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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賀本校材料科學研究榮登世界百大(第 37 名)！全國所有領域之首！
※ 恭賀腦科學研究中心江安世主任榮獲行政院 96 年傑出科技貢獻獎
江安世主任所完成的研案「果蠅蕈狀體之嗅覺圖譜」，完成全球第一張腦內嗅覺神經網路地圖，
期望藉由解讀人類大腦運作模式，進而找出阿茲海默症、帕金森氏症等疾病療法；也因此突破與
影響性，成為台灣登上國際頂尖學術期刊「細胞 Cell」第一位。

※ 清華大學第九屆傑出校友-化學系(70B、72G 級)張子文學長
現職：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2008.05.06 秘書處】張子文學長畢業於清大化學系與化學研究所，曾自修分子生物學，從事蛇毒
蛋白結晶研究，獨立完成的碩士論文就獲刊登在¨Nature¨國際期刊！成為本校在台創校以來的一位
傳奇人物。
1973 年他進入哈佛醫學院就讀。獲博士學位後，即在麻省理
工學院從事單株抗體的博士後研究。1980 年起進入工業界服務，
1985 年到休士頓的 Baylor 醫學 院擔任教授、並與唐南珊女士共同
創立 Tanox 公司，從事生物科技藥物的研發。任職期間經歷多項
重大工作挫折，例如：臨床試驗結果遲緩，競爭對手背信而對 簿
公堂，導致公司財務艱困，均能夠一一克服。張子文博士發明的
Anti-IgE 是治療哮喘的第一個有效生技藥物，享譽國際，並曾獲有
每年 10 億美元的市 場。另一新發明的獲准上市藥物稱 Xolair，為
治療過敏與氣喘症狀的第一個單株抗體藥物，具低副作用、藥效
優良，預期未來每年的營業額將再創新高，成為 目前最耀眼的明
星藥物之一。
1996 回母校任教擔任生命科學院教授並兼院長，在自我要
求、學術理想、擇善固執這三項重要指標，豎立起嚴格的標準與
規範。在校期間並屢次捐款回饋，供母校添購教 學研究軟、硬體
設備、並多方面嘉惠清華學弟妹。離開清華之後，張子文博士又
獲聘任為生技中心執行長，行政院科技顧問，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負責推動
台灣生技產業的短、中、長期發展，為國家所倚重的生物技術專才，亦為一位剛正不阿諛的傑出
研究學者。2005 又捐款人文社會學院，完成「慈塘」設置，潺潺流水孕育了各種蜻蜓和蛙類，更
因為周邊陸生植物的挑選匠心獨運，使得整做水池被包圍在一個蝴蝶園當中，成為新竹新景點。

※ 清華大學第九屆傑出校友-電機系(83G 級)何泰舜學長
現職：聯詠科技 董事長
【2008.05.06 秘書處】何泰舜學長畢業於清大電機工程研究所，1997 年成立聯詠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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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為一專業晶片研發設計公司，公司於 2001 年 4 月上櫃，並於 2002 年 8 月轉上 市，目前資本
額新台幣 54.14 億元。市值約為新台幣 600 億，員工人數 857 人，研發人員佔 71％，具博碩士學歷
人員佔 66％。
聯詠科技是全球平面顯示螢幕驅動 IC 之領導
廠商，產品成功獲得國際知名面板廠之採用，目
前為台灣最大、全球前三大平面顯示驅動 IC 供應
商；2007 年大尺寸 平面顯示器驅動晶片全球市佔
率為 21％（iSuppli 2007）；依營業額評比，聯詠科
技排名台灣第二大晶片設計公司，台灣第十大半
導體公司，營業額為新台幣 361 億(IEK2007)；2007
年 6 月聯詠科技獲亞洲商業週刊評選為亞洲前五
十名經營績效最佳公司之第三十七名；2007 年 6
月聯詠科技獲 AsiaMoney【亞洲貨幣】評選為亞洲
Top 10 ROE 最佳半導體公司之第一名。
行事低調的何學長，雖極少出席公開活動，但是對於母校的發展，非常的關注，並不遺餘力
地給予各項協助，去年底曾應台灣工銀的邀約，回到母校以「從創新到創業 —聯詠科技的探索與
成長」為題發表演講，吸引滿場慕名聽眾，反應非常熱烈。另外，學長唸研究所時，因參與清大
登山社，培養出健行與登山的嗜好，這項興趣， 也是他維繫至今最愛的健身之道，並推廣到公
司；閒暇時，常偕同親友、同事征戰國內外高峰，何學長倡導健康休閒活動，並強調這是非常好
的解壓方式。

※ 清華大學第九屆傑出校友-化工系(92D)陳來助學長
現職：友達光電 總經理暨營運長
【2008.05.06 秘書處】陳來助學長，畢業於清大化工研究所博士班，歷練了台灣 TFT-LCD 產業的研
發、工廠、資訊系統、業務行銷與全球製造，為國內 TFT-LCD 產業難得一見的全方位專家與執行
者。
從達碁科技到友達光電，陳學長一路陪伴走來，歷
經兩次大型的企業合併，使友達光電成為國內第一
大、全球前三大的 TFT-LCD 製造公司，創造了世界 TFT
產 業中的奇蹟。陳學長對國內平面顯示器產業的最大
貢獻，莫過於他能自草創時期，便將所有經驗、流程
與制度系統化，在業務單位任內，將產品行銷觀念導
入，同時 開發兼具高規格和強大商機的產品，塑造出
多款國內外廠商爭相追逐的模範產品、以及在兩次企
業合併中快速而有效率的整合工廠與生產線，讓友達
兩次都能在最短 時間內發揮合併綜效，使得 TFT 產業
有了今天的成績，大大提昇了台灣面板產業的國際地位與影響力。
陳學長在友達光電八年的時間，歷經了各個不同且多元化跨領域的職務，培養出通盤及全面
的宏觀思考。在每一次的歷練中，陳學長不但以執行力與效率展現佳績，同 時能不斷跳脫框架
從基本面思考，從達碁草創時期的生產、兩次合併的大型整合作業、將策略導入業務行銷領域同
時建置系統、到現今的全球製造概念，穩紮穩打的 精神，讓友達即使在快速建廠、擴充業務下，
於每個階段都能蹲穩馬步，並使友達以跳躍式的成長方式在短時間內晉級國際舞台。
陳學長與母校互動緊密，擔任財團法人清大化工文教基金會第三屆董事；歷年來多次受邀返
校演講，在化工系書報討論、化工產業論壇、光電產業等課程中，亦不吝將寶貴的學習心得與產
業經驗分享給學弟妹。

※ 東亞 A4 產品協同設計於清大完成第二波的腦力激盪
(工工系 瞿志行老師 East-Asian Collaborative Design Workshop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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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A4 產品協同設計交流計畫(East-Asian Collaborative
Design Workshop)，日前於台灣清華大學順利完成第二波的
腦力激盪！
本校研究生劉懷帷、蔡雅恬與大三學生薛覲、謝明勳
三月底於工工系瞿志行副教授帶領下，至韓國首爾成均館
大學(Sungkyunkwan University) 拉開合作計畫序幕。此次參
與人員來自亞洲四個地區，包括主辦者韓國成均館大學、
台灣清華大學、日本神戶大學 (Kobe University)、日本北陸
先端科學技術大學(JIAST)與上海交通大學。三天緊湊的
Workshop 中，全程使用英語溝通協調，各國學生們透過共同參與一系列創造力性向測驗、Teamwork
訓練、專題演講、小組討論、文化異同比較與市區參訪等活動，激發豐富的創意巧思。藉由不同
文化背景的衝擊刺激想像力，思考東亞地區的消費與生活趨勢，發掘目前共通的社會問題，藉此
學習全球化產品的開發過程。第二階段的 Workshop 活動則四月底於海峽兩岸同時進行，瞿教授安
排日本與韓國學生來訪，觀察台北東區消費趨勢，體驗新竹城隍廟古典之美，並持續進行腦力激
盪與討論，確立產品設計的初步構想。
此項活動的參與教授及學生背景
包括了機械、工業工程、電機、商學
管理、消費科學與心理等不同學科，
反映出產品設計開發的跨領域性
質，計畫主旨意在鼓勵各國學生交流
分享，體驗跨越國際與文化的學習活
動。接下來將使用網路技術進行溝
通，實現已確立的產品設計構想，九
月之前完成產品開發雛型，並將於韓
國首爾舉行成果展覽會，此次活動經
驗亦將在 2009 年台北舉行的 ASME
Engineering Education 會議中發表。瞿
教授指出：「清華學生需要跨領域與
跨國界的交流合作，將努力持續此項學習活動，並期望明年能夠擴大參與，邀請香港與新加坡的
大學共同參加，成為東亞地區產品設計教育的交流盛會。」讓我們拭目以待。

＊ 研發處 ＊
※ 自強基金會訊息─2008 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理系列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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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I044

5/13(二)

I079

執行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

講題

主講人

平衡計分卡的運用與實務

利百加管理顧問(股)公司

戴秋芸首席顧問

5/20(二)
跨文化的團隊領導與管理~6 小時菁華實戰營
<6 小時>

漢民科技

周佑民處長

I045

5/22(四)

從合併與收購的法務觀點讓您避開地雷區

理律法律事務所

洪榮宗律師
徐雪舫律師

I046

5/29(四)

稱職主管的績效管理成功學

旺宏電子

邱泰弌 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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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I080

6/03(二)

英文簡報快易通

世界公民文化中心

Albert Yang 老師

I047

6/05(四)

知識經濟下之勞僱關係與企業競爭力

益思科技法律事務所

顏雅倫律師

I048

6/10(二)

TS2 五大核心工具

聯華電子

林盟貴經理

I049

有價證券發行人會計處理介紹-6/17(二)
三十六號公報證券發行人會計處理暨三十九
<6 小時>
號公報股份基礎給付之會計處理準則

勤業眾信

王淑玲協理

I081

6/26(四)

台灣科技法律.專利商標
陳啟桐律師
事務所

非法務背景人員必修課~EASY 提升法律敏感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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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上課時間：I079/ I049AM9:00-PM5:00；其他 PM2:00-5:00
3.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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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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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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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科學園區 □內

男 女

學歷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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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跨世紀全球競爭策略~企業跨國併購致勝關鍵』招生簡章
全球企業近年興起整併風潮，藉以整合資源及促使企業達規模經濟與合理化經營，國內企業
早在 1980 年代即大舉向海外市場擴充，尤以科技產業的併購趨勢與規模皆日益蓬勃與盛大，然
而，企業在進行併購的過程中，諸如租稅與會計處理的議題、各國於併購的相關法令規定、併購
模式及風險管理等，特別以海外併購而言，若未能適切處理或解決，則將影響併購的整體綜效，
甚至以失敗收場，故本次論壇邀請理律法律事務所，美國 Morgan Lewis & Bockius LLP 律師事務所、
歐洲 CMS 律師事務所及資誠會計師事務所等併購專家，就台灣、大陸、美國、歐洲之海外併購於
法務及稅務規劃，提出精闢見解與現行實務策略，希冀提供企業對於海外併購之瞭解，並做為其
是否赴海外投資之參考，進而有效擘建跨國經營戰略，靈活運用資源佈局全球。本課程期待讓您
掌握致勝關鍵，前進全球！
課程完全免費，全程並有中文翻譯，機會難得，誠摯邀請您熱烈參與！
1. 課程日期：97 年 6 月 5 日 PM13:30~17:00，共 3.5 小時
2. 師資簡介：
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事務所主持律師 馮博生律師
畢業於國立台灣大學法律系並曾於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進行智慧財產權專
題研究，係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所之創辦人，現為該事務所合夥人兼新竹事務所主持律師。其
具有提供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內、外高科技公司法律服務之多年豐富經驗，其專長領域為智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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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商務投資、產品責任、科技法、技術移轉與授權、公平交易法、商務訴訟、仲裁、勞資
關係、契約、對大陸投資及大陸法律事務諮詢等。
美國 Morgan Lewis & Bockius LLP 律師事務所 Lucas Chang 律師
畢業於聖塔克拉拉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法學院，是該事務所商業及財務部門之合夥人，
也是資深之專利代理人，並同時為大中華地區業務之資深合夥人及指導委員會成員。專長為公
司及證券交易、創投融資、合併、收購，及美國、香港、大陸、台灣等地之公開發行，智慧財
產權諮詢等。
歐洲 CMS 律師事務所 Anton Maurer 律師
畢業於德國杜賓根大學(University of Tuebingen)，自 1983 年加入該事務所，現為資深合夥人。專注
於跨國企業及商業交易、合資企業、商業協定、及國際爭訟、國際仲裁、合併、收購等領域。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王偉臣會計師
畢業於政治大學會計系，通過美國及台灣會計師考試，有多年跨國之會計師執業經驗。曾服務
於 PricewaterhouseCoopers 紐約及舊金山審計及國際稅務部門，現為 PricewaterhouseCoopers
Taiwan(資誠會計師事務所)新竹所合夥人。專長為高科技產業之會計、投資、稅務，以及公司上
市、上櫃之相關領域。
主持人：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事務所 洪榮宗律師
畢業於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法學院，自 1998 年開始服務於理律法律事務所，現為該事務
所合夥人。具有在 EMBA 授課及演講的豐富經驗，並且專精於智慧財產權與公司經營，完成諸
多新竹科學工業區內、外高科技公司具有代表性之案件。其專長為併購、投資、公司、公平交
易法、合資、技術授權、營業秘密及勞工法規等領域。
3.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
4. 協辦單位：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所
5. 媒體策略夥伴：IC 之音廣播電台
6. 訓練地點：新竹國賓大飯店
7. 課程諮詢：03-5735521*3232，黃小姐
8. E -MAIL：schuang@tcfst.org.tw
9. URL：http://edu.tcfst.org.tw
10. 培訓對象：
(1) 企業主或中高階主管、企業財務會計、法務人員
(2) 對海外併購具有高度興趣者
11. 培訓特色：
(1) 立即成為本會會員，享受學習權益
(2) 免費登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終身學習護照，紀錄學習經歷
12. 課程表：
時
間
議
程
報到入場
13:00~13:30
開幕儀式
貴賓致詞
13:30~14:00
主持人引言 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事務所 洪榮宗合夥人
演講人：理律法律事務所 馮博生合夥人
14:00~14:30
題 目：台灣企業於大陸地區投資/併購議題
演講人：美國 Morgan Lewis & Bockius LLP 律師事務所 Lucas Chang 律師
14:30~15:00
題 目：台灣企業於美國地區投資/併購議題
15:00~15:20

茶

15:20~15:50

演講人：歐洲 CMS 律師事務所 Dr. Anton Maurer
題 目：台灣企業於歐洲地區投資/併購議題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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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20

演講人：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王偉臣會計師
題 目：台灣企業於海外投資/併購之稅務規劃

16:20~17:00

主持人總結 Q&A

＊ 理學院 ＊
※ 榮譽特聘講座演講暨頒獎典禮
榮譽特聘講座：翁啟惠 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演講主題：醣分子科學研究的進展
時
間：97 年 5 月 19 日（星期一）14:10~17:00
地
點：化學館 B07 教室
主辦單位：化學系
翁啟惠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翁院士於 1994，1996 年及 2002 年分別被獲選為中央研究院
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翁院士過去 30 年的研究工作，橫跨化學
與生物科學領域，其研究專長為醣化學，生物有機，藥物設計及合成，酵素有機合成及醣質生物
學，在生物有機化學及醣分子科學有非常重要的貢獻。翁院長得獎與榮譽不計其數，是世界級學
術指標人物。
為表彰翁院長啟惠長期在國內化學領域之卓越貢獻，本校特聘翁院長為「榮譽特聘講座」，
由化學系負責籌備。擬於本（5）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二時於本校化學館 B07 教室舉行頒獎典
禮，並由翁院長進行 3 小時講座演講，講題為「醣分子科學研究的進展」，歡迎全校師生踴躍參
加。

＊ 藝文活動 ＊
※ 5 月份樂在清華
地點：圖書館穿堂和教育館一樓
時間：中午 12:00-13:00
5 月份表演時間如下
圖書館
陳聖文
楊宜山
楊宗中/黃柏翰
林震豪/李柏南
陳永先
李奕賢
張子賢
蘇建儒/李育叡
謝政霖
林劭品
鄭宏毅

吉他彈唱
5/12
吉他彈唱
5/13
清唱
5/14
吉他彈唱
5/15
吉他彈唱
5/16
吉他彈唱
5/20
創意氣球
5/21
吉他彈唱/清唱 5/22
吉他彈唱
5/23
清唱
5/28
吉他彈唱
5/30

教育館
5/19
5/27

林劭品
李奕賢
張子賢
張逸翔
范期赫
楊宜山
楊宗中/黃柏翰
翁晟祐
鄭宏毅
蘇建儒/李育叡
謝政霖

5/26
5/29

清唱
5/12
吉他彈唱
5/13
創意氣球
5/14
吉他彈唱
5/15
吉他彈唱
5/16
吉他彈唱
5/20
清唱
5/21
清唱
5/22
吉他彈唱
5/23
吉他彈唱/清唱
吉他彈唱
5/30

※ 【德國電影三傑影展】New German Cinema Director Festival
時 間：2008-5/3～6/28 每週二、週六 20:30
地 點：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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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5/27

5/28
5/29
5/26

法斯賓達 Rainer Werner Fassbinder
作品橫跨電影、電視與舞台，又寫影評寫自傳。作品不拘形式，題材無視情
慾禁忌，大膽揭開人生卑微的一面及無國界性別之愛情觀。自 1965 年起至 1982
年去世為止，共完成 43 部作品，如《瑪麗•布朗的婚姻》獲 1979 柏林影展
銀熊獎，《過氣女伶》獲 1982 年柏林影展金熊獎。
荷索 Werner Herzog
共編導超過 40 部電影，出版十餘本散文，導演十多齣歌劇。影片大多在遠離
現代文明的偏僻地區拍攝，主角大多是孤獨的狂人，以強烈美學風格處理人
物的偏執與瘋狂，強調人力與天意的對抗，有如預言\寓言。他的電影表達出
對弱勢族群和邊緣人物的悲憫，也嚴厲批判現代文明機制與大眾文化，創作
力十足且充滿挑戰性。
溫德斯 Wim Wenders
戰後的德國新浪潮當中，溫德斯是受到高度注目的新導演之一。1982 年以《事
物的狀態》獲得威尼斯影展金獅獎；1984 年《巴黎．德州》獲得坎城影展金
棕櫚大獎；1987 年《慾望之翼》再次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除了電影，溫
德斯更涉入攝影、繪畫、音樂、寫作及出版等領域，自 1986 年至今，其攝影
作品屢屢在世界各地巡迴展覽，是具有世界影響力的攝影藝術家。
2008.5、6 月播映場次：
5/13(二)《史楚錫流浪記》Stroszek (Herzog)
5/17(六)《十三個月亮》In a Year of 13 Moons (Fassbinder)
5/20(二)《吸血鬼》Nosferatu the Vampyre ( Herzog)
5/24(六)《瑪麗布朗的婚姻》The Marriage of Maria Braun (Fassbinder)
5/27(二)《莉莉瑪蓮》Lili Marleen (Fassbinder)
5/31(六)《勞拉》Lola (Fassbinder)

6/03(二)《事物的狀態》The State of Things ( Wenders)
6/07(六)《漢密特》Hammett (Wenders)
6/10(二)《過氣女伶》Veronika Voss (Fassbinder)
6/14(六) 清大畢業典禮暫停乙次
6/17(二)《陸上行舟》Fitzcarraldo (Herzog)
6/21(六)《巴黎，德州》Paris, Texas (Wenders)
6/24(二)《慾望之翼》Wings of Desire (Wenders)
6/28(六)《里斯本的故事》Lisbon Story (We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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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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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駐校音樂家計畫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一直以來邀請多位藝術專長之藝術家駐校，目的在於啟發及影響學生對於藝術
之愛好。駐校藝術家所開設的相關課程，或舉辦各種駐校藝術家之展演以介紹都是以駐校藝術家
之專長來計劃。清華大學曾邀請小提琴家蘇顯達擔任駐校音樂家，2008 年亦計畫邀請旅居瑞士的
小提琴家黃義方擔任駐校音樂家。清華大學駐校音樂家一職，除駐校期間居住於校內，指導學生
演奏，公開演講，及擔任課程講授之外，亦需擔當校內藝術大使之職責，舉行公開記者會，拓展
校內外藝術之發展。
《Contrast》音樂會Ⅱ─完全對比
2008.05.13 (二) / 19:30 地點：清大合勤演藝廳•自由入場
演出：Martin Scalona/黑管•辛幸純/鋼琴•黃義方/小提琴
【 音 樂 家 講 座 】 世 界 兩 端 年 輕 人 的 對 話 Dialogue
between the 2 ends
2008.05.15 (四) / 18:00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自由入場
黃義方(演講、介紹) Xavier Inchausti/林一忻(小提琴)
合作單位：M. Moreno 協會(阿根廷)
主
協

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辦：新竹市政府

※ 女舍
藝術家：舞次方舞蹈工作坊
時 間：2008-04-28(一)～2008-05-21(三)
地 點：清大藝術工坊
如果一個人在房間，你會做什麼?上網?看書?睡覺?還是靜靜望著天花板發呆?
「舞次方舞蹈工作坊」以荒謬式創作手法融合現代舞、戲劇與裝置藝術來詮釋。
「女舍」就在 5 月，歡迎窺探!
清大藝術工坊 03-5715131 ext. 62222
週一至五 7:00～19:00，週末假日 12:00～17:00
相關網址：http://www.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2&&time=1&&fdsn=260

※ 奧尼斯爵士四重奏
間：2008-05-14(三) 17:30
點：小吃部前廣場
奧尼斯爵士四重奏（Onyx Jazz Quartet）成立於 2005 年 1 月，團員由國內兩位爵士音樂家---李
承育（薩克斯風）
、黃俊仁（吉他）
，搭配兩位日籍爵士音樂家---池田欣彌（低 音提琴與電貝斯）、
根石大輔（爵士鼓）所組成；該團自成立以來，以演奏爵士樂經典作品為主，同時也定期發表團
員作品。奧尼斯爵士四重奏獲得「2005 Chrysler & ICRT 爵士樂團大競技」比賽第一名與「2006 大
地知音音樂創作大獎賽」創意獎。2007 年 7 月發行該團的首張專輯《Reliance》。
主 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時
地

※ 牽廿
藝術家：李瑾怡、陳崑鋒、楊世芝、楊夕霞、劉永仁、蘇旺伸（依筆畫順序）
時 間：2008-04-21(一)～2008-05-15(四)
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
清大藝術中心成立 20 年了，我們將邀請多位曾在藝術中心展覽過的藝術家，再次蒞臨清華，
【牽廿】卄是 20 的意思，牽著這 20 年來的期望，藉著這些如詩般的畫作，為藝術中心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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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地
點
主辦單位
97.05.13 (二) 資訊電機館 通訊所
10:00~11:30 410A 室
03-5715131
ext.34117

演 講 者
Prof. Wayne E. Stark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97.05.14 (三) 化學館 B07 化學系
黃東明 教授
15:30~
03-5713887
教室
國家衛生研究院
97.05.15 (四) B1 Auditorium, 生科院
蘇怡璇 博士
LS Building II Host: Prof.
10:10~
Assistant Research
Horng-Dar Wang Fellow, Institute of
(03-5742470)
Cellular and Organismic
Biology,Academia Sinica
97.05.15 (四) 大禮堂
電通中心、資工 Richard Stallman
19:00~22:00
系、Openmoko 自由軟體基金會創辦
人
97.05.19 (一) 人社院 C310 人社院
10:00~11:30 會議室
03-5721544

卜正民(Timothy Brook)
牛津大學邵逸夫漢學
講座教授兼漢學所長

97.05.19 (一)
14:10~17:00
97.05.19 (一)
15:30~16:30

翁啟惠 博士
中央研究院院長
卜正民(Timothy Brook)
牛津大學邵逸夫漢學
講座教授兼漢學所長

化學館 B07
教室
人社院 C310
會議室

化學系
03-5713887
人社院
03-5721544

題
目
Energy-Bandwidth Tradeoff in Wireless
Multi-hop Networks

多(中)孔性矽奈米粒子在幹細胞
的應用
A gene regulatory network for the
ectoderm specification in the sea
urchin embryo
(Language: Chinese)
The Free Software Movement and the
GNU/Linux Operating System
請至活動網頁報名：
http://wiki.openmoko.org/wiki/Richard_
Stallman/zh_tw
清華人文社會講座
奢侈消費與萬曆品味論
Luxury consumption and the making of
taste in the Wanli era
榮譽特聘講座
醣分子科學研究的進展
清華人文社會講座
如何寫明史?
The challenges of writing Mi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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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