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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新聞

【接班人的家庭作業】

吳重雨校長 接班人家庭作業--未來領袖要知道的事

【校園新聞】

交大與喬鼎資訊合作之雲端儲存實驗室開幕

i瘋4P—由「I」出發的「瘋」富創作畢業展

智慧生活 樂在「騎」中

交大客家文化學院師生結合創意與科技邀您今年春節「新埔 不只是過客」

教務處訊

99年第一學期『TA評量問卷』中獎名單已公佈

學務處訊

100年春節活動中心閉館時間

研發處訊

國科會先導型、開發型及應用型產學計畫受理申請

國科會徵求「台法 (NSC-ANR)合作研究計畫」

國科會100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受理申請

工研院電光所100年度「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至100.1.24止)

工研院材化所「100年度承接經濟部委託或補助科技專案計畫項下擬委託學術研究機關研

究計畫」受理申請

總務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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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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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起依規定由原年息1.197%調整為年息

1.247%，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

浩然新鮮報

圖書館公告

圖書館空調施工公告

2011年圖書館增刪訂資料庫公告

「ｉ呀！我把圖書館移動了！」交通大學行動圖書館mLibrary新鮮發行！

重要：Hotmail 伺服器會擋掉圖書館所發出的通知單

圖書館網頁打不開或出現空白的因應方法

登入圖書館服務的帳號須知

校外使用交大電子資源連線設定

校園使用筆電/手機無線上網設定

圖書館陪你做研究

99年研究攻略營演講影片

使用Compustat資料庫之前的設定方式／「$+英文字母」的意義／如何轉換全球

版和北美版

如何使用Datastream資料庫找到在美國上市的ADR之相關年報？

使用SDC金融交易資料庫可以查詢到什麼資料？

使用SDC資料庫下載資料時，如何同時下載CUSIP碼？）

如何使用SDC資料庫針對一家公司尋找其所有的併購資料？

如何找到Datastream的Help功能

資訊超載？資訊焦慮嗎？掌握最新研究趨勢與議題，訂閱Top 25 Hottest Articles

訊息就對了。

資源利用指引

新增EndNote X4 Mac版，歡迎讀者下載！

最新Endnote X4 版下載

Endnote--論文資料整理的利器！

台聯大圖書代借代還服務（交大、清大、中央、陽明）

跨校借書/印期刊（館際合作服務）

國際期刊影印服務

交大學術集成

新增/試用資料庫

新增試用資料庫 ~ 中國工具書集錦在線(試用期限至2011/02/28)

新增試用資料庫 ~ 中國統計年鑒資料庫(試用期限至2011/02/28)

SciFinder資料庫調整為網路版使用資訊公告

新增試用電子書 ~ 遠足台灣--台灣行旅系列電子書選輯 (使用期限至2011/02/28)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100/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87/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57/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883/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801/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828/
http://www.lib.nctu.edu.tw/html/id-38/
http://www.lib.nctu.edu.tw/html/id-37/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60/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90/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53/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53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55/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54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56/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55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54/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56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50/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57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37/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46/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60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975/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60
http://www.lib.nctu.edu.tw/html/categoryid-26/id-130/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61
http://www.lib.ust.edu.tw/index.php?fuid=1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62
http://www.lib.nctu.edu.tw/html/id-29/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63
http://www.lib.nctu.edu.tw/html/id-32/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60
http://ir.lib.nctu.edu.tw/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87/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86/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60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81/
http://www.lib.nctu.edu.tw/news/do-event/id-1079/
http://blog.lib.nctu.edu.tw/nctunews/index.php?id=2262


吳重雨校長

新增試用電子書 ~McGraw-Hill E-Book Collections (使用期限至2011/02/28日止)

新增資料庫--Business Source Complete

新增試用電子書--L&B電子書選輯（2011/2/28止）

新增試用資料庫--Alexander Street Literature（2011/2/28止）

新增試用電子書--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2011/02/28止）

新增試用資料庫--RSC英國皇家化學學會電子書（2011/3/31止）

展覽與活動

1/17~1/23每週~一優鮮片：達賴喇嘛十問 幻影人生

每週~一優鮮片：1-2月放映片單

2011新春書展-探索魔鏡西藏

西藏宗教文化特展

「今天，你讀什麼書？」歡迎讀者一起來讀電子書！

國立台中圖書館企業識別系統（CIS）徵選簡章

新進館藏

圖書館新書介紹--《新富餘：人類未來20年的生活新路徑》

視聽新鮮貨--《靈異航班(Passengers)》

藝文中心訊

 台灣當代藝術典藏展

員生社訊

 100年1月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日排程

 

吳重雨校長 接班人家庭作業--未來領袖要知道的事

去年五月開始，交大提出了「接班人的家庭作業」構想，希望藉由各界具有重要影響

力的大師，每月20日假設擔任交大一日校長並撰文，向未來的新領袖及接班人分享經

驗、理想，並指點下一代未來應該關切的議題與方向。我們期望這樣的活動一方面能

協助學生在激烈的全球高教人才競爭中有著突圍性成長，另一方面也以多元思維陶冶

屬於企業和社會的未來接班人。

在前幾期的文章中，我注意到有個讓來自於不同領

域的大師不謀而合的觀點：「理工人才需要有人文

涵養，人文社會人才也要有數理邏輯的概念」，這

樣的觀點也正是我所要強調的通識教育的重要性。

在現今這個科學與人文社會越來越密切的社會中，

除了學有專精，也需要淵博的知識及涵養，以因應

隨時變動以及跨領域的社會需求。台積電張忠謀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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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長曾陳述他18歲進入哈佛那一年，博覽文史哲理工經典群籍，奠定了他求知的基

礎，並借海明威名言，改成「哈佛這一年為人生可帶走的盛宴。」我也藉由張董事長

的故事鼓勵各位未來領袖，掌握黃金的大學四年，在課程選擇上要多元且具有彈性，

學校也要在專業課程數上盡量精簡，但課程份量增加。此外學習分配時間廣讀各類書

籍以奠定通識基礎，讓精華的大學四年成為人生中的饗宴。

當我們提到競爭力的同時，跨領域的整合能力與溝通能力，是現在國際化優秀人才的

基本標準，所以，我也鼓勵各位未來領袖，要多方參與社團或活動，接觸來自各領域

的人才，激盪出多元的火花。以交大為例，2008年提出的《白文正T50築夢基金競

賽》中，鼓勵學生創業及勇於追求夢想，其中我們特別注重跨領域整合的能力；2009

年3月推出的鑽石計畫，除了整合跨領域多元的研究團隊，也鼓勵各實驗室延攬專職

研究的多元人才，持續保持創新能力，並以跨越學科界線挑戰傳統。我們也提供大學

生一個方式，讓有興趣作研究的人在本科課業之餘，可以選擇加入跨學系的實驗室參

與研究，和一流的研究團隊共同工作，加入新的創意。我認為未來的大學要培育更好

的人才，就應孕育出跨領域「四通八達」的人才，意即「通才」、「達人」兩種能力

都兼備。

長久以來交大校友在產業界的成就與貢獻，已受到國際肯定並擁有龐大的影響力，如

果歸納交大校友所共同擁有的特質，就是「追求卓越的精神」，這也是交大所擁有也

是最重要的資產。如果各位未來領袖每件事都有『要做到最好、要作第一的精神』，

秉持著這樣追求卓越的精神，再加上品德修養及高度，社會一定會更進步，人類會更

幸福。

人生除了才能以及品德高度以外，也要注意身體的健康，張忠謀董事2007年在對交大

新生演講時開門見山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各位同學一定要養成一個「終生的、健康的生

活習慣」。人生的成就就像一個具有符號的相乘數，被乘數是專業才能，健康是乘

數，而品德是符號。沒有健康，成就的值沒辦法很大；品德不好，數值就會成為負

數，對社會是更大的損害。所以才能健康再加上品德，才是完整、美滿的人生。

最後我引述美國總統甘乃迪曾說的一句話，並稍加改變：「不要問交大能為你做什

麼，要問你能為交大做什麼？」用來與大家互相勉勵。你永遠不可能完全控制你身在

何處，擁有多少優勢，更不能選擇你的天賦才智，但是卻能掌握自己願意付出與努力

的程度，希望各位能以自己的付出及努力，作出貢獻，使交大成為一流大學。同樣的

精神，也可以使我們的社會國家更加進步。

【公共事務委員會策劃並主辦】 

活動規劃及內容請見網站：http://www.pac.nctu.edu.tw/Homework/

【公共事務委員會】

交大與喬鼎資訊合作之雲端儲存實驗室開幕

交通大學和磁碟陣列領導廠商喬鼎資訊10日在交大電資中心資通實驗室共同舉辦「鑽

石計畫–雲端儲存實驗室開幕」儀式，除了宣布雙方在雲端儲存上的持續合作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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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儲存實驗室開幕剪綵。由右至左為科管局顏宗明局長

、吳重雨校長、李志恩董事長、林寶樹主任

同時進行合作成果的發表及未來展望，透過與產業接軌、發展頂尖科技的鑽石計畫，

將先進的磁碟陣列技術根留台灣，並為台灣培訓新一代的儲存專業人才，永續經營

官、學合作計畫。

雲端儲存實驗室目前由多組交大研究

團隊、交大資訊服務中心和喬鼎資訊

研發團隊合作，研究重點在資料中心

注重的資料保全，以及儲存系統的管

理能力、分散式儲存、虛擬化與節能

等創新技術，儲存系統建置規模為

1.2-1.6TB，約可儲存二十萬部DVD品

質的電影。此外，交大也將和喬鼎合

作開發儲存相關的應用服務，提供更安全、更易用的雲端儲存服務，掌握更多雲端計

算先機，成為帶動雲端儲存發展的火車頭。

雲端儲存實驗室研究範圍包括：1、雲端資料中心的分散性檔案系統：更方便的擴充

或減少儲存池內的網路儲存設備，並強化雲端資料中心的存取效率2、校園網路流量

分析：交大網路測試中心將網路流量狀況即時監控，並持續寫入於喬鼎的儲存設備

內。儲存的網路流量資料除了可觀察網路流量的使用狀況外，也可用作電信業者、校

園網路架構等環境，對於設備進行模擬真實狀況的壓力測試3、校園備份解決方案：

提供交大師生使用的雲端備份機制，可將使用者電腦內的重要資料，即時或排程進行

自動備份，上傳至資訊服務中心的資料中心，減少因為個人電腦硬碟損毀造成資料遺

失。

交通大學吳重雨校長表示，鑽石計畫為交大參考MIT等名校與產業接軌，發展的長期

性共同研究計畫。目前涵蓋範圍包含生醫工程實驗室、資訊通信實驗室、智慧型記憶

體及晶片系統實驗室、能源與環境實驗室、光電研究實驗室，各實驗室均獲得企業熱

烈參與，已有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友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電信研究所、喬鼎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DCS Corporation等

頂級會員加入，投入總額超過一億元。

目前鑽石計畫資通訊實驗室研究的主題涵蓋雲端運算、次世代網路(Next Generation

Network)、4G無線網路、智慧型手機、電子書及數位閱讀等多種研究範疇，而儲存技

術主要應用在雲端運算內。交大電資中心林寶樹主任表示，以雲端的應用來看，無論

是雲端的運算、虛擬化的儲存技術、新一代網路接取或是使用者終端及數位內容，都

是鑽石計畫各個研究室的研究範疇。

喬鼎資訊李志恩董事長也指出，台灣科技產業在雲端運算的硬體架構上貢獻良多，包

含使用者終端設備、伺服器、網路架構以及儲存設備。而其中，儲存設備肩負保全使

用者資料的重要角色。希冀透過喬鼎資訊與交大的合作，發展更先進的儲存技術，也

能更有效的和其他雲端軟硬體相關產業進行接軌。

鑽石計畫

「鑽石計畫」為建立長期運作的研究實驗室，並產出技術前瞻之雛形驗證系統，有利

於技術深耕與價值創造，校方除提供研究空間外，並設置實驗室運作基金，充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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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瘋4P--四人創作聯展』的4P，由左起：嚴晃正
、曹余森、許詠貿及粘瑋仁一同「瘋」創作。

教師團隊研究資源；針對業界的加入，另有規劃相關之智權歸屬方案，讓研發能量延

伸。先導實驗室規劃目前包含：生醫工程實驗室、資訊通信實驗室、智慧型記憶體及

晶片系統實驗室、能源與環境實驗室、光電研究實驗室等。

喬鼎資訊

喬鼎資訊 (PROMISE Technology, Inc.) 擁有超過20年儲存相關的發展經驗，提供完整的

SAS/SATA RAID儲存設備產品，包含對SAN 和 DAS應用的機架式RAID儲存系統；對

伺服器和Workstation應用的PCIe RAID控制卡；及對SOHO族群的NAS/DAS網路儲存系

統和應用於嵌入式系統的內建RAID ASICs。經由全球銷售網，在全球銷售已超過一千

五百萬個RAID控制器的喬鼎資訊仍堅持在數據資料保護的領域中發展，並提供最佳的

容錯儲存設備產品。喬鼎資訊是ISO-9001:2008和 ISO-14001:2004合格認證廠商，在歐

美日及亞洲地區皆設有行銷業務的營業據點，提供全球客戶最即時的支援與服務。

【公共事務委員會/喬鼎資訊】

i瘋4P—由「I」出發的「瘋」富創作畢業展

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四名學生共同策劃的創作畢業展『i瘋4P--四人創作聯展』，

於2011年1月6日在新竹金變堂展覽空間展出。視覺傳達設計組的曹余森、嚴晃正、許

詠貿，以自身的生命經驗引發豐富聯想，利用奇幻風格插畫、黑白漫畫及諷刺畫等不

同風格的創作，讓觀眾在觀賞中同時能腦力激盪，反思自己的生活及生命；工業設計

組的粘瑋仁則以自己獨自在外地求學的經驗，為單身公寓的設計一系列「懶的設

計」，讓生活更有品味也更便利。

從小就喜愛閱讀奇幻小說、漫畫及電

玩遊戲的曹余森，創作了一系列奇幻

風格的插畫「幻想《山海經》」，以

寫實的繪畫風格來表現中國山海經出

現的幻想生物。「《山海經》的內容

只是創作的起點，刺激我的想像。」

一邊讀《山海經》，一邊鉛筆畫草

圖，「在繪畫過程中時常有突如其來

的想法，天外飛來一筆反而讓作品出乎意料之外，我很享受這種創作過程。」

擁有濃厚個人風格的作品《隨想．我畫》，是嚴晃正將個人生命及日常生活的感想或

經驗，以黑白連環漫畫或插圖佐以少許文字呈現。這次作品對嚴晃正而言，並沒有太

多的劇情安排，只是日常經驗的隨想，卻也在其中討論了生存於競爭社會下的無奈以

及人們創造出來的社會意義。「三篇長篇漫畫之一的《我是戰士》，便是描述不斷戰

鬥的戰士，最終不知道自己為何奮鬥、為誰而戰？」嚴晃正的作品也展現了小時候上

課不專心、用簽字筆畫漫畫而發現的獨特技法，「以細線的疏密緊湊表現明暗，與一

般漫畫創作者不同。」此外，嚴晃正的漫畫並沒有太多文字註解，「希望透過不同觀

眾的眼睛，會有不同的解讀跟迴響。」

許詠貿則是以一幅幅戲謔的畫作和裝置給大家「心」的聯想，「想讓大家感覺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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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詠貿及其作品《泡水》，表現人與水與水池看似無

關、細細品味或許能體察三者間的關係。

粘瑋仁設計《俄羅斯方塊床》，可以隨意拼湊自己想

要的床。

 

『人』、『物』之間的關係或互動。這種關係跟互動會在當下造成了一種情緒，很片

面、也很即刻，希望觀眾透過我的作品細

細體會。」許詠貿在生活中創作出生活中

能發現及無意間發現的個體行為關係，

「有時候很有趣也很醜陋。」他認為這種

短暫片刻，有美麗、有隱晦、有憂愁、也

有曖昧，都在腦裡瞬間爆發。「我將平常

看到的這種瞬間作奇幻聯想，以詼諧的態

度去表達。」

唯一來自工業設計組的粘瑋仁則發表了三

件作品「懶的設計」，包括《俄羅斯方塊

床》、《懶人黑白拖》及《L號、XL號懶

人》懶骨頭洗衣袋等三樣產品。獨自在外

地求學而開始一個人生活在單身公寓，粘

瑋仁笑言，「懶得收拾、懶得擦地、懶

得…的事情太多，花了一年時間訪談其他

『懶人』，發現了幾個常見的問題，成為

創作的起點。」《俄羅斯方塊床》是由5個俄羅斯方塊組成的單人床，各具有不同的

收納功能，書櫃、斗櫃、垃圾桶及邊桌一應具全，「分開來是獨立座椅可以當沙發使

用；也可根據不同房型拼湊出想要的床，同時省了選購各種家具的麻煩。」

《懶人黑白拖》則是發現許多單身者喜歡用紙拖把清潔；更有許多人懶得彎腰擦地，

直接將抹布踩在腳下拖行擦地。因此粘瑋仁結合環保，將紙拖把的清潔紙黏在廢棄瓦

楞紙上，「邊走路、邊打掃，一舉兩得。」《L號、XL號懶人》懶骨頭洗衣袋也因發

現許多人通常換洗衣物隨手往床上丟，若有人登門拜訪，再把衣服堆藏在棉被或衣櫃

裡，「《L號、XL號懶人》平時可以當洗衣袋，將開口反折成粽型，便成了舒適的洗

衣袋。」外型時尚、坐臥舒適的《L號、XL號懶人》絕不會被發現裡面原來是藏著髒

衣服，「做作品的同時也完成自己身為懶人的許多夢想！」

此次展覽為期兩週半，作品風格多元。曹余森表示，不同於平常工作做作品，這次展

覽的作品所傳達的都是發自內心的想法，從「I」出發。這次也走出交大辦展覽，希望

吸引更多人觀賞他們研究所積累的成果與成長。

【公共事務委員會】

智慧生活 樂在「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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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百年百位單車客與交大共推竹北高鐵特區親子健康樂活

文化城

從傳統客家聚落，到高鐵駛入與豪宅林立，竹北高鐵特區的快速發展令人驚豔！國科

會智慧生活科技區域整合與創新中心「交大Eco-City」1月8日與上百位民眾一同跨上

鐵馬，親身體驗揉合傳統與現代、科技與人文、家庭與工作、休閒與文化的竹北高鐵

特區親子健康樂活文化城。

交大Eco-City林進燈教授說，「健康樂

活」與「家庭幸福」是科技發展的終

極目標，Eco-City特別結合新竹縣政

府、竹北市公所、在地社區、長茂科

技、捷安特自行車及文史工作者，應

用GPS衛星定位科技，帶領著扶老攜

幼的民眾騎鐵馬從高鐵出發，實地探

索頭前溪自行車道與單車運動公園，

深入瞭解六家古蹟問禮堂與交大客家文化學院，更親身體會新瓦屋客家聚落、花鼓、

歷史與文化的豐富面貌。

結束單車行後，還可參觀位於高鐵竹北站對面、與民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智慧生

活體驗館」。「智慧生活體驗館」是在交大校友、惠友建設黃才丕總經理幫忙下，由

交大設立，其中展示著曾俊儒教授設計的「遠距無線健康照護站care together pro」，

協助守顧家中長輩健康；楊谷洋教授的「行動輔助機器人i-go」，讓行動不便長輩與

身心障礙者也能自由活動；劉德正博士的「愛的親子連線網路照片服務平台U-

Beloved」，讓外地子女能隨時與父母分享生活感動每一刻，以及林進燈教授設計的全

家同樂「自行車健康遊戲平台i-bike」，在家騎科技單車就能欣賞虛擬美景，同時還能

檢測體能、分析健康，應用智慧健康管理系統，順利達成瘦身計畫。

林進燈強調，科技研發絕對不能侷限在實驗室，需要邀請真實使用者的參與，因此交

大Eco-City推動以親子單車設計為主題的全民創新網路平台，兩個月就有高達25萬人

次網友參與，提出近五十件創意設計。活動現場也特別展示獲選的四件作品，包含台

北郭爺爺為孫女精心設計小朋友專屬全方位安全守護腳踏車、造型獨一無二的哈雷型

腳踏車、小語爸爸想要讓孩子「四肢均衡發展」設計出「手腳並用」腳踏車、劉爸爸

為鼓勵小朋友單車環島而設計的「酷炫鯉魚飄腳踏車」（網

站：http://www.atlaspost.com/act/lovefamily）。

交大Eco-City邀請民眾前來參觀智慧生活科技體驗館，一同體驗竹北高鐵特區親子健

康樂活文化城結合科技創新與人文關懷的豐富可能，也讓單車客，再也不只是過

「客」，不再只是經過「客」家庄，而是透過智慧生活科技，關心土地、社區與文

化。智慧生活體驗館竹北展館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日10:00~12:00、14:00~17:00，週

一及國定假日休假。

【公共事務委員會/Eco-city】

交大客家文化學院師生結合創意與科技邀您今年春節「新埔 不只是過客」

你吃過了嗎？！麥克雞塊除了黃綠紅外，配客家桔醬，原來比加甘梅粉還好吃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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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了嗎？！鬼王大士爺竟變成快打旋風魔王，在新埔義民廟PK美少女戰士！

結合科技與創意，文化與生活，交大客家文化學院今年「整合行銷傳播」與「數位典

藏」課程推出超勁爆的作品。傳播與科技學系大三同學攜手創作七部創意影片：「桔

醬創新好滋味」、「快打旋風大士爺」、「線上遊戲闖新埔」、「文藝青年桂花園」

還有「客家燜雞好味道」、「新埔給月亮的歌」與「單車客樂活新埔」，架設又有趣

又有深度的新埔旅遊網站，邀請民眾一起體驗不一樣的客家風情。

想出拿麥克雞塊蘸客家桔醬鬼點子的林映綺（呂靜宜、陳文玲、林嘉敏、方燕霞）

說：同組有來自澳門的僑生嘉敏跟香港的交換學生燕霞，有一天我們一起去吃麥當

勞，突然他們說港澳的沾醬好像跟臺灣不一樣。突然，彷彿一個閃電就打到我們！我

們就拿老師帶我們去吃新埔客家閹雞時買的桔醬，自掏腰包買麥克雞塊在宿舍蘸來

吃，哇，真好吃。於是我們就拍出了這部影片，想想，要是有一天大家都去新埔，在

街上買只有在這裡才吃得到的，正宗創始店桔醬雞塊或桔醬香雞排，那可就酷斃了。

推出大士爺快打旋風的同學（李宜融、鄭家宜、陳蕾、陳羽涵、陳俐吟）則是線上遊

戲與同人誌（COSPLAY）愛好者。幾個年輕女孩第一次去新埔百年紙糊店，一點也

不怕這些紙紮的神明和人偶，反而想到：要是能穿著大士爺的戰袍去參加動漫迷的聚

會，嘿，那可是炫爆了！所以他們裝扮成大士爺，就在新埔義民廟那超像電玩場景的

大牌坊前，演出了大士爺PK美少女戰士的戲碼。陳俐吟說：要是將來到義民廟參觀的

餘興節目裡還看到霹靂素還真PK大士爺，那她一定第一個報名，也一定要叫朋友們一

起來。

此外，結合GPS技術與網路社群，客家文化學院碩士在職專班來自各行各業關切客家

文化發展的研究生，也以「山歌達人」、「飛龍步道」、「二度蜜月」、「新埔

好?」、「桔醬達人」、「農村再造」、「親子樂活」與「百年新埔」八個精彩主

題，要帶領遊客深度探索不同面貌的新埔。

新竹縣南和國小教了三十幾年書、熱愛唱山歌的阿媽級碩士研究生葉美周說：我上了

課才知道這科技與文化的結合真的很重要，力量真的很大！新埔不只有柿餅，還有秀

麗的農村、豐富的文化，只有靠網路跟科技，才能夠讓所有到新埔來的朋友，不只是

過客！不再只是經過「客」家庄，透過智慧生活科技，真正認識客庄的人事物，跟我

們交朋友，而更關心我們的土地、社區與文化。

指導學生完成這些創作的傳播與科技系林崇偉教授說：交大客家文化學院除了發展學

術和研究外，更希望透過教學課程，引導年輕學子認識客家、體驗客家、更要創新客

家。在今年以新埔為智慧生活發展場域的課程裡，他非常訝異學生能結合流行、發揮

創意，運用科技，想出這些好主題與鬼點子，讓更多的年輕人與不同的遊客開始注

意，更願意來到客家庄，參與客家庄的民俗與文化活動。林崇偉說，他深信：客家文

化與客庄產業發展的未來，這正是關鍵！

在交大Eco-City健康樂活城林進燈教授與「愛評網」的幫忙下，交大客家文化學院還

特別建置「讓新埔?不只是過客」網站送給新埔鎮。裡面除了有年輕人的創意搞笑影

片、精彩的文史主題路線外，還有結合新埔地方特色產業所推出的網友免費體驗活

動，可以品嚐新埔美味的燜雞、柿餅與桔醬。即日起到二月底為止，春節期間歡迎民

眾上網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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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網址（含所有影片與路線）：

http://event.ipeen.com.tw/2011_hakkafun

桔醬創新好滋味：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FUutEdKp_0 

快打旋風大士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vyHT30sv4

【Eco-city】

99年第一學期『TA評量問卷』中獎名單已公佈

詳情請至教學發展中心網頁「最新消息」http://ctld.nctu.edu.tw/。

【教務處】

100年春節活動中心閉館時間

100年春節活動中心閉館時間：自100年1月31日（星期 一）16:30時起至100年2月8日

（星期二）07:00時止，期間活動中心將全面關閉，管制人員進出，請活動中心各單位

及社團配合辦理及關閉水電。

【學務處】

國科會先導型、開發型及應用型產學計畫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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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科會修正「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申請書暨新訂「辦理產學研究

計畫補助案件之利益迴避暨保密原則」，另先導型、開發型及應用型產學計畫受理申

請，校內收件日至100年2月10日止。整合型計畫須將各子計畫分別上傳後，再由總計

畫匯入整合為1個計畫， 由總計畫主持人服務機構提出申請。

二、 本項申請全面採取線上作業，申請人請進入國科會網頁以「研究人員」身分登入

上線作業，並請於2月10日（週四）前由系辦人員將下列文件送交計畫業務組彙辦：

(一) 上線印製之申請名冊一式1份。

(二) 計畫申請書內表C001、C002、C031A、C031、C031-1、C032、 C036A、附表

C035A及C037A所附加蓋公司大小章之合作企業證件影本等資料各1份。

(三) 若有申請合作企業配合款以派員參與計畫執行、提供設備供計畫使用等方式作為

出資比，請另附評價文件、勞保、健保、學經歷、專長及C032A等資料(或承諾書)暨

校內核可之簽呈影本各1份。

三、 其他應辦事項及作業要點修正重點說明詳參函文及申請注意事項，本件函文之附

件(作業要點、計畫申請書)及相關規定，可自行上網查詢下載（網

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d5066fc012d540825ba0066&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國科會徵求「台法 (NSC-ANR)合作研究計畫」

一、 本案包括2類型多年期計畫：

(一) 健康技術團隊計畫：自100年1月14日至100年3月10日止接 受申請。

(二) 自由型計畫：自100年1月14日至100年4月15日止接受申請。

二、 請依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方式上線作業，計畫類別：「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計

畫(Joint Call)，並請分別於限期3日前由所屬單位彙整造冊送計畫業務組彙辦。其他注

意事項請詳參函文附件，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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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881d02d556b26012d6dd3c54d012c&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國科會100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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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獎助案校內線上作業收件截止日至100年3月25日止。100年度獲獎人之獎勵期

間自100年8月1日起至101年7月31日止，故預計於100年7月底前可畢業者，請勿提出

申請。

二、 請申請人將博士班歷年成績單及學生證正反面等資料正本掃瞄成彩色PDF電子檔

後上傳，以利辨識；並請上線製作及檢齊申請資料上傳後「繳交送出」；再請指導教

授於網站上傳初評意見表並「同意送出」；書面資料經系所審查後，最後由計畫業務

組上線確認無誤及「彙整送出」，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三、 請申請人確認上傳之資料完整清晰後，列印申請書基本資料(表H201)、系所出具

已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OTH1)、博士班歷年成績單(OTH2)及學生證正

反面影本(OTH3)等申請資料，交系所審查資格條件並經單位主管簽章後(系所如欲審

查博士論文計畫書H202，請向申請人索取)，於校內收件截止日(100年3月25日)前送計

畫業務組查對備存彙辦，俾依規定於限期(100年3月31日)前送達辦理申請。

四、 線上申請相關作業請參照國科會申請系統操作說明辦理，相關資訊請自行上網查

詢下載(網址：http://web1.nsc.gov.tw/newwp.aspx?

act=Detail&id=402881d02d355b9e012d505f3e55017f&ctunit=31&CtNode=42&mp=1)。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工研院電光所100年度「委託學術機構研究計畫」受理申請(校內至100.1.24止)

一、 因本計畫申請簡章內「經費編列」項目規定：「各校應統一該校申請案之行政管

理費，…」，請有意申請者統一以經費總額之15%編列管理費，並請於100年1月24日

前備妥函稿及計畫書一式8份(含word電子檔1份)會辦相關單位後，於限期(100年1月26

日)前辦理申請。

二、 本件來函及附件(公告、申請簡章)請參閱附檔，或請自行上網(網

址：http://www.itri.org.tw/chi/announcement.asp?

RootNodeId=00H2&NodeId=00H2&KindCD=3)查閱。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工研院材化所「100年度承接經濟部委託或補助科技專案計畫項下擬委託學術研究機關研究計
畫」受理申請

請有意申請者先行與該所相關專題負責人洽詢，並請備妥計畫書2份(含word電子檔)等

資料，於100年2月25日前逕行送件辦理申請。

【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內政部營建署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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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起依規定由原年息1.197%調整為年息1.247%，請 查照
並轉知所屬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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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教育部100年1 月7日台總(一)字第1000008625號函辦理。

二、查94年度（含）以前辦理中央公教人員及國軍官兵之購置住宅貸款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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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起由原年息1.155%調整為年息1.205%，爰調整旨揭住宅貸款利

率。

三、本案聯絡人：保管組陳小姐，分機：51906。

【總務處】

100年1月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日排程

各位親愛的教職員工及同學:

員生社為方便您生活中各項所需品的採買,特於每星期四邀請相關優良廠商於中正堂1

樓走道展示商品,歡迎各位踴躍蒞臨參觀!

100年1月份週四合作事業推廣日排程

 廠商名稱 產品目錄

6日

上班族 服飾

萬麗 女裝(韓版)
17號草堂 手工大餅

瑪沙拉 手工餅乾

豐民 飾品

簡老爹 宜蘭滷味

富莊 兒童服飾

美杏手作屋 手作布包(DIY皮包)
品臻精品服飾 女裝服飾(台、韓版)

  

13
日

上班族 服飾

敏傑 吸水毛巾、記憶枕

17號草堂 手工大餅

菜香耕 有機食品

天藍養蜂場 蜂王乳、蜂蜜(醋)
戀依 女用服飾

怡農茶園 茶葉、蜜餞

20日

上班族 服飾

美杏手作屋 手作布包(DIY皮包)
17號草堂 手工大餅

瑪沙拉 手工餅乾

戀依 女用服飾

泓美 手工黑糖

27日

上班族 服飾

17號草堂 手工大餅

菜香耕 有機食品

天藍養蜂場 蜂王乳、蜂蜜(醋)
祉妘 休閒食品

璞鈺商行 客家養生商品、蛋糕

戀依 女用服飾

怡農茶園 茶葉、蜜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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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交大第87期e-News能夠順利發佈，感謝全體同仁的體諒與大力配合，在此致上我們

最深的感激與謝意!

--------------------------------------------------------------------------------------------------

-----------------

交大e-news發佈日期為每月5日及20日，請於發佈日七個工作天前來稿，並寄送相關

訊息內容、圖片等附件資料。聯絡人：羅茜文小姐，分機31280，E-

mail：chien0609@mail.nctu.edu.tw。

交大校友e-news發佈日期為每月20日，請於發佈日七個工作天前來稿，並寄送相關訊

息內容、圖片等附件資料。 聯絡人：蘇麗尹小姐，分機31789，E-

mail：ling0111@mail.nctu.edu.tw。

公共事務委員會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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