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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2008 第九屆 SIT(Summer Institute in Taiwan)台美加暑期研究生交流計畫始業式圓滿
落幕

清華華大學接待同學與美加研究生同於故宮博物院合影留念
【2008.08.04 秘書處】由國家科學委員會(NSC)主辦之第九屆 SIT (Summer Institute in Taiwan)台美加暑
期研究生交流計畫 6 月 23 日於清華大學展開始業式活動，三十三名來自美國及加拿大的頂尖研
究生在歷經清華大學熱烈的接待後，6 月 27 日前往各自所屬接待單位進行為期七週的專題研究。
為期一個星期的始業式，活動內容包羅萬象，從基礎華語課程與書法藝術學習、客家文化與
台灣小吃體驗，摩登的台北 101 與古典的故宮行，再再顯示承辦人員的用心。即使活動緊隨著期
末考而來，承辦同學依然咬緊牙根不眠不休地工作著。
總召資工系 08 級李芝宇同學表示：SIT 能讓清華的學生有機會接觸來自史丹佛，柏克萊等美
加地區優秀研究生，除了能增進英文能力，交換彼此專業領域的學習經驗，更結交了一群好朋友。
未來不管在課業，學術或甚至生活交流上，都能互相給予幫助和建議！
第四次參與承辦的資工所薛志祥同學，ㄧ路上從工作人員、總召到活動顧問，感觸良多。他
表示：不同領域的學員與台灣學子激發出令人驚艷的火花，讓我們更深刻地體悟台灣之美。例如：
來台研究大坌坑文化的 Adam 讓我們了解大坌坑文化在國際上重要的地位！深刻地提醒了我們別
忽略台灣週遭的美。除了學術上的切磋，薛同學更表示：在 SIT 活動之中，人是更大的重點，工
作人員與學員之間從相遇，認識，共處，到相互了解；美加學員們會因為台灣的文化遺產，學術
成就而願意來台灣；更會因為在這裡有群要好的朋友，而希望再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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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薩諸塞大學研究生 葉銘泉副校長於 6 月 23 日歡迎晚 紐約州立大學水牛城
Derck 體驗台灣客家文 宴致贈紀念品予美加研究生
分校研究生 Michael 體
化編草繩
驗中華書藝文化之美
從參與學員人數的增加與學員熱情的回應，SIT 計畫成功地?台灣塑造友善與良好的國際形
象，背後默默付出的國科會、各接待研究單位與清華大學歷屆承辦工作人員皆與有榮焉。

＊ 研發處 ＊
※ 自強基金會─瞄準下一波綠色經濟成長契機～
2008 新興能源系列課程 8/6 起於宜蘭開跑
有鑑於全球暖化效應日趨嚴重，發展有效率且具有效益之再生能源已成為目前最急切的技術
需求。再加上因應「京都議定書」將對溫室氣體減量管制的發展對溫室氣體排放做全球性管制，
直接促使世界各國開始重視各種新能源與替代性能源，並積極投入研究開發與其應用，環保節能
已成為產業界不斷追求的主要目標。自強基金會與國立宜蘭大學共同舉辦一系列能源系列課程，
針對此議題技術應用與發展做一分享與交流，誠摯歡迎有興趣的產、官、學、研先進及學生報名
參加。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國立宜蘭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系
上課時間：9:00~16:00 或 9:00~17:00
上課地點：宜蘭市神農路一段一號【國立宜蘭大學】
報名專線：(02)3322-3139 分機 2287 林小姐
報名網址：http://edu.tcfst.org.tw
代碼

課程名稱

授課講師

日期

國立彰師大電機系
8/20 (三)
林義成 教授
國立宜蘭大學
生質柴油技術趨勢及發展【含生質柴
G012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系 9/10 (三)
油 DIY】
吳友平 教授
自強基金會
10/01 (三)
G013 太陽能電池概論與兩岸最新發展趨勢
專業顧問
G011

太陽能電池技術及材料介紹【太陽能
電池實作】

時數

費用

7

1500
學生 800

6

1500
學生 800

6

1000
學生 500

※ 2008 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理系列講座《企業人才資本趨勢發展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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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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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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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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日
期：97 年 8 月 21 日 PM14:00~17:00
2. 地
點：清華大學研發大樓
3. 主辦單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4. 執行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
5. 議程表
時間
14:00~14:50
14:50~15:40
15:40~15:50
15:50~16:40

主題

主講人

企業關鍵人才應用職能進行策略性的人才
發展 - 以科技業的 Key Account Sales 的
Competency Model Architecture 為例
強化人力資本的推手 ~談帶領引導技巧
休息
跳出框框~迎接學習的新時代

育碁數位科技科技 楊中旗總經理
開基企管 趙建敏總經理

EMBA雜誌 方素惠總編輯
育碁數位科技科技 楊中旗總經理
對談交流
開基企管 趙建敏總經理
16:40~17:00
EMBA 方素惠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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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李小姐
課程費用：完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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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代碼：97I146)
姓名
公司名稱

性別

學歷

男 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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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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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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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碼
I106
I107
I108
I109
I110

時間
8/12(二)
<AM9-12>
8/12(二)
8/14(四)
8/21(四)
8/28(四)

執行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

講題

主講人

簽約前一定要知道的法律風險(新竹場)

禾同國際法律事務所

蕭富山律師

簽約前一定要知道的法律風險(竹南場)
讓問題不是問題~談人與事管理技巧
FMEA 於科技業實務應用案例演練
輕鬆打造專利雷達

禾同國際法律事務所
中華工商研究院
中科院系統維護中心
新聚能科技

蕭富山律師
陳明斌副教授
廖大偉副研究員
朱新瑞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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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時間

I111

9/02(二)

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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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工研院能環所

陳勇龍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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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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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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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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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區考克影展 Alfred Hitchcock Festival
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世稱「恐怖大師」，八月新
學年季要讓大家提前進入「天涼好個秋」，在八月的暑熱裡
顫慄哆嗦，共計有《蝴蝶夢（Rebecca）》8/2、《貴婦失蹤記
（The Lady Vanishes）》8/5、《火車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
8/9、
《美人計（Notorious）》8/12、
《電話謀殺案（Dial M for Murder）》
8/16、
《後窗（Rear Window）》8/19、
《北西北（North by Northwest）》
8/23、《鳥（The Birds）》8/26、《驚魂記（Psycho）》8/30 ，
一共八部片子，看看為什麼驚悚恐怖片多如牛毛的電影世
界，不是別人而是希區考克，名列經典恐怖大師裡的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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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8 月播映場次：
8/12 (二) 美人計 Notorious
8/16 (六) 電話謀殺案 Dial M for Murder
8/19 (二) 後窗 Rear Window
8/23 (六) 北西北 North by Northwest
8/26 (二) 鳥 The Birds
8/30 (六) 驚魂記 Psy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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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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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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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