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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之父讚揚清華大學在腦神經科學領域的研究
【2010.04.07秘書處】「二年前我在美國看到江安世博

應該選擇一個領域可以超過他人、去解決一個未來可以達成

士的研究成果感到非常讚賞，希望未來有機會能看看江安世

的問題、與差不多聰明的人成為團隊伙伴、要與你的競爭者
保持密切的接觸、不要當一個團體中最聰明的人，因為這樣
就沒有機會去學習別人的長處，及一定要有資深的伙伴或是
更豐富知識的專家可以在你有疑問時幫你解決問題。
詹姆斯華生博士甚為重視教育，他一生追求科學上的真
理，認為真理是要能經得起驗證的。他表示一個人的成功與
否，除了與環境有關外，與自身的DNA也有關聯。他回顧會
有今日的成就原因有四：首先為他出生在一個重視教育的家
庭，家中有很多的藏書，父母也給予很大的學習空間、他有
幸能進入一所好的大學，讓他不僅擁有一個科學家應有的理
工知識，也具備人文、藝術及歷史的素養、求學期間遇到好
的老師，給予他很好的指導，最後則為自己的個性，當他決
心要做的事，若有人要想超越他時，他會毫不客氣。

博士從事果蠅腦部解剖學方面的研究環境」。1968年諾貝

他勉勵年輕學子，大學教育是要培育你成為一個會思考的

爾生理醫學獎得主詹姆斯華生博士（Dr.James D.Watson）

人，年輕人要離開對父母的依賴，準備好了就要開創，學術

率真且清楚的道出此次臺灣行程的機緣及主要目的。

上不能只依賴指導教授，也表示學生應該研究自己有興趣的

詹姆斯華生博士於四月一日為本校生命科學院二館演講廳

領域，並且持之以恆，才有成功的機會。

命名「Dr.James D.Watson Hall」主持揭牌儀式，本校並頒

詹姆斯華生博士來臺期間分別在臺北及新竹進行四場演

予他榮譽講座教授頭銜。對於目前清華大學在腦神經或生技

講，並於四月一日拜會馬英九總統。他結束台灣行程後，將

相關領域的研究，詹姆斯華生博士非常肯定，認為已領先世

前往大陸蘇州為冷泉港（Cold Spring Harbor）亞洲實驗室

界很多單位，他已同意清華大學以他的名義建立實驗室。這

主持開幕儀式。冷泉港實驗室為當今世界上一等一的研究機

對本校未來從事腦神經或是生技相關領域的研究是很大的鼓

構，以計量生物學、癌症、植物遺傳學、神經科學、以及基

舞。

因組合學暨生物資訊學為五大研究領域，大陸蘇州冷泉港亞

為了一睹一代DNA大師的風采，聽眾的興奮情形，可從曾
志朗院士致詞時用了多次「非常、非常歡迎您的蒞臨，我就
是您的一位超級粉絲」，以及四月一日及三日由本校主辦的
二場演講，不論是以專業領域人士為主要參加對象的專題演
講，或是以一般大眾為主的科普演講，場場座無虛席，還有
許多向隅的校內外人士透過同步視訊的轉播，或是網路直播
方式觀看的情形充分了解。
詹姆斯華生博士演講過程幽默風趣，總能引起聽眾笑聲不
斷。在介紹他的研究生涯時表示，他研究DNA的當時，也有
很多團隊在做類似的研究，若當時沒有提出DNA的研究成
果，相信其他團隊不久就會有人提出。他表示現在的學者做
研究的環境更為競爭，所以對要做研究的人給予幾點建議：

洲實驗室目前主要功能為進行教學及演講等相關活動。

物理系郭瑞年教授、潘犀靈教授獲頒二OO九年美國物理學會新會士殊榮
【2010.04.06秘書處】本

的領域上有許多貢獻。最近，潘教授及其合作者正在朝實

校物理系郭瑞年教授（借調台

現亞週期（sub-single-cycle）的阿秒（attosecond, 1 as =

灣大學凝態科學中心主任）及

10-18秒）的超快光脈衝而努力。潘教授與其團隊研究如砷

潘犀靈教授（依筆劃順序），

離子佈植砷化鎵等超快材料的光電物理，並以此等材料發

於美國時間2010年3月16日，

展超快光導開關及兆赫波偵測器，其特性均有世界記錄的

獲頒「美國物理學會會士」

表現，且已展示其實用性。邇

（APS Fellow）。同時間獲頒

近，他及其合作者更成功的展

此殊榮的台灣學者共有三人，

示了結合光纖網路的亞兆赫波

為歷年來自台灣學者獲此殊榮

（X-band）通訊系統，傳輸速

人數最多的一次。

率達2.4 Gbs/sec，是兆赫無線

郭瑞年教授1981年於美國史

通訊的重要里程碑。潘教授也

丹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在

與其夫人趙如蘋教授（任教於

貝爾實驗室從事基礎研究逾22年，2003年回台後任教於本

交大電子物理系）開創了液晶

校物理系。郭教授研究成就從早年發明了金屬原子分子磊晶

兆赫光學的新領域，所研發的

術，1987至1992年間發明了氧化物原子分子磊晶術而成功

液晶式兆赫波相移器是目前唯

製造出單晶高溫超導薄膜，1993-2003年間首先發明兩種嶄

一可於室溫工作而在1 THz相移

新透明導電氧化物材料，已廣泛應用在顯示器及光電元件，

達360°的器件，可應用於次毫

及至1994-2003年間她與其先生洪銘輝教授（現任教本校材

米波相位陣列雷達、天文觀測等重要課題。美國物理學會肯

料系講座教授）共同發明了多項新穎高介電值氧化物薄膜材

定潘教授在離子佈植半導體與液晶超快及兆赫波元件之物理

料作為III-V化合物半導體閘極氧化層，在未來以鍺與三五半

與工藝，各種先進雷射及其應用的卓越貢獻，頒予他「美國

導體為基礎之關鍵奈米電子科技界產生重大突破與貢獻。美

物理學會會士」殊榮。

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肯定郭教授先進

潘教授學成回國任教已近三十年，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

製程技術製作新穎電子材料，及探討其嶄新物理性質，尤其

獎多次、傑出特約研究員獎、教育部學術獎，及潘文淵研究

是磁性超結晶格的傑出研究成果，頒予她「美國物理學會會

傑出獎；也是中華民國物理學會、華人光電學會、美國光學

士」的殊榮。

學會，及國際光學工程學會等學會會士。2009年，國科會

郭教授除在學術研究表現傑出外，另獲有許多榮譽，包括
台積電傑出講座、傑出人才講座、清大自然科學講座、清大

舉辦「科學50」– 國科會50科學成就活動，潘教授所領導學
術追求卓越團隊及研究成果亦在入選之列。

特聘講座、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會士及新近獲選為美國物理學

美國物理學會創辦於1899年，在全球擁有超過46,000位

會會士等榮譽獎項。而在凝態科學領域裡，她的H index 達

會員，是國際最大也是最負盛名的物理學家組織之一。該

48之高，SCI論文被引用次數超7800次，過去兩年並擔任台

會每年由全體會員中根據研究成果之獨創性及對物理研究的

灣物理學會理事長，積極投入培育科學人才。

突出貢獻，經過極為嚴謹的審核過程，遴選出總會員人數

潘犀靈教授的研究領域是雷射科學，包括超快光學與光

0.5%以下的學者專家，授予會士榮銜，因此物理學家們多

電子學、兆赫（Terahertz, 1 THz =1012 Hz）光學與光子

認為能榮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是學術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學及液晶光學與光子學等次領域，他是國際上最早研究飛

之ㄧ。截至目前為止，經由台灣地區經提名而當選的美國物

秒鎖模雷射脈衝形成動力學的學者之一，在超快雷射脈衝

理學會會士僅約為十名左右。

學務處
[清清紫荊 玖玖我心] 創校99週年暨在台建校54週年校慶學生社團系列活動開跑啦!
活動項目

地點

時間

主辦單位

清華ninety-nine，環保all the time
活動優惠（5顆廢電池或5張光碟片）

玖玖我薪 校慶開幕

宵夜街

4/22(四)
18:00~20:30

學生會

持環保杯，活動飲品續杯

閃耀玖玖 清華演唱會

大草坪

4/23(五)
19:00~21:30

學生會

親子風箏

台積館前大草坪

4/24(六)
09:00~12:00

康輔社

免費兌換精緻風箏一個

清華ninety-nine，環保all the time
活動優惠（5顆廢電池或5張光碟片）

活動項目

地點

時間

主辦單位

食破天驚 園遊會

大海報牆前至水木餐廳

4/25(日)
09:00~16:00

學生會

玖玖氣墊遊樂園

大草坪

4/25(日)
09:00~16:00

學生會

擁抱玖玖 校慶閉幕

大草坪

4/25(日)
15:00~16:00

學生會

萬國博覽會

大草坪

4/25(日)
10:30~16:00

親善大使團

垂降體驗

大草坪

4/25(日)
11:00~16:00

羅浮群

無碳足跡 騎乘體驗

大草坪

4/25(日)
10:30~16:00

馬術社

A.餵食胡蘿蔔兌換
B.折抵票價20 NT

校慶鬼屋haunted house

第一招待所

4/25(日)
10:00~12:00
13:00~17:00

藍天社

折抵票價20 NT

腰鼓表演與功法長城

大草坪旁馬路至水木餐廳前

4/25(日)
11:00~13:00

法輪大法社

花式溜冰表演

溜冰場

4/25(日)
15:00~16:00

溜冰社

選擇一項遊戲免費

無料優先體驗

98學年度下學期學務處諮商中心清大夢想街101號系列活動
學務處諮商中心為協助全校教職員工生勇敢做夢，活出創意的人生，特辦理一系列以清大夢想街101號為名的主題輔導週活動。內容
包含三場生涯團體測驗、二場演講、二個成長團體、二場工作坊及六場電影。其中以『聽說』電影為盛大開幕場，備有精美茶點及各
式驚喜禮品，歡迎蒞臨參與。
主題

地點

時間

內容

主講者

電影院3

清大圖書館八樓視聽室

04/20 (二)
18:30-21:00

天外奇蹟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清大諮商中心
李翠華社工師

電影院4

清大圖書館八樓視聽室

05/04 (二)
18:30-21:00

Always再續幸福的三丁目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清大諮商中心
陳慧苓
實習心理師

電影院5

清大圖書館八樓視聽室

05/18 (二)
18:30-21:00

不能沒有你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清大諮商中心
李雅惠社工師

電影院6

清大行政大樓168階梯
教室

06/01 (二)
18:30-21:00

夢想無限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清大諮商中心
林詠昌
實習心理師

系列演講1

蒙民偉樓102R

04/07 (三）
15:10-17:00

心理學家5招教你變成零負擔的A咖壓力紓解好妙方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邱永林
諮商心理師

系列演講2

蒙民偉樓102R

05/13 (四）
15:10-17:00

創造A咖人生的魔術師-將不可能的夢
想變為可能
--歡迎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李國嘉
藝術工作者

研發處
2010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理系列專題講座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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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04

4/13 (二)

聖賢私塾~ 向老子學領導智慧

元培大學

朱榮智教授

I105

4/14 (三)

高效能的績效面談技巧 (新竹場)
AM09:00~AM12:00

鼎元光電

尤瑞彰經理

I106

4/14 (三)

高效能的績效面談技巧 (竹南場) PM14:00~PM17:00

鼎元光電

尤瑞彰經理

I107

4/27 (二)

可延伸企業報導語言(XBRL)~ 企業採用實務

資誠企管顧問公司

林一帆副總經理

I108

4/28 (三)

企業職工福利委員會功能與運作實務(清大場)

中華民國職工福利發展協會

林東播理事長

I109

4/30 (五)

田口式品質工程(清大場)

中科院

沈盈志博士

I110

5/4 (二)

企業主管數字力提昇秘笈~財務解析 (新竹場)
AM09:00~AM12:00

頂峰資產顧問公司

劉助董事長

I111

5/4 (二)

企業主管數字力提昇秘笈~財務解析 (竹南場)
PM14:00~PM17:00

頂峰資產顧問公司

劉助董事長

I112

5/5 (三)
<六小時>

ISO9001:2008版最新條文解析 (上)(下)
AM09:00~PM17:00

台灣檢驗科技公司

吳長洲主導稽核員

I113

5/11 (二)

可靠度工程原理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徐堯講師

I114

5/12 (三)

跨國契約簽訂管理實務

理律法律事務所

徐雪舫顧問
林佳音資深律師

I115

5/18 (二)

產品開發的基本利器-FMEA

中科院

許芳勳博士

I116

5/20 (四)

公司法相關法律議題之理論與實務解析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蔡朝安律師

I117

6/8 (二)

領導發展從對話開始~啟動團隊成長引擎

EMBA雜誌

方素惠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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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8 陳小姐
上課時間：1. PM14:00-17:00
2. I105與I110：AM09:00-12:00
3. I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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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友達光電參訪—新竹科學園區力行二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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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以上資料請務必全部填寫，方能完成報名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系列討論會27
從「普林斯頓學派」的有無看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
演 講 者：陳 玨 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活動時間：99年4月14日(三) 12:00 -14:00
活動地點：人社院 C310會議室
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是國際東方學界的一件大事，歷時數十年，牽涉到歐洲與北美的許多重要學術機構，培

養了不止一代的漢學大家。本演講以「普林斯頓學派」的有無為出發點，對這次「典範大轉
移」，作初步的探討。
★敬備餐盒★ 為統計人數，請您務必事先至「人社中心網頁」之報名系統報名。謝謝您！
報名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6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科會
活動聯絡人：馬欣榆
聯絡電話：03-5715131轉33107
電子郵件：syma@mx.nthu.edu.tw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系列討論會28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九十八學年度下學期專題演講
（六）：Tonal adaptations in Malay-to-Hokkien loanwords
演講者：謝豐帆 教授(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活動時間：99年4月29日(四) 12:30 -14:00
活動地點：人社院B305研究室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圖書館
「清華記憶」徵文-我們的清華我們的家─眷舍、宿舍生活極短篇
大學宿舍生活的酸甘甜，往往是許多人一生最難忘的回憶，而清

活動辦法：*凡參加之作品，圖書館有權利編印或以其他方式刊

華這個大家庭的「家族史」更為特殊，師生一家、以校為家的傳

行、利用活動網址：http://tinyurl.com/memory2010

統，凝聚了清華人的向心力，也增添了與眾不同的住宿生活。在

獎勵方式：

清華即將邁入一世紀之際，誠摯邀請所有的清華人，一同在清華

1. 人氣點閱：前10名

人專屬的Wiki：「清華記憶」平台上，紀錄下在清華眷舍、宿舍

2. 喜從天降：約15-20名

生活的點點滴滴，讓我們一起重新回味這些難忘而特殊的住宿記

3. 一馬當先：前15名貼文者

憶久久，久久。

*每個獎項每位參加者限領一份

活動日期：99/3/15-4/30

獎品：清大專屬造型隨身碟（2G）

參加資格：清大教職員工生與校友

主辦單位：圖書館

徵文字數：100-300字（精彩故事，歡迎分段連載）

聯絡人：圖書館特藏組 邱淑芬 校內分機：42392

投稿方式：從圖書館活動首頁進入「清華記憶」系統，參閱詳細

E-mail：sfchiu@lib.nthu.edu.tw

科管院
科管院校慶活動
D.科管所所友回娘家暨2011年

A.計財系系友回娘家

B.經濟系系友回娘家

C.科管院『十來院轉』成立十

4/25(日)10:00~

4/25(日)12:00~

週年校友回娘家

百年校慶所友活動籌備會

10:00台積館104

12:00台積館1樓大廳

4/25(日)14:00~15:00

4/25(日)14:00~14:00

14:00台積館1樓演講廳

14:00台積館1樓演講廳

台積館1樓孫運璿演講廳

台積館1樓演講廳

計財系TEL：5742422

經濟學系TEL：03-5717181

科技管理學院TEL：03-5162100

15:00台積館309
科技管理研究所TEL：03-5742948

科管所活動—科技CEO下午茶暨孫運璿講座
時間

科技CEO下午茶
(14:00~16:00)

孫運璿講座
(18:30~21:00)
行政院 張進福政務委員
(第5、6組為工作組)

4/14(三)

4/21(三)

文化創意-頑石創意
林芳吟總經理

4/28(三)

蕭慕岳先生

奇幻文化藝術基金會
朱學恆執行長

5/5(三)

精緻農業-亞洲瑞思
洪建龍先生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李紀珠副主委

2010兩岸清華博士生創新與創業學術交流
為實踐兩岸清華大學「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共同校訓，促進

博士生共同研究與學習的機會，激發新的研究構想。

兩岸清華大學管理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之交流，以提供新的經驗

活動時間：99年5月3日~6日

與新的模式，是目前兩岸學術努力的目標。近年隨著亞洲地區的

活動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台積館

崛起，以台灣或中國大陸為主軸之研究議題也逐漸被受重視，為
促使兩岸學術相輔相成，繼多年兩岸清大教授進行學術交流與學
術研討後，也將秉持著追求學術卓越的共同理念，促成兩岸清大

藝文活動
會計室藝文走廊九十九年第二期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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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日期：2010年3月17日(三)至4月15日(四)

之餘，可以開發心性、提昇藝文氣息、生活品味與美感的經驗，

開幕時間：3月17日上午11:00

歡迎全校同仁師生蒞臨指導。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會計室

2010應用材料文藝季美術史講座/漢字書法美學---舞動古老文字的澎湃青春
2010應用材料文藝季邁向第十年，引薦的是漢字書法、威爾第歌

甲、竹刻、石鐫、紙張、絲帛上的圖像到電腦科技的數碼，漢字源遠

劇、貝多芬音樂，在東西方的經典藝術裡，與您分享美的驚嘆與心靈

流長的傳承到網路世代。而漢字之美在與筆墨紙硯結合後，以書法之

感動。今年美術史講座，仍由美學大師蔣勳擔綱，引領您涵泳漢字書

名開創變化萬千的藝術新章。跟隨蔣老師深入漢字書法，我們看見漢

法的浩瀚之海。

字文化的瑰麗廣闊。

漢字是全球至今唯一仍在使用的古文字，從象形到六書造字，從龜

4/17(六) 2:00PM~5:00PM 書畫遊藝的波瀾壯闊

4月份樂在清華
地點：圖書館穿堂、教育館一樓

時間：中午12:00-13:00

您的駐足欣賞將是對表演同學的最佳鼓勵！

教育館

一

二

三

四

五

4/12
陳亦新&洪恩理
吉他、小提琴

4/13
范期赫
吉他彈唱
吳柏醇
吉他彈唱
4/20
康育瑄
吉他彈唱
侯盈吉&翁偉昇
吉他彈唱
4/27
俞子堯
吉他彈唱
蒙英奇
吉他彈唱

4/14
黃湞之
吉他彈唱
張書承
吉他彈唱
4/21
莊詠翔
吉他彈唱
韓敦皓
吉他彈唱
4/28
謝仲翔
吉他彈唱
楊敬亭
吉他彈唱

4/15
趙 枬&李中豪
吉他彈唱
王銘宏

4/16
張育銓&林鈞義
吉他彈唱

圖書館

教育館

4/19
戈一凡&黃焱鍇
keyboard彈唱

圖書館

教育館

4/26
曾棻琪＆郭峻毅
吉他彈唱

圖書館

吉他彈唱
4/22
黃振瑋&陳 顥
長笛重奏
李奕賢
吉他彈唱
4/29
賴耀成&林育賢
吉他彈唱
葉耕綸
小提琴

4/23
李柏穎&楊育碩
口琴重奏

4/30
劉哲甫
吉他彈唱

蔡明亮影展 Tsai Ming-Liang Film Festival
介，對電影，對與自己相異的人們，以及對自己，都有更深刻的
認識。(撰文：吳柏旻)
2010.4月播映場次
4/13(二)20:30《河流》The River (1997) 115min
4/17(六)20:30《洞》The Hole (1998) 95min
4/20(二)20:30《不散》Goodbye, Dragon Inn (2003) 82min
4/24(六)19:00 《你那邊幾點》What Time Is It There? (2001)
116min 陸奕靜
4/27(二)18:30 《天橋不見了》The Skywalk Is Gone (2002)
25min
19:00 《天邊一朵雲》The Wayward Cloud (2005)
不喜歡蔡明亮的電影的人或許可分成兩類。一類會覺得他拍的
太直接，像是《河流》裡的家庭、《愛情萬歲》的結尾，還有每
部電影裡俯拾皆是的吃食、排泄與性愛。另一類會覺得他拍的太

112min 陳湘琪
5/01(六)20:30 《黑眼圈》I Don't Want to Sleep Alone (2006)
115min

曖味，像是，《河流》裡的家庭、《愛情萬歲》的結尾，還有每
部電影裡俯拾皆是的吃食、排泄與性愛。
那或許不奇怪愛極了蔡明亮電影的人，很可能也正是喜愛著，

清大夜貓子部落格：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播映時間：每星期二、星期六晚上8:30

像是，《河流》裡的家庭、《愛情萬歲》的結尾，還有每部電影

播映地點：清華大學蘇格貓底咖啡屋•自由入場

裡俯拾皆是的吃食、排泄與性愛，而且這些不同陣營的人，很難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溝通瞭解彼此的感覺。

停車資訊：請於現場服務台出示停車票卡索取20元抵用卷

蔡明亮在台灣早已成名，我們似乎不用再多費唇舌介紹他。這
場影展或能因此是一次有方向感的回顧，讓我們以這些作品為媒

相關網址: http://www.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
php?my_pro=5&&time=1&&fdsn=388

羅浮宮典藏電影《臉》特映會 暨 蔡明亮導演座談會
播映時間：4/29(四)19:00
播映地點：清華大學大禮堂•免費索票入場
(持票者優先入場，演出前5分鐘全面開放。)
《臉》是繼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後，又一史無前例的跨領域藝術結合。
「蔡明亮導演的天賦及豐富藝術成就，能從不同於西方文化及價值觀的背景
中，重新詮釋羅浮宮數百年來的典藏藝術品，產生出不同的視野與超越時空
的對話。」
索票資訊：04/20起請至各領票端點，數量有限領完為止!
領票端點：清大校門口收費亭、藝術中心、蘇格貓底咖啡屋、水木書苑。
現場索票：04/26~29中午12:00~13:00於清大小吃部前。
主辦單位：清大藝術中心、蘇格貓底咖啡屋、汯呄霖電影有限公司
贊助單位：陳立教育基金會

專題演講
時間

地點

主辦單位

演講人

講題

99/4/15(四)
15:20~17:00

材料科技館
511教室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張壯榮 助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書報討論演講
粒線體形態的調控與疾病

99/4/16(五)
8:30~9:30

材料科技館
511室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甘炯耀 教授
清大材料系

材料科技論壇演講
淺論光伏作用

99/4/20(二)
19:00~

清華大學大禮堂

公共事務組

高行健 先生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創作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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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