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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金堆講座」清華園延攬特優教師推手
室與相關規畫，陳校長強調，「未來每年至少聘兩名國際級教授返
台」。這將不僅能將清大的學術研究地位再推進，也能帶動國內學
術界良性競爭。
侯貞雄董事長特助何長慶先生也特別代表侯董事長至清大說明這
項利多消息。他說，清大過去因有庚子賠款，有機會請到一流人才
教學，但現階段台灣制度對優秀人才沒吸引力，長期是利空，因此
當初雙方商議捐款用途時，侯先生強調以「對清大最有幫助」方向
發想，又因東鋼20多年前已設立「侯金堆榮譽獎」，對基礎科學研
究的奠基已有很大的貢獻，故本項捐贈以「侯金堆講座」為名，作
為特優人才的延攬，將能相互輝映。
陳力俊校長推 崇侯董事長以企業家身分投身於公益的行為，將為

侯金堆講座捐贈典禮

社會大眾所敬佩，他說侯先生是位偉大的企業家，也是國內企業捐
款大學的表率，未來清大會積極不懈朝向成為華人地區首學的目標

清華園再傳令人振奮的好消息。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持續努力。

長、本校名譽博士侯貞雄先生，於日前慷慨捐出兩億元善款，設立
「侯金堆講座」，這是至目前為止本校「個人捐款最高額」。
因受限於國內僵化的人事制度，以及長期以來政府經費不足的狀
況，讓各大學在聘任傑出的學術人才部分很難有發揮的空間。而面
對大陸、香港與新加坡近來頻頻對國內的人才大力挖角，台灣競爭
力更是備受威脅。是以，政府宣布大學8月起實施彈性薪資，留住好
人才，如今再加上「侯金堆講座」支持，陳力俊校長說，清大將更
有可為。
「侯金堆講座」將作為延攬及留任一流人才，提昇教學與研究品
質，朝學術卓越之頂尖大學邁進之經費。陳力俊校長表示，這項捐
款是清大及時雨，也是邁向國際頂尖大學的利器之一。本校在聘任
特優教師行動積極，運用這筆經費，已聘請到美國伊利諾大學電機
系鄭克勇教授及謝光前教授到清華任教。陳校長強調，對於一次聘
到 2名美國名校正教授回國任教的情形，在台灣很少見。此外，本校
「終生國家講座」陳壽安教授，他已於今年8月退休，也因「侯金堆
講座」得以打破以往人事制度的限制繼續留在學校。
針對延攬國際人才，陳力俊校長指出除了薪資條件外，相關配套
也很重要。清大已為兩位返國任教的教授準備符合國際水平的實驗

侯貞雄董事長陪同陳力俊校長參訪東和鋼鐵

《研發處》
2010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理系列專題講座 (三)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每年為切合園區廠商之需求，特別針對「國際企管」、「企業經營」、「人力資源」、「財務管理」、「品質管
理」等五項領域，規劃一系列精采的講座以服務廠商，協助企業扎根及促進創新技術與管理，以提升企業競爭力，在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擁
有主要競爭優勢。

主辦單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代碼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I148

8/10(二)

六標準差實務立即上手(上)(下) (新竹場)

元智大學

鄭春生教授

I149

8/12(四)

人資勞動法令實例研討(清大場)

職訓局TTQS服務團

周志盛顧問

I150

8/13(五)

產品行銷趨勢~如何聚焦掌握你的客戶(清大場)

長天科技

黃永裕協理

I151

8/17(二)

國際企業稅務規劃與移轉訂價查核(新竹場)

安信國際資產管理顧問

謝萬華會計師

I152

8/18(三)

企業無形資產鑑價技術(清大場)

阿基比禾同專利師事務所

陶 霖專利師

I153

8/20(五)

合併報表編製實務(新竹場)

鼎信會計師事務所

林金鳳會計師

I154

8/24(二)

國際貿易風險控管暨糾紛防範解析(新竹場)

中華民國貿易教育基金會

陳賢芬講師

I155

8/24(二)

國際貿易風險控管暨糾紛防範解析(竹南場)

中華民國貿易教育基金會

陳賢芬講師

I156

8/31(二)

企業成本分析與成本控制方法(新竹場)

味丹企業

佘通權顧問

I157

8/31(二)

企業成本分析與成本控制方法(竹南場)

味丹企業

佘通權顧問

課程完全免費
課程查詢：
1. 自強基金會教育訓練網http://edu.tcfst.org.tw / 科技管理
2. 科管局科技人才學習網站http://e-learning.sipa.gov.tw/edu
3. 電洽(03)573-5521 Ext.3234 李小姐

上課時間：
1. PM14:00~17:00
2. I154、I156：AM09:00~12:00，I148：AM09:00~PM17:00

上課地點：
1. 新竹場—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勞工育樂中心第一會議室
(新竹市新安路2號)

2. 竹南場—新竹科學園區竹南服務處會議室
(苗栗縣竹南鎮科東三路10號)
3. 清大場—清華大學研發大樓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上課方式：
本會將於開課前二日發出上課通知單，請依通知單上之網址下載講
義並攜帶至會場上課。

報名方式：
1. 請至「自強基金會教育訓練處網站」線上報名
2.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回傳至(03)571-6782

報名表
姓名
公司名稱

性別

□男 □女

學歷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新竹科學園區內廠商
新竹科學園區外廠商

公司統編

部門及職稱

聯絡地址

E-mail

聯絡電話

報名代碼

鑽石起飛-生技醫療產業發展論壇
依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出，109年全球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數比率於99年達到13.9%，並自100∼118年邁向高峰期，伴隨人口年
齡逐漸老化，慢性病患人口逐年增加，您是否想知道未來商機在哪裡??基金會邀請台灣生技醫療界的領航者，分享如何在醫藥界再次創造榮
景，了解到創新醫療未來趨勢發展，讓生技醫療成為下一個明星，另一個百萬富翁製造機

主辦單位：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時間：2010/9/8，週三，14:00 ~ 17:10
時間

講題

13:30-14:00

報

14:00-14:10

貴賓致詞

師 資

到

主持人：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黎耀基教授
14:10-15:00

生技醫藥產業發展佈局與榮景創造

台灣東洋製藥 林榮錦董事長

15:00-15:50

下一個兆元產業? MIT醫療電子儀器概況

五鼎生物技術 沈燕士董事長

15:50-16:00

休息

16:00-16:50

居家遠距照護的創新醫療趨勢

鼎信會計師事務所
百略醫學科技 林金源董事長
科學園區管理局 顏宗明局長

16:50-17:10

策略對談

台灣東洋製藥 林榮錦董事長
百略醫學科技 林金源董事長
清華大學生科系 黎耀基教授

●

費

用：加入會員免費，非會員費用300元

●

網

址：http://edu.tcfst.org.tw/edm/99B064.asp

●

報名專線：(03)5735521分機3231傅小姐：ytsheu @tcfst.org.tw

●

上課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工程一館107教室(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會計室》
會計室九十九年第四期畫展
●

展覽地點：清華大學行政大樓三樓會計室藝文走廊

為提供本校同仁及眷屬藝術創作絕佳的畫作展示空間，並在辦公之

●

展覽日期：2010年7月21日(三)至9月2日(四)

餘，可以開發心性、提昇藝文氣息、生活品味與美感的經驗。

●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會計室

歡迎全校同仁師生蒞臨指導。

《藝文活動》
清華大學夜貓子電影院【亡命之徒影展】Desperado_film_festival
8/10(二) 《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ise (1991)｜130min｜雷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
8/14(六) 《荒野大鏢客》A Fistful of Dollars (1964)｜109min｜賽吉奧．李昂Sergio Leone
8/17(二) 《英雄本色》A Better Tomorrow (1986)｜145min｜吳宇森John Woo
8/21(六) 《殺無赦》Unforgiven (1992) ｜123min｜克林．伊斯威特Clint Eastwood
8/24(二) 《日落黃沙》The Wild Bunch (1969)｜145min｜山姆．畢京柏｜Sam Peckinpah
8/28(六) 《賭命鴛鴦》The Getaway (1972)｜122min｜山姆．畢京柏｜Sam Peckinpah
8/31(二) 《虎豹小霸王》 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1969)｜110min｜
喬治羅埃希爾George Roy Hill

●

清大夜貓子部落格：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

播映時間：每星期二、六晚上8:30

●

播映地點：清大蘇格貓底咖啡屋．自由入場

●

共同主辦：清大藝術中心、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藝文表演活動，如需校園停車，請於校門口告知工作人員欲參加之表演節目名稱，以公益活動單次入校20元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