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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宏都拉斯中美洲科技大學(UNITEC)學生~清華學習之旅
【2008.08.19 秘書處】2008 年宏都拉斯中美洲科技大
學(UNITEC)學生訪華團，從六月十六日至七月三日於
本校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進行為期三星期的學
術研習，由五位教授輪流以英語傳授短期課程，內
容包含資訊安全、人工智慧、軟體工程等相關資訊
科技。此國際學術交流活動，至今已邁進第五年(雙
方簽定合約的最後一年)，數年來，已累積許多學術
交流成果與心得。
負責此學術研習活動的陳朝欽教授表示，當初之
所以會簽下這份合作契約，主要是由於清華大學的
國際聲望，吸引中南美洲科技大學副校長鍾威廉先
生(Mr. William Chong Wong)的注意，並期望能透過與本
校的學術合作與交流，提升學生的素質與國際觀。除此之外，陳朝欽教授也捨棄私人假期，在資
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張隆紋所長的力邀之下，憑著熱忱與使命，一肩扛起任務。活動舉辦至今，
規模逐漸擴大，所引發的周邊效應，更是不容忽視，除促進二校學術交流外，亦充分發揮國民外
交功能。
陳朝欽教授指出，這些訪華團的學生成員，皆為宏都拉斯政要及重要企業子女，不愁吃穿，
出國來台就是希望能開開眼界。他們排除前往歐美等國家的機會，不僅得說服父母，更需負擔來
台留學的相關費用。在這三星期的研習營下來，學生們確實對台灣徹底改觀，驚嘆台灣領土雖然
只有宏都拉斯的三分之一，但是每年所創造的產值，卻是十分驚人。此外，這些學生也利用假日
閒暇，一同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台北 101、龍山寺、華西街等台灣景點參觀，體驗台灣民俗
活動，而最令陳教授印象深刻的，則是曾有學生到台北華西街品嘗蛇血與蛇肉，親自感受台灣傳
統民族療法。
近年來，清華大步朝向國際一流大學邁進，宏都拉斯中美洲科技大學師生短期學術參訪，除
可相互體驗不同國情與文化，使國際交流有更實質的成果表現，也期望未來有更多國際大學學術
研習與交流的機會。最後，陳朝欽教授也表示，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但也期盼有更優秀的人才接
棒，為此學術研習營開創新的火花。

＊ 研發處 ＊
※ 2008 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理系列講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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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實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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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法律」、「人力資源」、「品質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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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10

8/28(四)

I111

9/02(二)

輕鬆打造專利雷達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4 號及第 36 號-金融
商品會計準則解析

9/23(二)
綠色產品之研發與管理實務
<6 小時>
9/30(二) 企業移轉訂價解析完全攻略

I112

新聚能科技

朱新瑞顧問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陳勇龍經理

工研院能環所

蔡振球副組長
呂穎彬經理
陳光宇協理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I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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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黃小姐
上課時間：I106 AM 9:00-12:00；I103 及 I112 AM 9:00-PM 5:00；其他 PM 2:00-5:00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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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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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方式：本會在開課前二天發出上課通知單，請依通知單上之網址下載講義並帶至會場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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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 女

性別

公司名稱

學歷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新竹科學園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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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7 年度科技產業經營管理類專業及技術人才培訓計畫
經營管理類課程
代碼

1.
2.
3.
4.
5.
6.
7.

名稱

時數

課程日期

97I134

科技管理經營實務班

24

09/04~09/25 每週四

97I135

成功專案管理完全攻略

24

09/26~10/24 每週五

97I136

SPC 簡單講輕鬆學

24

09/02~09/23 每週二

97I137

非智財法務人員必修之專利創新方程式

12

09/10~09/17 每週三

97I138

科技行銷成功策略研習班

12

09/30~10/07 每週二

主辦單位：中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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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地點：東海大學推廣部-台中市西屯區中港路三段 181 號
上課時間：9:00~16:00,每週上課一次。
客服專線：03-5735521#3234 李小姐 wllee@tcfst.org.tw
報名網址：http://edu.tcfst.org.tw/
課程費用：只需繳納 2000 元保證金，出席率達 80%且考試及格者將全數發還保證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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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發
證：出席率達 80%且成績及格者由本基金會發給結訓證書。本系列課程已獲政府計畫
補助，不適用本會其他優惠方案。

＊ 藝文活動 ＊
※ 爵士吉他二重奏(清大電機畢業校友爵士音樂會)
新竹清大蘇格貓底咖啡•8/30(六) pm 2:30
Gt：Gin(林華勁)＆Hope(葉賀璞)
Gin & Hope Duo
http://mymedia.yam.com/m/2186818
華勁的爵士領域
http://www.wretch.cc/blog/Ginjazz
《Hope 葉賀璞》
台灣新生代爵士音樂家，1979 生於新竹，2003
畢業於清大電機系，在學期間加入吉他社，並且
開始接觸爵士樂。2001 年開始師事於爵士小提琴家謝啟彬老師，並於 2004 年考取全額獎
學金參加第一屆台北夏季爵士研習營。2005 年考取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音樂學院
(Koninklijk Conservatorium Brussel)爵士音樂系，主修爵士吉他演奏，師事 Fabien Degryse，
目前活躍於台北以及布魯賽爾的 JAZZ PUB。
《Gin 林華勁》
台灣新生代爵士音樂家，畢業於清大電機所，師事謝啟彬老師、Fabien Degryse 老師，學
習爵士吉他五年。於台北、新竹各咖啡廳有多次演出，曾任台大爵士愛樂社講師。

※ 希區考克影展 Alfred Hitchcock Festival
希區考克奠定了電影工業裡的各項基礎，是許許多多其當時及其後的導演無限靈感的泉源。
製作電影裡的各種拍攝技巧、剪輯手法和圖像安排，不僅在當時是很革命性的創新和突破，其影
響也總是持續不滅。老電影是新電影的枝幹，大師在前耕耘創造，開出這二十年來豐富多彩的電
影娛樂之花。
8/26 (二) 晚上 8:30
8/30 (六) 晚上 8:30

鳥 The Birds
驚魂記 Psycho

清大夜貓子部落格：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播映地點：清華大學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自由入場
相關網址：http://www.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5&&time=1&&fdsn=273
主
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地
點
主辦單位
97.09.11 (四) Room 213, LS 生命科學院
Building II
11:00~
03-5742771

演 講 者
Dr. Ji-Ann Lee
Postdoctoral Fellow,
Black Lab, UCLA, USA

題
目
Inducible re-localization of
Fox-1/A2BP1 negatively modulates
gene expression in neu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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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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