結算該桌總成績︔六桌總成績排名即決定清交勝負。上半場
⽐賽中，交⼤在第⼀、三、四、五、六桌率先贏得勝利，在場觀眾均表⽰「嚇了⼀跳」。交⼤象棋社資深社員⿈同學說，
賽前他本來預估交⼤應該有三盤勝算，「沒想到這麼厲害」。第⼀桌交⼤選⼿許清閔則鬆了⼀⼝氣，他說他這次⽐賽還是

有點緊張，前兩天就開始胃痛，幸好交⼤取得絕對領先。

上半場第⼆桌⽐賽清
⼤新秀羅盛永對戰交
⼤主⼒徐豪，戰局僵
持，⼜因計時器稍稍
故障，為此次持續最
久的⼀場⽐賽，最終
兩⼈以和局收場。

中午休息時間，清交
兩校選⼿不分你我，

聚集在⼀起討論剛才的佈局，甚⾄重起棋盤，嘗試不同戰術對棋局的影響。清⼤選⼿江明祐說，他曾在網路象棋⽐賽中遇
到交⼤選⼿，有時⼤專⽐賽清交兩⽅亦會碰頭，因此對彼此都有⼀定的了解，也不會過分在乎輸贏，⽐賽結束後依然是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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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8號游佩琳今晚有亮眼的表現。（攝影/周坤億）

女籃逆轉勝，吳妍華校長與球員開心的相擁。（攝影/周

坤億）

下半場⽐賽⼀點準時開賽，⽐賽開始幾分鐘後，所有觀眾都向第⼀桌聚集，交⼤象棋社廖同學說，雙⽅在此局均採取猛烈
攻勢，硬碰硬很快就能分出勝負。交⼤象棋社鄭同學補充，⼀般⽽⾔上半場領先選⼿多採取保守打法，求和即可，許清閔
的打法吸引觀眾⽬光，且獲勝機率很⾼，因「這剛好是他擅⻑的棋路」。此桌最後由許清閔獲勝。

下午兩點左右，第⼆桌清⼤羅盛永得勝︔第六桌則由交⼤⿈冠達拿下，此時交⼤已確定拿下象棋勝利。隨後第三桌交⼤吳
誌軒勝利，第四五桌均和棋，象棋⽐賽約在下午三點結束。選⼿們依舊和樂融融，⼀同向裁判請教棋局。雙⽅均稱輸贏多
是運氣，兩校實⼒相當，⼤家有說有笑地離開現場，期待下⼀場再交⼿。

[傳科系/喀報] | Top

交⼤⼥籃衝出困境
梅⽵⼥籃爭霸晚間六點準時在清⼤體育館開打，⽐賽剛開球清⼤7號⿈
靜儀便率先奪得第⼀分，接續雖然⼀記三分球投籃失敗，期間清交雙⽅
各有犯規、罰球，清⼤卻在10號劉佩宣連續快速的攔截下連續進球、3
號蔡純怡猛烈進攻以及8號胡雅婷⼀個漂亮的轉⾝上籃，很快以25⽐19
在第⼀節取得領先。 

⽐賽進⼊第⼆節雙⽅激烈得搶球造成球員各有跌坐倒地的狀況，每逢娘
⼦軍糾纏的場⾯，都揪住⼀旁觀眾的呼吸，⽽交⼤17號張惠婷犯規，讓
清⼤劉佩宣有兩次精準的罰球機會趁勝追擊，將⽐數拉⾄21⽐34，但
隨及帶傷上陣的劉佩宣便下場休息。⽽相較於第⼀節犯規次數較少的交
⼤，第⼆節交⼤犯規連連，提供清⼤罰球機會。但之後張惠婷利⽤⾝⾼

優勢順利抄截，並來⼀記⻑投將分數差距縮短，隨即清⼤15號張晉嘉兩次罰球⼊袋，第⼆節結束時清交⽐數為39⽐35。 

雖然經過⼗分鐘的中場休息，清交⼥籃進攻的⽕⼒卻未曾減弱，下半場
⼀開始清⼤再次上場的劉佩宣，以弧線優美的三分球令全場驚呼，但背
號同樣10號的交⼤陳柏⽻迅速攔截，屢屢將球運⾄籃下引起清⼤⼀陣混
亂。可惜交⼤卻未能正中紅⼼，命中率略遜清⼤⼀籌。第三節最後交⼤
藉由清⼤的連續犯規，將分數差距再縮⾄為3分。

隨著紅⾊計時板倒數，第四節才開打⼀分鐘，交⼤陳柏⽻便以準確的2
分罰球⾸次將分數追平，隨後5號潘姿廷更起⾝跳投關鍵的3分球，開啟
交⼤⼥籃反敗為勝的⼤⾨。被逆轉的清⼤頓時愁雲密布，在⽐賽剩下7
分鐘時暫停商討，清⼤的現場⽀持者更在⾼⼤的張惠婷下場時如獲⾄寶
地歡聲雷動，但仍不敵交⼤的氣勢如虹。這時清⼤單靠劉佩宣的單⼑直
⼊獲取1分，也無法扭轉劣勢。

交⼤藉由清⼤不斷的犯規罰球，以及幾次猛烈的籃下得分，9號洪薇淳
更以過⼈⾝⾼抵擋上籃，勢如破⽵地將⽐數拉到將近⼗分的差距，但剩

下三分鐘時交⼤陳柏⽻由於雙⽅肢體衝撞，隨即由隊員攙扶下場。交⼤8號游佩琳無法在罰球時順利進球，但不到⼀分鐘
時在籃下將差距拉⾄榮耀的⼗分，使⼒挽狂瀾的清⼤以61⽐71飲恨敗北。

交⼤教練鄭智仁於賽後表⽰交⼤⼥籃逆轉的關鍵在於堅持到底，儘管交⼤前鋒普遍缺乏梅⽵征討的經驗，但⾯對⽐賽⼀開
始的劣勢，並未放棄反⽽持續地適應球路，⽽中鋒適時地與前鋒合作，更強化整體⼥籃的戰⾾⼒順利反敗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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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仍不放棄︕交⼤男籃雖敗猶榮︕
⾟卯梅⽵男籃盛事，在今天（3⽉5⽇）⼋點半於清華⼤學體育館精彩展開，現場氣氛在啦啦隊表演時就已經達到巔峰，球
員們的上場練投更是將整個場⼦的氣氛炒熱到最⾼點，雙⽅加油隊伍的加油聲更是此起彼落，讓這⼀年⼀度的盛事，在⼀
⽚⿎舞聲中熱烈展開，最後由清華⼤學以72︓63的⽐數，打敗交通⼤學。

第⼀節的賽事由清華⼤學率先取得進攻權，並在⽐賽剛開始就投進整場的第⼀球，交⼤⼜因⼀連的失誤讓清⼤有了罰球機
會，進攻也⼀直施展不開，使得整場氣氛⼀度陷⼊緊繃，不過到兩分三⼗秒時，背號10號的陳宗益投⼊⼀球三分球後，交
⼤開始⼀連進球，最後第⼀節的⽐數由⼗五⽐⼗三，交⼤獲得領先。

第⼆節⽐賽中，或許是因為⽐數差距⼀直無法拉開，使得雙⽅的進攻及防禦都顯得急躁，也因此失誤連連，最後清⼤不斷
地快攻，將整場賽事的⽐數反轉且拉開了與交⼤的差距，第⼆節的⽐賽清⼤以33:23的分數領先交⼤。接連地，投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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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交大男籃奮力一投，雖然最後輸掉

比賽，但堅持到最後一刻的運動家精神令人動容。（攝

影/周坤億）

在熱血的比賽場上，兩位散打搏擊選手為贏得勝利而奮力

一擊。（攝影／蔡妙鈴）

進，也讓交⼤的選⼿在中場休息時，抓緊機會加強練投，希望能夠在下
半場的賽事中扳回⼀城，清⼤在練投之於，也使出吉祥物和啦啦隊的表
演，除了慶祝清⼤上半場的勝利外，也緊抓住了觀眾的⽬光，交⼤的吉
祥物也不⽢⽰弱演出狐狸打「清」蛙的戲碼，讓⽐賽時的熱烈氣氛⼀路
維持不停歇。

或許是中場休息時的練投發揮了作⽤，讓交⼤在下半場⼀開始即接連命
中。看著不斷接近的⽐數，球場內觀眾的氣氛也達到了巔峰，雙⽅加油
隊的呼喊，也更加激烈，到了五分四⼗秒時，交⼤鄭偉成的快攻上籃以
及⾼命中率更是讓⽐數⼀度追平，整個第三節的賽事中，雙⽅的⽐數差
距幾乎都在兩分之內，賽況也因此更加緊張，到了最後⼀刻原本交⼤⽐
清⼤45:47的分數，在交⼤陳宗益的投籃命中下，達到了47:47，賽況
的膠著可⾒⼀斑。 

但是到了最後⼀節的⽐賽時，清⼤接連進攻，交⼤防守不⼒，⽐數⼜⼀
度被拉開，雖然交⼤極⼒想要扭轉賽事，交⼤加油隊的「永不放棄」加

油聲也不絕於⽿，但交⼤最後仍難敵清⼤的⼀連進攻，賽末，清⼤還是以72:63贏得了這次梅⽵賽男籃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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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打搏擊 交⼤⼒剋清⼤
梅⽵賽進⾏到最後⼀天，位於清⼤⽻球館的散打搏擊表演賽落幕，交清
雙⽅都有亮眼的成績及表現，場上雙⽅選⼿互相較勁，最後由交⼤以三
⽐⼆的成績⼒剋清⼤。在⼆樓看台上觀戰的兩校⽕⼒班和⺠眾也竭⼒為
這場散打搏擊表演賽加油，⼤聲的⼝號與加油聲激勵著場上選⼿，打出
⼀場漂亮的⽐賽。 

在⽐賽開賽前，許多觀戰的⺠眾和選⼿都陸續進場，在現場還有許多國
中⽣也分別進場替選⼿加油。到場觀戰的還有兩位⼩學學⽣，鄧愛森及
鄧愛⿑兩兄弟興奮雀躍的⼼情全寫在臉上，「第⼀次現場看散打搏擊很
興奮，希望可以看⾒交⼤贏。」到場替交⼤加油的鄧愛森很興奮地揮動
⼿中的加油棒。在⽻球場⼆樓兩校的⽕⼒班在⽐賽進⾏、選⼿得分時的

吶喊聲更是相當地⼤，讓緊張的⽐賽更添可看性。

⾟卯梅⽵的散打搏擊表演賽是已進⾏到第⼆年，相較於去年的賽況，今年雙⽅選⼿們準備得更加充分。交⼤的散打搏擊社
已有多年的歷史，相較之下，清華的散打搏擊社到今年剛滿三年，儘管社團相當地新，清⼤選⼿都努⼒應戰，和交⼤選⼿
⼀起打好這次的表演賽。在第⼀局由交⼤李安哲先馳得點，替交⼤打下第⼀分，第⼆局則由清⼤隊⻑鍾介恆出戰交⼤李思
賢，清⼤拿下這⼀分，雙⽅形成平⼿局勢。到了第三局時，由於清⼤選⼿因量級不符合棄權，交⼤不戰⽽勝。第四局由交
⼤楊智翔拿下關鍵⼀分，⽐數形成三⽐⼀，並確定由交⼤獲勝，最後⼀場，儘管已經確認是由交⼤奪得勝利，但清⼤選⼿
陳冠傑仍然敬業地打好這場⽐賽，並拿下最後⼀點，終場由交⼤⽐清⼤三⽐⼆，連貫兩年梅⽵賽勝利。 

⾯對⽐賽結果，交清兩⽅的教練都感到相當滿意，今年交⼤有四位選⼿是第⼀次⽐梅⽵，對今年的表現，認為選⼿的成績
表現地可圈可點。⽽清⼤的教練對於這次⽐賽選⼿們的表現也感到很滿意，由於第三場清⼤選⼿因量級問題⽽棄權，在其
餘四場⽐賽中奪得兩勝，相較去年之下可說是⼤⼤地進步，⽽清⼤的教練也期許選⼿們可以持續地練習，並在明年梅⽵賽
有更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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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排獲勝 交⼤聽牌
⾟卯梅⽵男排正式賽於3⽉6⽇晚間六點，在交⼤體育館正式開打。清⼤
先發球員為5號林都、10號王良瑋、12號葉柏宏、16號謝承翰、18號
溫崇賢、20號楊承綱，以及17號⾃由球員⿈伯毓︔交⼤先發球員則為1
號許雋杰、6號康祐儕、8號曹祐菘、9號柯志衡、11號周建利、13號
張景旭，以及15號⾃由球員張宗瀚。⾟卯梅⽵男排正式賽，交⼤以搶先
在第五局前贏得三場勝利，爲交⼤拿下梅⽵男排勝點。

交⼤男排在第⼀局攻勢猛烈，雙⽅⽐數在交⼤選⼿周建利與康祐儕的強
⼒扣殺下，迅速拉開差距，在交⼤男排以 8︓2 領先清⼤男排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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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網前有清大雙塔攔截，交大男排選手仍無畏的發動攻

擊，全場「殺！」聲不斷。（攝影/周坤億）

交大男排賽前口號振奮士氣。（攝影/周坤億）

曾代表台灣出戰亞太盃橋牌獲得冠軍的林伯佾實力堅強。

（攝影/周坤億）

賽喊出暫停。緊接著，即由交⼤周建利發球得分，⽐數 9︓2 。⽽後清
⼤男排也不⽢⽰弱回以扣殺，交⼤曹祐菘、柯志衡雖成功攔網，但隨即

被清⼤選⼿以快攻得分，雙⽅⽐數來到 11︓4 （交︓清）。到了第⼀局⽐賽中後段，交⼤男排13號張景旭下場，由3號陳
志銘交替，此時交⼤對清⼤⽐數 19︓12 ，陳志銘上場即以⼀計強⼒扣殺，令清⼤球員措⼿不及，接殺後出界，爲交⼤男
排再添⼀分。最後，亦是由交陳志銘以扣殺回擊，拿下交⼤男排第⼀場勝利，交⼤對清⼤⽐數25︓16。到了第⼆局，清⼤
男排⽴即展開扣球猛攻，令交⼤選⼿多次接殺出界⽽頻頻失分。接著，清⼤18號溫崇賢下場，換上12號葉柏宏，此時⽐數
交⼤對清⼤ 4︓6 。⽽後，由交⼤周建利攔網成功，並隨即回以扣殺得分，清交⽐數 7︓7 打平。緊接著來到第⼆局⽐賽
中後段，清⼤謝承翰以⼀計扣殺回擊，交⼤17號選⼿侯博鈞隨即⿂躍救球但仍失敗，清⼤對交⼤⽐數 14︓17 。⽽清⼤再
度更換兩名球員，由9號蔡維祐代替楊承綱上場、3號林冠源上場則接替謝承瀚，⽐數來到 19︓19 平⼿，清⼤⽅喊暫停。
接著，雙⽅⽐數緊追，現場氣氛相當緊張，在清⼤對交⼤⽐數 23︓22 之際，清⼤再度換上謝承翰。最後，交⼤男排攔網
失敗（Touch out），雙⽅⽐數以25︓23由清⼤男排拿下⼀勝。

第三局⽐賽開始，由清⼤男排先馳奪分，交⼤隨即回以快攻，並由周建
利回扣得分。⽽後，由交⼤柯志衡發球，清⼤回擊，交⼤欄網成功後，
由清⼤葉柏宏回以扣殺但被回檔，葉柏宏隨即跳躍扣殺，交⼤對清⼤此
時⽐數 4︓6 。之後，雙⽅⽐數依舊是不分上下，差距極為接近，兩⽅
在 10 分時打平。到了⽐賽後段，交⼤許雋杰接下清⼤選⼿的強⼒扣
球，清⼤王良瑋再回以⼀計扣殺，卻被交⼤攔網成功，⽐數來到 22︓
18 （交⼤︓清⼤）。最終，則以清⼤林都扣球出界，讓交⼤在第三局
中拿下第⼆場勝利，雙⽅⽐數 25︓23 。

到了關鍵性的第四局，雙⽅隊伍氣氛緊張，第⼀分由交⼤男排奪下。在
清⼤葉柏宏扣球出界後（交⼤對清⼤⽐數 6︓3），雙⽅⽐數漸漸拉開

差距。交⼤選⼿周建利、許雋杰、柯志衡與陳志銘表現活躍，頻頻攔網、快攻、吊球得分，⽽⾃由球員張宗瀚則是扮演接
發球與防守的重要⾓⾊，有精采救球表現。⽽清⼤選⼿也默契⼗⾜，清⼤⾃由球員⿈伯毓先是托球，⽽後楊承綱跳躍假裝
扣殺，王良瑋接續在楊承綱之後回以扣球得分，贏得現場觀眾喝采。最後，是由交⼤張宗瀚以⼀計扣球，清⼤攔網失敗
（Touch out），交⼤以 25︓12 壓倒性拿下第三場勝利。也確定交⼤男排在⾟卯梅⽵賽中，爲交⼤奪下男排勝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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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藝⼆天拉鋸戰 清⼤獲勝
為期三天的梅⽵賽於今天將要畫下終點，⽽今天也是橋藝競賽項⽬共兩天拉鋸戰後最終決勝負的⼀天，由於昨天⽐賽的結

果是由清⼤隊伍的積分累計較⾼，拔得先聲奪⼈的氣勢，清A、清B隊皆
以21⽐9的最終VP⽐分結束第⼀天的賽事，導致今天的交⼤較有分數落
後的壓⼒，⾯臨背⽔⼀戰的情勢。

本⽇由清B隊對上交A隊，清A隊對上交B隊，在早上第⼀、⼆輪⽐賽的
IMP計分中，⽐數分別是29︓18（清B︓交A）和7︓19（清A︓交
B），第⼆輪則為5︓10（清B︓交A）和12︓8（清A︓交B），雙⽅互
有輸贏，各有⼆勝⼆負的成績，形成令⼈緊張的對峙結果。交⼤橋藝社
社⻑楊明翰仍然氣定神閒地笑著說︓「會繼續打下去的，不會放棄。
」。

另⼀⽅⾯，清⼤的社員陳建甫則冷靜⾯對今天的⽐賽，不敢過度鬆懈以
致輕敵，並直⾔交⼤的前現任社⻑搭檔，楊明翰和林柏佾的實⼒堅強，
與這兩⼈較勁將會是⼀場硬戰。

下午場⼀點⼗分開始，⽐賽進⼊最終兩輪，結束後將現⾏IMP計分轉換成VP⽐分，再加上昨天四輪⽐賽的分數，便是本次
橋藝競賽的最終成績︔下午的⽐賽⼀開始，交⼤像為了⼀吐昨天的怨氣，上演絕地⼤反攻的戲碼，同時競賽的兩隊分別傳
出捷報，第三輪⽐賽中交A隊以22分贏清B隊的18分，交B隊也以52分贏清A隊的6分，接下來第四輪的⽐賽交⼤A隊持續
以22⽐上清⼤的6分獲勝，交B則以27分輸給清B隊的38分。儘管最後VP總計分交⼤分別以17和22贏清⼤的13和8分，但
加上昨天落後的積分，交⼤仍難以挽回落敗的局⾯。

對於最後這場賽事，清⼤橋藝的隊員們異⼝同聲地說，必須加強隊員們⽐賽時的⼼理建設，⼀旦落敗後，因壓⼒⽽表現失
常是他們必須檢討的。 

[傳科系/喀報] | Top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交大女排為交大贏得致勝點，觀眾興奮拋下彩帶，男、女

排成員激動相擁。（攝影/周坤億）

無論贏球或輸球，女排成員總是笑著互相鼓勵跟打氣。

（攝影/周坤億）

女子排球拿下致勝點數，與吳妍華校長開心合影。（攝

影/周坤億）

⾟卯最後⼀戰 膽戰⼼驚
⾟卯梅⽵最後壓軸登場的⼥排正式賽，交⼤⼥排最終以三⽐⼆獲勝，擊
敗清⼤⼥排，使交⼤贏得⾟卯梅⽵的總錦標。今年⼥排的賽況分外激
烈，交⼤在開始分別以25⽐17與25⽐19拿下兩局，⽽清⼤之後則不惶
多讓地以25⽐19與25⽐23拿下第三與第四局，最後⼀局，交⼤上演逆
轉勝的戲碼，終場15⽐13贏得這次的勝利。睽違三年，交⼤終於拿下⼥
排點︕

在第⼀局，交⼤⼗⼀號馮采瑜以發球攻勢連得四分，清⼤⼥排⾒勢，⾺
上叫出暫停以整頓⼠氣。清⼤⼀回到場上便開始急起直追，讓雙⽅進⼊
激烈的攻防狀態。隨即交⼤⼗三號陳思因殺球得分，突破拉鋸僵局。之
後清⼤⼥排憑藉嚴謹的防守使⽐數慢慢拉近，但交⼤⼥排仍是穩扎穩
打，最後陳思因以⼀記快速的殺球得分，交⼤拿下第⼀局。

第⼆局⼀開始，清⼤因為發球失誤使交⼤拿下第⼀分，交⼤⼥排憑藉網
前的快速攻勢在前半局維持領先。當⽐數來到交清11⽐7時，清⼤⼥排
試圖展開激烈攻勢追平分數，但交⼤⼥排明顯因為第⼀局的勝利⽽⼠氣

⼤增，在23⽐19時更⼀度陷⼊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的僵局。最後，交⼤⼥排六號丁琬瑜殺球得分，交⼤以25⽐19拿下第
⼆局。

⽐賽到了第三局，清⼤因為交⼤的發球失誤拿下第⼀分，以穩健的防守
與攻擊在⼀開始維持領先。交⼤雖然試圖追趕，⽐數⼀度7⽐7平⼿，但
仍不敵清⼤嚴謹的防守。在此同時，交⼤⼥排開始略顯疲憊，體⼒不
⽀，頻頻接球出界與發球掛網，讓清⼤以25⽐19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的開始，清⼤延續上⼀局的氣勢，穩扎穩打維持領先，⼀度打出
5⽐0的優勢，明顯打亂交⼤⼥排的隊型組織，清⼤以14⽐8領先時，交
⼤⼗號劉靜芳因腳抽筋⽽下場，由⼋號洪于婷替補上場。之後交⼤雖然
對清⼤緊咬不放，但仍不敵清⼤⼥排懾⼈的的氣勢，⽐數⼀度差距9
分，雖然之後交⼤⼥排⼀度緊追⾄23平⼿，但清⼤依舊以完善的防守拿
下第四局。

最後的第五局，在開始之前，雙⽅的⽕⼒班也開始為⾃校⼥排加油打氣，交⼤叫出「Ｙes we can」，清⼤則⾼喊「逆轉
勝」，之後⽐賽⼀開始，兩⽅的體⼒都逐漸透⽀，攻擊性的球明顯減少，雙⽅接連發球失誤，此時清⼤率先穩住陣腳，維
持穩定的攻勢，⽽交⼤隊形則明顯凌亂，⽐數⼀度落後5分，然⽽之後交⼤開始猛追，雙⽅教練頻頻喊出暫停，雙⽅攻勢
不相上下。最後，交⼤⼥排突破僵局，終場以15⽐13拿下第五局的勝利︕

今年的戰況相當激烈，交⼤⼥排開始連下兩局，氣勢驚⼈，然⽽之後明顯體⼒不⽀，清⼤⼥排趁勢急起直追，也連拿兩
局，上演逆轉戲碼。到了最後⼀局，⼀開始交⼤⼥排明顯落後，但最後卻贏得勝利。對此，交⼤教練李建毅表⽰，「交⼤
⼥排贏在堅持」，助理教練鍾玓芸則因為勝利，⼼情久久不能平復，激動不已。⽽對於勝負結果，清⼤⼥排教練林明鈺認
為，在⼀開始，清⼤⼥排明顯放不開，才會連失兩局，雖然放開打之後拿下兩局，但在第五局因為對關鍵球的掌握度不
⾼，加上失誤率太⾼⽽錯失拿下第五局的機會。但他仍舊積極地說，「從哪裡失敗就從哪裡爬起來，明年會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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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卯梅⽵交⼤⼆連霸︕
⾟卯梅⽵交⼤以5.5:4再次拿下總錦標︕秉持「永不放棄︕」的精神，
⾟卯梅⽵賽交⼤贏得⽻球正式賽、棒球正式賽、⼥籃正式賽、⼥⼦排球
賽、男⼦排球賽、棋藝正式賽(半點)、⽥徑表演賽、劍道表演賽、⼥網
表演賽、⼥⽻表演賽、散打搏擊表演賽︔即便是輸掉的桌球、男⼦籃
球、橋藝、網球正式賽及辯論表演賽等項⽬，選⼿各個永不放棄、堅持
激戰到最後⼀刻。甚⾄有網球球員在嚴重抽筋的情況下忍痛完成⽐賽，
感動現場球迷及電腦前看轉播的觀眾。

3⽉6⽇晚間在交⼤體育館登場壓軸的男、⼥排球賽，男排以3:1拿下交
⼤的第4.5點，同時宣告⾟卯梅⽵、交⼤「聽牌」︕交⼤是否能贏得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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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陳力俊校長自交大吳妍華校長手中接下梅竹大印，明

年轉由清大主辦。（攝影/周坤億）

在火力班帶領下，交大觀眾齊聲高唱校歌。（攝影/周坤

億

錦標全靠⼥⼦排球項⽬。⼥排⼀開賽，交⼤便拿下2:0的領先，正當交
⼤⽕⼒班帶起交⼤觀眾⼤喊︓「直落三!」，清⼤便於第三局急起直追，連兩局交⼤都以些微⽐數差距輸掉該局數，形成
2:2的緊張局⾯，總錦標落誰家︖⼥排第五局⾒分曉︕

第四局中⼀度因嚴重抽筋於場邊接受緊急治療的10號選⼿環⼯博劉靜
芳，第五局強忍痛楚再度回到場上，獲得滿堂彩。然⽽第五局賽況緊
張，戰況持續以些微差距拉鋸，交⼤甚⾄⼀度落後5、6分，場邊⽕⼒班
及觀眾⿑⼒聲援︓「Yes, We Can!」及「永不放棄︕」，看網路轉播的
同學也紛紛在BBS上發起「相信交⼤，相信⼥排」的應援，最後交⼤⼥
排不負眾望，以15:12為交⼤贏得致勝點數，所有交⼤觀眾振臂歡呼，
⼥排隊員開⼼相擁流下感動的眼淚。⼥排正式賽最後由交⼤以3:2拿下
致勝的關鍵⼀點，確⽴交⼤贏得總錦標。

閉幕儀式上，籌委會總召交⼤⼯⼯系謝欣曄⾸先致詞，感謝所有觀眾以
熱情注滿梅⽵︔感謝兩校校隊，帶給我們⼀場⼜⼀場精采的⽐賽︔感謝
兩校⽕⼒班，沒缺席任何⼀場競賽。「謝謝⼤家︕在這裡宣布⾟卯梅
⽵，成功︕」謝欣曄開⼼歡呼，全場⼀起為⾟苦籌備許久的籌委會及兩
校校隊、⽕⼒班⿎掌喝采。

清⼤陳⼒俊校⻑表⽰，⾟卯梅⽵過程⾼潮迭起，無論輸贏，⼤家⻑時期
的付出，都值得⼀個熱烈的掌聲。他並恭喜交通⼤學拿到⾟卯梅⽵總錦標，「每個勝利都得來不易，也不是僥倖，⼤家作
了充分的準備，才有這樣的榮譽。」他告訴清華的同學，今年雖然沒拿到總錦標，但⼤家展現奮戰到底、努⼒為學校爭榮
譽，「不愧是清華慶祝百歲的梅⽵校隊︕」陳⼒俊校⻑勉勵所有球員，球賽、競賽有輸有贏，「我們可以失敗，但不能被
打敗。」今天過後還有許多的機會贏回來。

吳妍華校⻑⼤⼒讚許⾟卯梅⽵賽舉辦得⾮常成功︕「兩校的籌備委員會
做了⾮常好的排練，也都有很強的⽕⼒班，啦啦隊表演得都很好。最重
要的是兩隊⽐賽的運動家精神︕每天競賽都⽐到將近或超過半夜，還能
堅持到逆轉勝，這樣的精神⾮常難得，也只有梅⽵賽有這樣的精神。」
吳校⻑認為雖然這次是交⼤獲得總錦標，但清華跟交⼤的實⼒⾮常的勢
均⼒敵。她很感佩在那麼多的⽐賽中，⼤家都能保持良好⾵度，她期盼
⼀些表演賽、停賽的項⽬未來能轉為正式賽或復賽，「透過梅⽵賽兩校
良性競爭互相學習，更希望在這男⼥平權的時代，所有競賽項⽬都要有
男、⼥⽣的⽐賽。」 

⽽雙⽅校⻑同時提到每年梅⽵賽的⼀⼤焦點--⽕⼒班，兩位校⻑都期待
未來學⽣在發揮創意之餘能慎⾔，創意標語盡量正⾯思考，「希望未來
沒有不應該在⼤學⽣出現的標語，那將會是梅⽵賽最完美的表現。」吳
校⻑⼀說完，兩校學⽣⾺上撕下標語，共同期許「梅⽵成功，交清雙
贏︕」

閉幕儀式由兩校啦啦隊精彩的演出掀開序幕，擁有多次獲得⼤專盃啦啦隊⽐賽冠軍的交⼤啦啦隊，以⾼難度的拋接、三層
疊羅漢、劈腿、空翻等動作，展現交⼤團結合作的精神︔清⼤啦啦隊完美肢體結合中國武術，也獲得滿堂彩︔兩校熱舞社
展現演練多時的舞步，精彩演出讓現場氣氛high到最⾼點。終場前，陳⼒俊校⻑⾃吳妍華校⻑⼿中接下梅⽵⼤印，明年轉
由清⼤主辦，兩校⼀級主管也分別為得點校隊頒獎，並由吳妍華校⻑代表接下總錦標的獎盃，為⾟卯梅⽵畫下最完美的句
點，同時期待壬⾠梅⽵的到來，交⼤能夠「三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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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不簡單》四⼗位教學傑出教師分享教學秘訣
教學到底簡單︖不簡單︖就由交通⼤學四⼗位獲得傑出教學獎的教師告訴你︕

交通⼤學⾃88學年度起設⽴「傑出教學獎」，表揚教學特優的優良教師，為了將好的教學⽅式與經驗傳承下去，特別出版
《教學‧不簡單─40位交⼤⽼師的教學秘訣》⼀書，紀錄四⼗位教師的執教理念與規畫，其中有在交⼤服務⻑達數⼗年以
上的⼤師級教授，也不乏許多熱情執著於研究教學的新進助理教授，每⼀位傑出教師，都有其獨特、具魅⼒的教學理念與
⽅法，提升學⽣的學習效率，並且啟動學⽣向世界探索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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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系冉曉雯副教授（左）及余沛慈副教授（右）雙雙獲

得「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

堅持教學「⼀個都不能少」
「學⽣可以有主觀想法為⾃⼰找理由不上課，但⽼師卻不能給⾃⼰找理
由輕忽教學。」獲三次傑出教學獎的電機⼯程學系吳炳⾶教授的教學理
念切合電影《⼀個都不能少》裡⽼師不放棄學⽣的教學使命，不放棄成
績中後段的學⽣，配合學⽣時間安排office hours，利⽤Facebook與學
⽣在網路上討論課業與⼈⽣，和學⽣知無不⾔。⼤學部課程每學期都有
⼗次以上的隨堂考及作業，兩次缺席平時考核成績就以零分計，對學⽣
來說，這學分並不「營養」，但修課⼈數卻是年年不減反增，因為學⽣
們都感謝吳炳⾶教授給予滿滿的知識和⼈⽣涵養，進⽽正視⾃⼰的未來
與學習的價值。

遊戲取代獨⾓戲 學習好有趣
樂透球機轉啊轉，抽出的不是得獎者，是解題者︕應⽤數學系吳慶堂副

教授⽤玩具當教材，讓學⽣從遊戲中學習。吳慶堂認為學⽣對修習的課程內容有興趣，學習效果⾃然⾼，所以提升學⽣的
學習興趣是上課⾸要重點之⼀。因此，抽獎箱、積⽊這些玩具成為吳慶堂上課的好幫⼿，利⽤抽獎箱的操作講解機率、賽
局論，被抽出的「得獎者」順便上台解題，不僅提⾼學⽣的專注⼒，也藉由遊戲教材的輔助，讓同學從動⼿做的過程中，
理解數學家描述的抽象概念。

外籍⽼師改變學⽣被動模式
來⾃奧地利的應數系符⿆克(Michael Fuchs)副教授在交⼤教授微積分已有六年時間，是傑出教學獎中唯⼀⼀位外籍⽼
師。符⿆克認為⼤學⽣⾸要訓練⾃⼰的思考能⼒，試著從不同⾓度看事物，並且積極參語課堂內容、踴躍提問，以擺脫
「⽼師拼命講、學⽣專⼼聽」的學習⽅式。採⽤全英⽂教學⽅式的他為了讓學⽣克服發問的⼼理障礙，在課堂上⿎勵學⽣
發⾔，下課後也預留時間讓害羞的學⽣有機會發問，「因為學⽣主動和⽼師互動，彼此討論更能形塑正確觀念。」

三次獲獎績優教師
外⽂系林建國副教授的教學⽅式豐富多元，是交⼤⾃⼋⼗⼋年設⽴傑出教學獎以來，⾸位榮獲三次嘉譽的教師，學校特別
列⼊交⼤發展館以⽰肯定。林建國表⽰，「平衡⼀般學⽣的期望」和「⽂化傳承」是他的教學理念，除了針對不同基礎學
科給予不同的素材，他也要求學⽣閱讀原⽂經典作品，並且選⽤專為英⽂為⺟語的⼈⼠設計的教科書，雖然難度較⾼，但
「原汁原味」的教學更能紮實的向學⽣介紹英語⽂化，並傳遞更多的⽂化涵養。

⿎勵學⽣做「不⼀樣的事」
已有⼆⼗餘年媒體經驗的傳科系林照真助理教授，是傑出教學獎獲獎⼈中教學經歷最短的，學⽣形容她是「嚴師芙蓉
⼼」，嚴格的教學中蘊含對學⽣的殷殷期盼。除了紮實的寫作訓練，林照真也時常播放新聞案例和記錄⽚，與學⽣⼀同討
論新聞內容與價值，提醒學⽣社會⾓落的⼩⼈物更值得報導。另⼀⽅⾯，林照真也⿎勵學⽣進⼊主流媒體⼯作，發揮⼩我
⼒量，進⼊體制「反體制」，做⼀些「不⼀樣的事」，傳遞出新聞⼯作尊重事實、打破權威的精神。

⽐爾蓋茲曾在⼀場演講中說過「好⽼師是可以複製的」，期盼交⼤《教學‧不簡單》傳承經驗，將優良教師的影響⼒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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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系教授余沛慈、冉曉雯獲「台灣⼥科學家新秀獎」
本校光電系余沛慈副教授、冉曉雯副教授上週末獲頒台灣傑出⼥科學家
新秀獎，包下台灣傑出⼥科學家新秀獎兩個名額，為交⼤爭光。

由吳健雄基⾦會、台灣萊雅及婦聯會共同舉辦的2011年第四屆「台灣
傑出⼥科學家獎」於週末揭曉。2007年為承續吳健雄博⼠在⼆⼗世紀
⾃然科學領域的偉⼤貢獻，並樹⽴傑出⼥科學家的典範，設置了「台灣
傑出⼥科學家獎」，本校吳妍華校⻑在⽣物及分⼦病毒學的貢獻與成
就，獲得第三屆得主。前年增設「台灣⼥科學家新秀獎」以⿎勵具有發
展潛⼒的⼥性科學研究⼈員，本校光電系余沛慈副教授、冉曉雯副教授
於本屆雙雙獲頒新秀獎。

余沛慈̶決定未來後不要放棄
余沛慈副教授畢業於交⼤電⼦物理系、光電⼯程研究所，畢業後⾄美國密⻄根⼤學深造並獲得電機⼯程博⼠學位，專研光
⼦晶體微腔型光源的物理機制和單晶⽚光⼦晶體積體電路。獲得博⼠學位後任職於美國英特爾公司，於「前瞻性設計部
⾨」研究微影增益技術的演算法，具有豐富的經驗及研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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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返回交⼤⺟校任教，並於2009年升等副教授後成⽴「綠能光電實驗室」，投⼊奈⽶製程與材料應⽤於發光⼆極體
和太陽能電池的研究領域。2006年⾄今發表超過20篇SCI期刊論⽂，其多項研究成果⼊選⾄國際知名奈⽶科技期刊
Virtual Journal of Nanoscale Science & Technology ，以及被NPG Nature Asia-Material與SPIE Newsroom等學術
網站專題報導︔另有超過60篇論⽂發表於國內、國際的學術會議，並有4項正在申請中的專利。

冉曉雯̶要有「crazy idea」，不要「me, too」
冉曉雯副教授⾃台⼤電機系畢業後，進⼊交⼤電⼦研究所攻讀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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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屬氧化物半導體薄膜電晶體以及結合有機和無機元件的複合感測器等兩⼤研究課題。這兩⼤⽅⾯的研究都需
結合電機、材料、物理與化學等跨領域的知識，需透過團隊合作才能取得突破性的發展。冉曉雯副教授與合作團隊近年來
有許多創新的研發及成就。

在有機電晶體⽅⾯，冉副教授和孟⼼⾶教授的合作團隊共同開發出新型的超低電壓垂直式⾼分⼦電晶體，在國際會議上被
譽為世界上第⼀個能以1伏特操作的⾼分⼦有機電晶體。在⾦屬氧化物半導體薄膜電晶體⽅⾯，冉副教授及合作團隊(包含
蔡娟娟教授及孟⼼⾶教授)研發出世界上電⼦遷移率最⾼的⾮晶體-IGZO TFT（銦鎵鋅氧化物半導體薄膜電晶體）(專利申
請中)，未來能應⽤於軟性⾯版、電⼦書、指紋辨識器等。同時，冉副教授結合有機和無機元件的知識，開發新穎的複合型
感測器，可作為靈敏的⽣物化學感應器。過去6年內，冉副教授共發表37篇SCI論⽂，並申請15項發明專利。 

新秀獎遴選委員會讚譽，余沛慈副教授在奈⽶材料應⽤於光電元件成就卓越︔冉曉雯副教授能跳脫出傳統無機半導體電⼦
元件的訓練背景，進⾏跨領域的合作研究，兩⼈都是國內最有潛⼒的⻘年⼥性科學家︕余沛慈副教授於受訪時勉勵對科學
有興趣的⼥學⽣，「決定未來後就不要放棄」，善⽤⼥性的特質，促進團隊合作，還要多運動，打下健康的基礎︔冉曉雯
副教授引述指導教授張俊彦教授的教誨，勉勵做研究要有「crazy idea」，不要「me, too」，即便「crazy idea」可能
有百分之九⼗都是挫折，發現不如預期就檢討再來，她並強調「勇敢跨出去，性別差異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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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泰祥的第⼀本伴奏樂譜出版囉︕
⼀代⾳樂⼤師李泰祥親⾃編修的第⼀本鋼琴伴奏的詩歌樂譜《橄欖樹－李泰祥詩歌之旅》隆重出版，市⾯上絕無僅有，值
得珍藏。 本書精選⼗七⾸李泰祥⼤師的經典創作曲，如【橄欖樹】、【告別】、【春天的浮雕】、【錯誤】、【答案】、
【菊嘆】、【旅程】、【你是我所有的回憶】、【⼀條⽇光⼤道】、【嘆息瓶】、【既然你問起】等歌曲，這些作品的歌
詞皆出⾃台灣重量級詩⼈之⼿，如三⽑、余光中、侯德健、蓉⼦、李格弟及鄭愁予，實為難得⼀⾒的台灣本⼟創作詩歌樂
譜。隨書附上⼀張收錄兩個調性的鋼琴伴奏光碟，原曲調性的⾳域較⾼，為⽅便教師在教學上的使⽤，另還有專為⼩朋友
移調⾄較低⾳域的伴奏版本。 本書定價580元，三⺠書局、五南⽂化廣場、國家書店及各⼤書店皆有鋪售。 洽詢電話︓
03-5712121分機31542．31784  交⼤出版社網址︓http://press.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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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網確認⾃⼰功課表，選課情形以網路為主!
⼀、請務必於3/4(五)前，上網check⾃⼰功課表，選課情形以網路為主! 選課系統網址。http://cos.adm.nctu.edu.tw/
⼆、若已加選的課程，後來因故不想選修了或被⽼師要求退選課程時，請務必把握此階段選課加退選，⾄選課系統操作。
以免到學期末，⽅才發現仍有此課程，但從未上過此課程（此課程=0分），電腦系統會以為同學選了課卻翹課沒去上課︕
三、開學第三週（3/7-11）︓學⽣逾期加退選（逾期加退選申請表）及⽼師選課輔導（選課輔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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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班免收學分費申請通知
⼀、申請對象︓本校⼀般⽣碩⼠及博⼠(不含專班)若修課符合免收學分費條件
⼆、申請期間︓3⽉7⽇⾄3⽉11⽇(五)下午5點前⽌
三、申請條件︓
1.本校碩、博⼠⽣修完畢業學分數【符合畢業資格之修課相關規定】，有下列情形者得免繳學分費。
（1）修習⼀般專業課程（不含實驗課程、個別指導課程、專班、EMBA課程）
（2）修習與交⼤互惠他校的校際選修課程。
（3）前述課程不包括教育學程、⼤學部所有課程（含軍訓、體育、通識等）、外語課程(學術英⽂寫作、⼝語簡報、⼯程
英⽂、科技英⽂寫作等等)、輔系（所）、雙主修及先修課程等。
2.符合以上條件請於今年3⽉11⽇(五)下午5點前填寫「碩博⽣免收學分費申請表」，完成⼿續，繳交⾄課務組，逾期不
候。
3.辦理時請附上1.歷年成績單及2.本學期選課單備查。（請上網⾃⾏列印） （1）碩博⽣免收學分費申請表
http://chc.nctu.edu.tw/form.aspx
（2）本學期選課單 http://cos.adm.nctu.edu.tw/ (請橫式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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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歷年成績單 http://regist.nctu.edu.tw/ （請儘可能列印成⼀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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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費繳費⽇期︓3⽉30⽇⾄4⽉11⽇⽌
99學年度第2學期學分費繳費⽇期為3⽉30⽇⾄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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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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務資訊】99學年第2學期網路下載「點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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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學年度第2學期課務相關⽇期，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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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課務資訊】99學年度第2學期「編輯課程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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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課系統︓ http://cos.adm.nctu.edu.tw/index.as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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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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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基本素養與核⼼能⼒」
因應校務評鑑，請全校各開課單位及開課教師上網編輯「課程綱要」時，勾選「校級基本素養與核⼼能⼒」及「院/系
（所）級基本素養與核⼼能⼒」。

[教務處] | Top

99學年度第2學期休學申請
100年2⽉18⽇星期五前辦理完成者免繳學雜費(休學期間必需繳交學⽣平安保險費及急難濟助⾦。開學後辦理者須繳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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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學期為繳交論⽂考試成績及「論⽂⼝試委員會審定書」之在學學期，已完成論⽂考試成績及「論⽂⼝試委員會審
定書」繳交者，跨越新學期仍未辦理離校程序者，其學籍依已畢業處理。2⽉提請並通過學位考試學⽣，其畢業年度學期
為新學期，畢業成績亦以新學期處理。
⼆、2⽉份通過學位考試並繳交論⽂⼝試委員會審定書⾄註冊組者，辦理畢業離校時繳交費⽤依「學⽣離校退費作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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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辦理，簡述如下︓ 
（⼀）2/1⾄2/18開學前︓繳交學⽣平安保險費及急難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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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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輔系（所）、雙主修及學分學程注意事項
⼀、申請⽇期︓每學期開學後加退選截⽌前（本學期為2/21）申請︔⼤學部學⽣申請修讀雙主修、輔系者⾄遲在修業第七
學期申請。
⼆、申請程序︓
（1）修讀輔系(所)/雙主修/學分學程申請表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GetFile.aspx?
type=1&id=f942929e-d521-4e19-9d97-3469ea1392d5
（2）修讀雙主修者請附歷年成績單供系所主管參考。
（3）各項程序辦妥後，註冊組承辦⼈影印申請單加蓋職章後交申請⼈留存。
三、注意事項︓
（1）申請修讀後，符合主修系所畢業資格但尚未修滿輔系(所)或雙主修規定學分，欲放棄加修逕以主修系所畢業者，請備
放棄修讀聲明隨時洽註冊組辦理。
（2）申請修讀學分學程者，在修滿學分學程規定學分後，請填寫「學分學程科⽬審查表」，併同歷年成績單影本，經學
分學程召集⼈審核後，再送註冊組，憑以製發學程學分證明書。
（3）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校學⽣修讀輔系(所)辦法、學⽣修讀雙主修辦法，及課務組公佈之輔系(所)/雙主修系所表、各學
系必修科⽬表、各碩⼠班修課規定、學分學程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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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貼紙可就近於系所索取
學⽣註冊貼紙，開學後可就近⾄各系所索取張貼外，亦可⾄註冊組（⾏政⼤樓⼀樓）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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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申請名次系所級⼀覽表
99學年度第1學期各系級成績已完全送達且完成排名者如附表打勾。 學⽣若需排名證明，需完成排名的系所⽅可申請。
排名資料有⼆種︓ 1、中⽂歷年成績單（含名次） 2、在學證明（含名次） 名次表未勾選者暫不可申請。 本資料若有更
新，會在註冊組最新消息公告。 可申請名次系所級⼀覽表︓ http://aadm.nctu.edu.tw/regis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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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企業校園徵才活動3/7正式起跑
2011企業校園徵才活動,⾃3/7~3/25⽌,共舉辦41場公司說明會及4/9校慶當⽇的⼤型徵才博覽會。
相關資訊及舉辦時程請參閱活動官網 http://openhouse.nctu.edutw/of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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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企業校園徵才系列活動- ⽣涯暨職涯發展講座 
講題︓台灣微軟第⼋屆校園講座̶未來⽣涯體驗計畫
主講單位︓微軟⾼階主管̶公共事務部⾨副總經理 趙明榮
地點︓浩然國際會議廳A、B廳
時間︓4/13（三）18︓00〜22︓00

講題︓邁向公職之路̶國家考試
主講單位︓教育部̶張瑞弘參事
地點︓浩然國際會議廳
時間︓4/20（三）18︓00〜19︓30

講題︓資⽣堂彩妝講座̶新鮮⼈職場彩妝
主講單位︓資⽣堂̶林美莉⽼師
地點︓綜合⼀館
時間︓4/20（三）12︓00〜13︓20

講題︓最後⼀堂⽣命的課̶相信⽣命價值的奇蹟
主講單位︓漸凍英雄̶蕭健華⽼師
地點︓浩然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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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4/27（三）16︓30〜18︓00

講題︓分享講座
主講單位︓新光合纖̶吳東昇董事⻑
地點︓浩然國際會議廳
時間︓5/4（三）18︓00〜19︓30

講題︓分享講座̶微軟主管
主講單位︓微軟主管̶
地點︓浩然國際會議廳
時間︓5/4（三）20︓00〜21︓30

[學務處] | Top

2. 「點亮內在熱情，作⾃⼰與別⼈⽣命中的天使」，邀請您⼀起來
做⾃⼰的天使︓瞭解⾃⼰，拓展⾃⼰，找到⽣命的熱情。
做別⼈的天使︓為他⼈做⼀件⼩事，關⼼別⼈。
做環境的天使︓感謝⽣養我們的⼤地，愛護地球。
精彩活動資訊，請參閱諮商中⼼網⾴︓http://counsel.adm.nctu.edu.tw/ 或親⾄諮商中⼼索取活動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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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受理申請2011年度我國學者赴澳⼤利亞研究訪問計畫
申請⼈請⾄國科會網站上線作業，將申請書資料(含英⽂履歷及近五年著作⽬錄、擬前往機構合作對⽅之正式邀請函等)上
傳，並請所屬單位於100年3⽉10⽇前列印已確認畫⾯1份經單位主管簽章後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附
件說明，或請⾄國科會國際合作處網⾴最新消息查詢 網址︓。http://www.nsc.gov.tw/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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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徵求100年度第1次「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試辦⽅案(⿓⾨計畫)」
計畫書
⼀、請申請⼈參考此次公告指定之國外研習機構及關鍵科技領域等資料，依公告說明提出計畫補助申請。本計畫已採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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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任務導向型團
隊赴國外研習試辦⽅案」進⾏作業。並請於100年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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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申請⼈將所有英⽂申請資料（包括計畫書、所有研究⼈員履歷及其著作⽬錄等）併同「國外研習機構參
考意⾒表」寄給擬前往研習之國外研究機構指導⼈，並請該位指導⼈填具所附「國外研習機構參考意⾒表」暨親⾃簽署
後，於5⽉20⽇前將該表直接寄給國科會承辦⼈，始完成申請⽂件。 三、其他注意事項詳參函⽂附件，申請書及相關資訊
請⾄國科會網⾴最新消息查詢 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e277ff6012e3252b171006b&ctunit=31&CtNode=42&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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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補助辦理「智慧電⼦跨校聯盟中⼼計畫徵件相關事宜」
⼀、本案補助推動包括「智慧電⼦總聯盟中⼼」、「醫療電⼦聯盟中⼼」、「4C電⼦聯盟中⼼」、「綠能電⼦聯盟中
⼼」、「智慧電⼦應⽤設計聯盟中⼼」等5個聯盟中⼼。因⼀校⾄多以申請2案為原則，請有意申請教師先告知所屬學院或
⼀級單位及計畫業務組，屆時若申請件數超過2件以上，將進⾏校內協調作業。
⼆、請申請教師所屬單位於100年3⽉15⽇前備妥請印單、計畫書⼀式6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3⽉17⽇前逕送本校電
⼦系⿈佳琪⼩姐辦理申請。計畫申請書格式，請逕⾄教育部網站單位介紹/顧問室/電⼦公告欄項下查詢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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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署中醫藥委員會徵求100年度「中醫藥政策暨暨中醫藥療效評估類」計畫
⼀、因案號之各分項徵求重點，同⼀機構以1標為限，請有意申請教師先知會計畫業務組，倘同⼀研究重點有意投標件數
超過(含)2件時，則由計畫業務組洽各申請教師所屬單位共同協調推舉計畫主持⼈提出申請。
⼆、請計畫主持⼈所屬單位於100年3⽉11⽇前備妥請印單並檢附投標廠商聲明書1份、計畫書及機構研發能⼒之證明⽂件
各⼀式10份等資料，會相關單位後於投標截⽌期限（100年3⽉15⽇下午5時30分）前送達該會辦理投標事宜。
三、計畫投標須知請⾄政府電⼦採購網http://web.pcc.gov.tw下載，招標訊息可⾄該會網
站hhttp://www.ccmp.gov.tw http://web.pcc.gov.tw查詢下載。

[研發處] |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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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科學研究推動中⼼辦理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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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申請
⼀、 有意申請10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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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前
備妥函稿附同計畫書、個⼈學經歷資料等⽂件各⼀式1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100年3⽉31⽇前(郵戳為憑)逕寄該中⼼辦理
申請。
⼆、 計畫書參考格式、各項補助經費規定、請款說明及單據處理原則請⾄該中⼼網⾴網
址︓http://biometrics.sinica.edu.tw/life/查詢下載，如有疑義請向該中⼼承辦⼈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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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安⼼成家作業規定
主旨︓⾏政院⼈事⾏政局函，有關「⻘年安⼼成家作業規定」部分規定業經內政部於100年1⽉25⽇以台內營字第
0990811290號令修正發布，請 查照並轉知。
說明︓依據教育部100年2 ⽉14⽇臺⼈(三)字第1000021052號書函辦理，詳情請⾒
http://www.ga.nctu.edu.tw/ga4/files/news/201102221131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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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安⼼成家住宅補貼
主旨︓⾏政院⼈事⾏政局函為100年度⻘年安⼼成家住宅補貼，受理申請期間⾃100年3⽉1⽇起⾄100年4⽉13⽇⽌，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
說明︓依據教育部100年2 ⽉18⽇臺總(⼀)字第1000027178號書函辦理，詳情請⾒
http://www.ga.nctu.edu.tw/ga4/files/news/201102221447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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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房屋貸款
主旨︓為增進全國公教⼈員福利，「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房屋貸款」案，公教員⼯可在華南銀⾏搭配內政部營建署
「住宅補貼」及「⻘年安⼼成家」專案使⽤，請 轉知所屬同仁參考利⽤。
說明︓
⼀、依⾏政院⼈事⾏政局100年2 ⽉24⽇臺總(⼀)字第1000300488號書函辦理。
⼆、為增進全國公教⼈員福利，「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房屋貸款」案，公教員⼯可在華南銀⾏搭配內政部營建署
「住宅補貼」及「⻘年安⼼成家」專案使⽤。
三、本貸款之特⾊如下︓
(⼀)貸款對象︓中央及地⽅各級機關、公⽴學校編制內員⼯，以及公營事業機構編制內員⼯。(不含軍職)
(⼆)優惠利率︓按中華郵政⼆年期定儲利率固定加0.265％機動調整，⽬前年息1.47％。
(三)額度︓以擔保品可貸⾦額為上限，並依借款⽤途、償還能⼒與銀⾏擔保品估價規定辦理。
(四)擔保品︓提供本⼈或其配偶之不動產設定第⼀順位抵押權予銀⾏作為擔保(共購不動產者僅限定本⼈與其配偶)。
(五)償還⽅式︓本⾦寬緩期最⻑為核貸期限四分之⼀(五年)，借款⼈得隨時提前還款，不收任何費⽤。
(六)還款年限︓最⻑20年。
四、請有意申辦之同仁，逕洽華南銀⾏各地分⾏。⼜政府對本貸款並不負貼補利息責任，或給予其他補助︔如貸款⼈因本
貸款與銀⾏發⽣任何糾紛，應依與華南銀⾏之貸款契約及相關法令規定解決。
五、另因本貸款係住福會公開遴選銀⾏辦理貸款，政府並未補貼利息，內政部營建署表⽰公教員⼯可在華南銀⾏搭配該署
「住宅補貼」及「⻘年安⼼成家」專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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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中⼼活動資訊
藝⽂表演、講座詳⾒藝⽂中⼼網站︓http://acc.nctu.edu.tw/3.php

[藝⽂中⼼] | Top

「⾃然與想像的詩意空間」- 為鋼琴與電聲的⾳樂
節⽬名稱︓「⾃然與想像的詩意空間」- 為鋼琴與電聲的⾳樂
演出時間︓ 2011/03/08(⼆) 19:30 /19:10導聆|曾毓忠《交⼤⾳樂所教授》
演出地點︓交⼤演藝廳（學⽣活動中⼼2樓）
票  價︓學⽣票 100 元 / 全票 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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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年作曲家暨鋼琴家任真慧與合作無間的司圖雅各於⽣活及藝術美學中，⾃然與想像是最重要的兩項元素。作為⼀
種全⾯性的宇宙觀，結合並包含多重層次，⽽⾮⼆分為⼈為與⾃然、亦或是想像與實現的詮釋。
此場演出皆為結合鋼琴與電聲之曲⽬，此⼆種媒材具有寬廣的⾳域層次、調⾊、配器等特⾊，組合在⼀起時能將作曲家樂
思及想像發揮得淋漓盡致，創造出無限可能的聲響空間。譬如哈維在作品《梅湘之墓》使⽤不同的調律在預錄的鋼琴及現
場演奏的聲部中，以造成神奇炫⽬的⾊彩共鳴︔⾼橋悠治的作品《江神》則著重於鋼琴聲響的形變與延伸，如⾛⼊迷宮般
奇幻︔湯淺讓⼆的作品《向午夜之陽》以各⾃獨⽴卻⼜重新結合的鋼琴與預錄的聲響共構出⼀幅充滿想像⼒的聲⾳⾵景
畫。在互相迥異的⼤師經典作品之外，亦將演出三⾸中⻘年作曲家之新作，帶領聽眾⾛⼊前所未體驗過的，聲響的詩意空
間。

[⾳樂所] | Top

眾神的微笑︓芥川⿓之介的《羅⽣⾨》與《煙草和魔⻤》
時間︓2011/3/9（三） 15︓40-17︓30 
地點︓AB102(綜合⼀館B102教室)
講題︓眾神的微笑︓芥川⿓之介的《羅⽣⾨》與《煙草和魔⻤》
主講⼈︓賴振南先⽣(輔仁⼤學⽇本語⽂學系教授)

[新⽂藝復興閱讀計劃推動⼩組] | Top

4G⾏動通訊國際標準趨勢產學論壇
活動主題︓4G⾏動通訊國際標準趨勢產學論壇
活動時間︓3⽉22⽇(週⼆) 12:30~17:00
活動地點︓交通⼤學電資⼤樓1F第四會議室
活動摘要︓
4G ⾏動通訊 以 IEEE 802.16m 及 3GPP LTE/LTE-Advanced 為主軸，進⾏相關技術標準制定，核⼼技術內容已越趨
完整，因此本活動特邀請⼯研院、資策會等專業⼈⼠，針對 MTC、Relay、CA 等國際技術標準深⼊介紹其內容、現況與
趨勢。並邀請到國內科法界重量級學者－交⼤劉尚志教授專題演講，分享科技產業國際專利授權策略。期能透過此次產學
研交流機會，擦出亮麗⽕花︕盛情邀請各界先進與會，您可分享專業⼈⼠的豐富經驗，協助您掌握4G技術標準與產業趨
勢︕
活動議程︓請⾒網⾴http://aic.nctu.edu.tw/ 
報名⽅式︓即⽇起免費報名，額滿為⽌︕報名網址 : http://aic.nctu.edu.tw/ 
聯絡窗⼝︓NCP橋接計畫 胡⼩姐 03-513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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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交⼤思源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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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