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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賀 本校講座教授黃惠良 榮獲今年度潘文淵文教基金會研究傑出獎；
助理教授楊舜仁 榮獲今年度潘文淵文教基金會考察研究獎
※ 楊振寧先生「清華梅貽琦榮譽特聘講座」頒授典禮
清華梅貽琦榮譽特聘講座：楊振寧先生
時
間：97 年 7 月 5 日（星期六）11:00~11:30
地
點：國立清華大學綜合三館 4 樓 理論中心演講廳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理學院、國家理論科學研究中心物理組
楊振寧先生 1922 年出生於安徽省合肥縣，自小學至研究所，接受全程的清華教育。1942 年自
西南聯大物理系畢業，兩年後取得西南聯大碩士學位。翌年赴美進修，1948 年取得芝加哥大學博
士學位，開始其輝煌的研究生涯。1953 年與密爾斯共同提出非阿貝爾規範場理論，為粒子物理學
奠定此後發展之最基本原理與方程式。1956 年與李政道先生發現弱作用中宇稱不守恆性質，次年
共同獲得諾貝爾物理獎。1967 年提出了後來被命名為楊-巴克斯特方程式之經典物理數學公式。半
世紀以來，楊振寧先生致力於物理學研究，不僅為物理史增添了光輝的新頁，也為中華民族爭取
到最高的榮譽。
為表彰楊先生在國際物理領域之卓越貢獻，本校特聘楊先生為「梅貽琦榮譽特聘講座」，歡
迎全校師生踴躍出席觀禮。

※ 頒授余英時院士名譽博士學位暨榮譽特聘講座典禮
日
地

期：2008 年 7 月 7 日(一)
點：人社院 A202

典禮程序：
10:30
11:00~11:50
12:00~12:10
12:15

入場
「名譽博士暨榮譽特聘講座」頒授典禮、余博士專題演講
人文社會研究中心揭牌儀式 (人社院 A401)
午宴 (人社館•自在坊)

主辦單位：秘書處、人文社會學院
協辦單位：教務處、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事務組

＊ 研發處 ＊
※ 自強基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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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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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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代碼

時間

I098 7/08(二)
I099 7/10(四)
I100 7/15(二)

執行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

講題

主講人

37 號公報~無形資產之會計處理準則
製造業人員必修的基本統計知識
企業人法律加油站：如何面對刑事搜索、
扣押及通訊監察

陳麗雲經理
許芳勳主任

常在法律事務所

范清銘所長

生產排程與產能規劃技術

前卡內基訓練協理&
廣東省總經理
明新科技大學

張哲明助理教授

產業分析方法與運用

工研院 IEK

黃素珍總監

35 號公報~資產減損之會計處理準則
從創新與變革談如何創造人力資源新價值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旭明光電

洪嘉謙經理
王維明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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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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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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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陳勇龍經理

I101 7/17(四)

領導潛能與人際關係管理訓練

I102 7/29(二)
8/01(五)
I103
<6 小時>
I104 8/05(二)
I105 8/07(四)
8/12(二)
I106
<AM9-12>
I107 8/12(二)
I108 8/14(四)
I109 8/21(四)
I110 8/28(四)
I111 9/02(二)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中山科學研究院

鄧安迪總顧問

9/23(二)
蔡振球副組長
綠色產品之研發與管理實務
工研院能環所
<6 小時>
呂穎彬經理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陳光宇協理
I113 9/30(二) 企業移轉訂價解析完全攻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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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6AM9:00-12:00；I103 及 I112AM9:00-PM5:00；其他 PM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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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12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女

學歷

公司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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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藝文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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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 柯恩兄弟影展 Joel and Ethan Coen Festival
時
地

間：2008-07-01(二)～2008-07-29(二)
點：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鏡頭下的黑色奇想－科恩兄弟
喬科恩︰「謝謝大家讓我們像孩子一樣，可以在我們的角落玩沙堆。」
這是在 2008 年初奧斯卡的頒獎典禮上，風光奪得包括最佳導演等四個獎項的電影製作人「柯
恩兄弟」中哥哥喬柯恩的致詞。身為美國當代備受囑目的獨立製片團隊，柯恩兄弟以他們無邊的
默契和精湛的創意，拍出一部部精彩絕倫的奇異作品。名義上哥哥喬柯恩的身份是導演兼編劇，
而弟弟伊森柯恩，則是製片兼編劇。實際上，兄弟倆都是共同討論角色、揣想劇本及製作。出道
早期的作品《扶養亞歷桑納》，由名演員尼可拉斯凱吉擔綱主角，詼諧的劇情發展與誇張的角色
背景設定，不僅驚豔了當時的電影界，也為他們帶有魔幻色彩的特異風格立下了基型。
1991 年，柯恩兄弟推出《巴頓芬克》，這部電影，是他們正式進軍國際影壇的揚威之作。片
中的人物和場景都很簡單明確，卻帶有濃濃卡夫卡式懸疑焦慮的氛圍。劇情環繞自紐約來到好萊
塢創作新劇的作家巴頓芬克，於其下榻的詭異旅店裏遇上的荒誕怪事。藉由這部片，柯恩兄弟一
舉奪得第 44 屆坎城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大獎及奧斯卡三項提名。相對於《巴頓
芬克》的魔幻，《真情假愛》乍看之下是齣引人會心一笑的求愛故事，實際上則結合了比佛利山
莊上流社會的神祕感與惡性競爭。喬說：「這部片表面上是部嘲諷律師的喜劇片，但場景設定在
洛杉磯及比佛利山莊，則是其不可忽略的一部份。」伊森柯恩則說：「許多所謂的『神經喜劇』
的主人翁都是富人，所以這部片的佈景、戲服等等都刻意呈現上流社會的風貌。」導演兩人透過
這部作品，精準攻擊了當今社會以財富、榮譽為上的主流價值觀。
柯恩兄弟有出人的創作才華與敏銳的人性觀察力，每部他們執導的影片，都帶有強烈的批判
人性邪劣傾向。《冰血暴》由 1987 年發生在明尼蘇達州的真實犯罪案件改編而成；一個被債務逼
的走投無路的汽車業務員，決定僱請黑道綁架自己的妻子，如意算盤卻因綁匪犯案時誤殺州警和
路人而事跡敗露。《黑幫龍虎鬥》的時代背景則提前到 1929 年，處於經濟大恐慌的美國。貪污的
政客被捲進一宗黑幫火拼，曾經肝膽相照的助手成了敵人，在因緣際會下，兩人又成了情敵。恨
上加恨，錯綜迷離的情勢，映出了人心的真實。
人物、場景、情節，這些在好萊塢電影裏舉足輕重的元素，到了奇才導演柯恩兄弟的手中，
都脫離了原本的意義，被運用來呈現他們高明的黑色喜劇。尼可拉斯凱吉：「和這兩兄弟合作，
像在天堂裡一樣。」茱莉安摩爾︰「他們的點子很沒良心，但大家都覺得很好玩，於是我照作了。」
你呢？準備好夠強的心臟承受柯恩兄弟的鬼靈精了嗎？ (撰文：徐珮芬)
2008.7 月播映場次：
7/01 (二) 冰血暴 Fargo
7/05 (六) 真情假愛 Intolerable Cruelty
7/08 (二) 霹靂高手 O Brother, Where Art Thou?
7/12 (六) 快閃殺手 The Ladykillers
7/15 (二) 金錢帝國 The Hudsucker Proxy
7/19 (六) 巴頓芬克 Barton Fink
7/22 (二) 撫養亞歷桑那 Raising Arizona
7/26 (六) 黑幫龍虎鬥 Miller's Crossing
7/29 (二) 缺席的人 The Man Who Wasn'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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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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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