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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畢業典禮，己於本年六月二十日在新竹本技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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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十五學年度畢業典禮 

外，其餘三年，本校共增設四系兩所。文六十六學年度已I]將成立一個應數

所，所增共四系三所，連同原有的，總計已達十一系、五所。預計新學年

度學生人數，當超過二千人，發展尚屬適度。

同學會於本年五月四日舉行第二十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對本

舉行。由於畢業生及家長暨觀禮人士眾多，分為上下午兩個梯次進行。上

午有電研昕和大學部的電物、電工、電信、控制等四系，下午右管研所、

計研所和大學部的計算機科學、管科、應數、航技、海運等五系的畢業生

共四百餘人參加。因目前的禮堂容量有限，故在禮堂外大醋、及休息室裝設

了閉路電視，以供畢業生家長及在學同學在場外亦可君到典禮進行的實

況。首由盛院長致詞，繼由同學會教務顧問委貝會召集人王章清學長、同

學會常務理事吳伯禎學長、輪船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秘書長儲家昌先

生暨畢業生家長代表先後致詞。情祝熱烈。(原詞簡略附誌本刊)

二、民66 、的級研究生暨大學部畢業同學恭獻
蔣企銅像

應屆及下屆畢業的同學，為紀念總統
蔣公、永懷母校，特恭塑

蔣公銅像一座，獻給學校。此一銅像，為半身胸像，高三臺尺;底座四臺

尺。底座用墨綠色大理石砌造，更顯得莊嚴肅躍。正面由盛院長恭題 ri辜

被絃歌」四字。右面鴿有呈獻之年級等字樣。安置於圖書館一樓陳列櫃

前，於六月二十日畢業典禮之前，隆重，舉行揭幕典禮。

三、增設系所計劃之研議修訂

自盛院長接任臨務之初，曾初步擬訂四年擴展計劃'有關內容經由友

聲先後報導。其後又根攘海內外校友意見、校內同仁建詣，並衡量各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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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所提有關增設系所名稱及預定的年度曾加討論。各學長發言的綜合要

點，包括下述的重要建議; (1)交通大學應以配合交通為主，而土木為各項

交通工程之基礎，增設土木系賞屬必要。關於增設系所問題，最好能由交

通部提出需要及支援，會同教育部報行政院接准增設。 (2)先從增設研究昕

開始，作為基礎，再發展大學部相關學系，亦為可行途徑。此外，並決議

設立教務顧問委員會(另詳後節) ，研究如何協助學校發展系所，並由交

j直機構支援。

關於增設土木系，海內外校友屬單同殷，本投三年來先後申請，並向

部方力陳，結果均未獲准。良以教育部對各校報增系所，眼制甚嚴，凡

他校已有之系所，原不易再准增設，上年核准本投增一機械系，巴大屬不

易。近經與同學會方面交換意見，擬倒重交通工程方面，而於明年改以

「交通工程學系」名義報請，能否通過，此時實難預卡。文參照同學會意

見，對於增設系所問題，再提出五月十六日本投六十五學年度第二次院務

會議詳慎討論後決議:明年度同時申請成立下列系所; (1)研究所部分:電

子物理、控制工程、電信工程等三個研究昕。 (2)學系方面:土木(將擬改

為「交通工程J )、化工、及原有之航技系分設航海、輪機兩組招生。 (3)

博士盟方面:計算機科學及管理科學兩個研究所增開博士涯。另「系統科

學研究所」擬於將來成立，本次會議亦先行將其納入日後增設系所計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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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至於前此計劃中擬列之「固態工程」及「系統工程」兩研究所決議取

銷。將來擬繼續列請陸續增設者，尚有「材料工程J 、「環境工程」兩研

究所及一個「船抽機械系」。以上是修訂計劃的大耍。

本年五月二十日報載:教育部正考慮:今後公立大學，每年增設系

月時，全部總計，以不超過十個系正且為原則。如此訊非虛，本校增設系所計

劃之推展，勢必較前更為困難。叉關於交大工學位之正名為大學問題，目

前在教育部整個決策上， {以尚未受到重視。攘同日報紙消息，部方正考慮

於今後五年內，分別將若干私立學院升格為大學。省立校民方面，擬將海

洋學院改為國立，以充實其設備師資云云。當然，此一消息，尚非官方的

正式報導，然亦可藉以窺見當前整個高等教育的政策方向。有關校友寄墓

於本技成立商船學院的問題，其前提貫在先正名為大學，始能分成幾個學

院，而此一問題，叉決非本校自身所可決定或正面爭取，尚有頓於同學會

歡讀顧問委員會和海內外校友的共同努力。

四、同學會成立教務顧問委員會

同學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成立此一委貝會，其要旨如上文所述，並

經推定王章清、方賢齊、陳樹曦、常聽生、蒞銳、劉永闊、張祖璿、華

芳、、徐人壽、郭南笠、盛慶珠及開學會的輪值常務理事為委貝;並請王章

;青學長擔任召集人。有關本校現有的機械系和打算於明年申詰增設的土木

工程系(為使教育部易於按准起見，教務顧問委員會建議將土木工程學系

更名為交通工程學系) ，各需的設備，已向數務顧問委員會提出清單，希

望能獲得交通部門和有關單位的協助捐贈或子適當補助。

五、教授異動情形

1.講座敢接原兼機械系主任許道經先生離臺返芙 本技機械系自去年-

幸准成立，系主任一職，經盛院長商商校友許道經先生擔任。許先生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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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伯明罕愛斯頓大學 (Aston University)正教授，本投特商請國科會以

最高名義之特約講座教授資聘，依規定首聘一年，期滿仍可續聘 o 本;校原

殷切寄望於許先生能延長留校一年，事先亦經商商，但顧慮第二年之待遇

差額問題，經盛民長面商校友陳榮元學長，允於第二年另為補助，但許教

授表示有其個人困難，校方商挽未獲，已於本年六月二十四日離臺返哭。

繼任人選，經設法延攬原在成大任教之翁政義教援擔任。盛院長為答謝陳

身走元學長之熱心關切，骨致函佈意，原函轉誌如下，以節篇幅:

槃元學長大鑒不唔忽叉經時，每殷馳念。本投機械工程學系牽准成

立甫屆一年，多高關注。系主任一職，六十五學年度，係由許道l徑學長擔

任。許學長原在英國伯明罕愛斯頓大學任教，經請自圈科會資聘為特約講

座教授，前曾函商許學長於一年期滿後，希墓延長一年(國科會方面仍可

繼續資聘) ，俾此一新系更能借重其長才大力，建立規慎。惟道經兄在愛

斯頓大學之「七年官半薪休假J '祇有一年，如留圍內兩卒，默揣其個人

不無困難，上年弟赴美時，曾與兄面談及此，比承慨允於第二年為之補助

每月美金八百元，俾彌補其待遇差額。至感雅意。此節亦曾與道經兄談

及 O 閑飯本人仍表示非:年授課朋 J椅， 15~須返英，挽之不獲。弟雖以未能如

願為峙，然於兄華盛意，暨道經兄之返國協助母校機械系經始一年，固同

所心感耳。關於繼任機械系主任之人，責難丈選，海外應徵之教學人才既

無其人，校友中亦無表示樂為擔任或推薦人選者，唯有就國內設法羅致，

經慎重物色結果，幸承朱越生學長之推介接洽，有原在成!tJ大學機械工程

研究所任教之翁政義先生(美國羅契斯特大學機械及太空科學碩士、博

士。)蔥然肯來，已正式延聘。翁教授學驗兩盟，相信對於我技機械系當

有貢獻。此後有關該系一切工作之策進，尚祈惠于繼續匡助，無任感幸。

專函佈臆，並頌 暑餒

弟 盛制慶玟 拜啟
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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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英丁、余然粥等人，皆獲有美國著名大學博士學位，具有教學研究經2.新聘應用數學研究所所長及應數系主任人選 六十六學年度起，奉

驗。其任教門類分屬於運輸管理、計算機科學、電子、材料科學、應用數准增設廳用數學研究所，所長一職，已決定聘請原兼應用數學系主任郭滄

學等方面。另有一位資歷較深之印度籍 SunilR. Das 博士，組請國科會海副教授兼代。郭先生返國來校任教有年，歡學研究，成績卓著。所遺系

主任一職，將聘該系現任副教授鄭國順博士兼代。鄭先生於六十三年春間 資聘為客座研究教授。本校近年內所特感缺乏之師資，為航運方面，幾無 

|
岡國在校任教，與郭歡授同為青年學者。本校對於同一門類之系所主管，

以一人一職為原則，藉勵專業精神。再原任計算機科學系主任李其昌教授

詰辭是項兼職，自六十六學年起，將改聘杜敏文教授兼任。 

3.國科會等機構補助本校教授出國進修 本校電子研究所所長祁蛀敬

授、應數系吳啟宗教授，經通過國科會「遴選科學與技術人員出國進修辦

法 J '列入第十五屆出國進修人員，即將於本年秋初赴美 o 文電子工程系

陳茂傑教授於近期赴美國國際商業事務機械公司( IBM) 研究部門進行

「氣相沉積」等特殊技術之研究觀摩，對於現正進行的國家大型電子計劃

之推展，深切相關。 

4.洽催借調人員返校 電子研究所幸1\南宏教授前經教育部於六十四年

三月向本校借調，擔任技術及職業教育司司長，借調期間，仍在校授課。

鬧郭先生曾向蔣前部長請辭獲准，復經新任李部長挽留。本校旋於六月間

致函郭教授，希望能於七月底辭離此一繁劇之行政職務，專在本校任教。

蓋部方之倩昇固殷'而本校在教學研究方面，有賴郭教授繼續協助之處亦

多;彼本人亦抱同感，並承欣然首肯。叉電工系胡定華教授於六十三年間

經工業技術研究民商囑借調，迄己三年，近經本校致函工研院，希望終 II

借詞，近接王院長兆振函復，表示尚需繼續借重胡先生執行經濟部委託之

積體電路計劃'期限將不超出明年六月底， p.屬為繼續同意借調。 

5.于學年度新聘師資 本較為適應年來新增系所充實師資之需要，曾

先後在中央日報國外航空版刊登徵求教學人才啟事，應徵人士之合於本校

要求而經函洽並向國科會提聘為副教授者，有蓋曉儂、金陽和、夏槓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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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酬。尚請在美技友協助延攬。

六、交大學人村之興建

本校八十;~年投慶時，同學會所發動的籌募專款，原預定目標為新蓋

幣一千萬元，圍內部分，計六百五十萬元，已如時募齊，由同學會存入專

戶，隨時轉接本校，並指供興建教授宿舍于一一「交大學人村」之用途。木

校由於教授宿舍之大量缺乏，亟待補充應急，上年經就所購建功路公地，

自政府預算內經費先行趕建十六戶，已於上年秋間完工，分配居住，同仁

戚感滿意。本年值勤用同學會籌募的校友捐款六百五十萬元，繼續興建十

六戶，可於本年七月底完工 o 明年將再在年度預算內列請一部分暨利用節

餘經費再建十六戶，是前後三年，交大學人村將共可容納教授四十八眷戶

居住。按政府當前政策，乃以一部分貸款輔助公教人員自建房舍，本投同

仁中已辦理申貸者三十九人。由國外歸國的教授，因年資不足，過去不符

合申貸條件，聞政府正研議放寬。今後政府預算對於教職員宿舍興建的經

費，勢必逐年大量削減。木按此一方面的「先天條件」遠較他校為弱，經

年來多方設法克服困難，暨校友的諒解協助，今後希望一方面配合政府的

貸款自建的辦法，逐漸獲得解決。

有關交大學人村由校友捐建的十六戶，本投即將另建一紀念亭，經盛

臨長與同學會方面商酌，命名為「思源亭」。亭內將錦刻捐款人芳名。紀

念亭的碑丈一一思涼亭記，用誌原委，永垂紀念。原丈探誌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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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前身立商祥大學，始創於前清光緒二十二年，與北韓大

學同為說國現代高等學府之先驅。而裁校立繼繼繩繩，於拉蓋逾八十載

矣。歷史既久，作育且虫，成德達材，所獻力於國家交通經濟建設以至工

業科學教育者賈偉。自我政前擂越來畫，民國四十七年復校，首有電子研

究所之戲立，繼有大學木料立恢拓，而逐次擴充至六十六年，有十一系五
所。說模遠紹，氣象金弘 9 期以專業性中型大學著其特色。唯是原布新竹

博愛街校地苦隘，乃就近宜地三十公頃，tJ，謀發展為第二校區;敬授宿舍

用地不弦，真ljj(經清部金屬礦業余司董事長臨主學兄立憲助，拾其余司核

可，以拉地近六千坪讓售，持1供營建立需。民國六十五年，先以政府預算

經費初建十六戶。是年四月八白，欣逢我校八十周年大慶，向學會長為發

起疇，募專款，指供興建交大學人村，已募得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於六十
六年擴建十六戶。其作始也艱，非集畫畫力不足以迅赴事功，幸校友前輩共
本我校舊揭飲水思源立旨，合倡捐康，試獨出鉅款， g立以公司名義捐獻，

乃獲右成數。而學人村立初貌，屋舍儼然，語教授居有定所，再假數年，

系所續增，規模大拓，必者可觀矣。邊建亭勒石，以紀其大略，並誌捐款
人或其懺構之名，詔女主來學，故以思腎、二字名此亭，願我校之源遠流長，

與國同眛而億萬斯年也。

七、第二校區間地之徹lH!:及規劃
新關第二校區用地的洽覓經過，早經友聲報導，此不贅述。其中民地

因協議征購未成而報經行政民核准征i仗，已由新竹縣政府依法公告，辦理
征收手續，即將取待土地。本校所想J面進行立說劃工作，早自上年初郎
拾由有關校友協助成立規劃小組，抉定委託宗邁、陳其寬兩家建築師事
務所開始規晝1\ 0 本校內部亦成立現劃委員會，進行審議。建築師根攘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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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對初步規劃報告先後加以修正;其最後規劃報告，將於七月間提出

，即可按以進行工程設計，若手興建第一期工程。預計明年秋季，一部分 

學系及全部新生當可在新校區上課。第一期建築工程，除部分公共設施

外，其主要館舍，如下表所列:

技舍名稱|坪數 i 工(實)賽(經 費 來

豆豆瓦1 1065 1ω白~~;~I 叫七年閻王
主豆豆Tl雨雨雨而一面沾沾正一一

一園書 hd l 一一一一一 

600 8,961,000 六十七年度預算(第一期) II uuu II

學生! ')AA I ') A 1\1\ nnnl

金額 I 300 I 3，一們一六士于年度預算 一 一一-

I nllll I '1 () IlllA n l\l\l 一一期保留四百萬元
學生宿舍 900 I 12，(∞0， oooi 教育部質款(第二期請貸八百萬元


β.
 
ιJ
 計(甚3751ωω∞!

在說劃內容方面，最主要的有後列三點:

(l)校舍儘量維持南北向。注重實用性，兼顧其應具的風格。 

的校區中間低地，築一人工湖，以利商船各系操艇，並增景觀 O

(3)校區空間之分配，以潮西為工學方面系所，湖東為管理及商船方面

系所。

八、悵重遴選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 

「斐附斐榮譽學會J '英文名為 The P}i Tau Pbi SC~101astic 

Honor Society' r斐陶斐」音譯之三字，代表哲學、工學、理學三種學

術， I"以選拔賢能，獎勵學術研究，崇德敬棠，共相勸勉，俾有助於社會

之進步為宗旨。」我國各著名大學均設有分會，(木按分會會長由盛院長

擔任，本年度盛院長並擔任總會會長。)在美國並設有美中、美東、美西

各分會。按會章規定:凡設有分會之國內大學或獨立學院之應屆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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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學特優者，每一學說每屆得推選二人。應屆畢業生超出一百名者，每三

已人加選一人。研究所全體畢業生在五十名以內者，推選二人，超出五人

者增選一人。本校本屆推選大學部三名，研究所三名。為慎重推選候選

人，近經院務會議通過組織評審委員會，以學業成績、操行成績、功過紀

銬評定之，必要時並于口試。使切符「選拔賢能」、「崇德敬業」之原

旨。 

九、成立中國工程師學會交大學生分會

中國工程師學會，在我國歷史頗為悠久，學術互聯誼活動最廣，影響


亦最見深遠。在臺灣大學及成功大學曾於六十三、六十四年先後成立學生


分會，交大和清華大學的分會，於近期卦別成立，對於推動我校研究工程


學術的風氣，協力發展中國工程建設，必有直接間接的助益。


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會金會會會會會會事 

3	 趙張乃 If色的獎學金 豆

豆 電研所應屆卒業生賴坤制約哥 蓋

率 趙曾在學長篇紀念龍配趙張乃怡夫人，特在交大電子研究研毒

草設置獎學金，已歷十三年，本年度由應屆畢業生賴坤南榮獲。 愛

護 按自五十三年起，歷屆獲獎人為:褚瑞熙，陳眾、陳龍英， 毒

草陳英亮、邱光一、馮麟、蔡曉峰、施振榮、洪志旺、任建成、 意

讓鍾乾英、俞一錯、呂忠心。均係品學兼優者。 率

恥辱樁樁樁樁帶樁樁樁料等等材料材料等絲絲帶將啟

軍-圈國

1 美洲消息!


美洲交大同學會總會

玉安曹友德膺還正副會長 

MEMORANDUM: 

TO:	 1977一78 Directors, Chiao-Tu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America: P. M. Pan, K. Y. Shen, 

A. Wang, J. A. Wang, J. A. Kong, Utah Ts帥， and 

Tsute Yang 

From: T. C. Tsao, Past President as Teller, with assist-

ance of S. T. Peng (彭松村) 

Date: May 11, 1977 

I have the honor and pleasure to announce, after cou

nting the ballots with S. T. Peng , the following offic2r s, 

were elected:

PRESIDENT: AN WANG (王安)

VICE PRESIDENT: UTAH TSAO (曹友德)

SECRETARY: }. A. KONG (孔金區)

TREASURER: P. M. PAN (播寶梅)

DIRECTORS K. Y. SHEN (沈嘉英)

Without Portfolio: TSUTE YANG (揚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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