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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李亦園院士捐贈專著暨手稿展
【2007.11.05 秘書處】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創院院長--李亦園先生，一本對清華之厚愛與支持，
於 2006 年將大批珍貴書籍與手稿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館，嘉惠學子。圖書館特別籌辦「李亦
園院士捐贈專著暨手稿展」開幕及捐贈儀式，以展現大師治學風範以及長者對學子之關愛，並
為李亦園先生與清華的珍貴情誼留下寶貴的紀念。自 10 月 19 日起至 11 月 30 日在清華圖書館
人文社會學院分館展出，歡迎參觀。
李亦園先生，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長，國立台灣大學人
類學教授，清華大學人社院院長，《蔣經國國際學
術交流基金會》執行長，並獲多項殊榮，為國內及
國際知名人類學者。
1984 年，因沈君山教授的引薦，李亦園先生開
始了與清華的結緣，一手創辦了清華大學第四個學
院-人文社會學院，並出任首任院長，為人社院奠定
了多項重要的基礎與發展，更是清華邁向綜合大學
發展的里程碑。
對於清華，李亦園先生不但在研究與教學上貢
獻其專業，更為清華人文社會學院奠定基礎，促進
長遠而優異的發展。為肯定李亦園先生的貢獻，清華大學在 2001 年聘李先生為「榮譽講座教
授」，更於 2004 年頒予榮譽博士學位。
由清華大學圖書館舉辦之「李亦園院士捐贈專著暨手稿展」，主要展出李亦園先生之專著
及捐贈手稿資料。人文社會分館入口展區為展出手稿 15 件，主要為李先生於清華大學任教期
間撰寫的書籍文章、序、期刊文獻及報紙投稿。館內則專區展出其專書 18 種，皆為重要的學
術研究著作。

＊ 學務處 ＊
※ 新建學生宿舍工程上樑典禮
上樑典禮於 96 年 11 月 9 日上午 10 時（吉時）於新建宿舍廣場前舉行，會中由本校學務長
賀陳弘主祭，副總務長孫瀛、營繕組組長徐朝宗、住宿組組長徐碩鴻、住宿組編審李秋淑及麗
明營造鐘所長、劉總經理及亞新工程顧問公司范工程師等 10 餘人參加上樑典禮，上香鳴砲後
由主祭者賀陳學務長弘嘉勉工作人員，感謝本校營繕組專責承辦人員、麗明營造公司及亞新工
程顧問公司工程人員專業細心、認真管控工程進度與品質，讓學生宿舍工程能如期如質順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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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讓學生能有個舒適雅致的住宿環境，上樑儀式於 10 時 30 分禮成，順利完成祭祀祈福典禮。
新建宿舍工程於 96 年 1 月 25 日正式開工，工期 451 天，預定竣工日期為 97 年 4 月 19 日，
所有工程完工後續進行寢室內部家具組裝及相關週邊設施組裝採購作業，9 月 1 日起正式安排
進住。二區學生宿舍可容納 1,000 人住宿，預定安排男女研究生各 500 人住宿。屆時住宿滿足
率可由目前的 46％提升至 54％，有效舒緩學生宿舍不足的窘境，對本校吸收優秀學生有正面
的實質助益。

【圖片說明】新建宿舍上樑典禮照片

※ 媒體與社會講座──勇於真實-白崇亮
這是一段深刻的自我追尋，也是一個動人的生命故事。
現任台灣奧美整合行銷傳播集團董事長，並兼任台灣奧美公關公司暨廿一世紀公關公司董事
長，他將會與您談及他的人生歷練，一直到他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公關行銷業界發揮
所長。
時間：11/16 (五) AM10:00~12:00
地點：清華大學教育館 313 教室
報名：11/13 前寄至 media.soci@gmail.com 報名（請留姓名）
主辦：清華大學通識中心、清華大學學務處
～「媒體與社會」課程師生敬邀～

＊ 研發處 ＊
※ 加拿大首席國家科技顧問亞瑟•卡堤博士(Dr. Arthur J. Carty)演講
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加拿大國家研究院攜手合作推動雙邊科
技合作研究已達十年，合作領域涵蓋自然、工程、及生命科學等領域，
致使台灣與加拿大雙方合作交流日益密切，成果豐碩。
為彰顯台灣與加拿大雙邊科技研究人才的投入與辛勤研發的成
果，雙方特別舉辦台灣與加拿大科技創新合作週，簽署新的合作協議，
並將舉辦多場專題演講、研討會以及校園演講，希望能將多年雙邊交
流的成果展現給產官學研各界。
其中因推動雙邊科技合作居功厥偉的加拿大國家首席科技顧問，亞
瑟•卡堤博士將在台北、新竹、台南三地，舉辦校園演講，向台灣的
研究人員、教師及莘莘學子介紹加拿大的科技育及研究機會。
卡堤博士是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的前任院長，一手促成過去十年來雙方的密集交流，使台灣

2

成為加拿大在北美之外最大的合作夥伴，也因此獲得國科會頒發第一屆科學專業獎章。他希望
利用這些演講的機會，加強科技教育扎根的基礎，不但讓台灣學生瞭解加拿大是一個創新的國
家，也是科技合作的理想夥伴。更希望未來能有更多的台灣產官學研各界，一同參與雙邊的科
技合作。
講題：加拿大之科技教育與研發機會
日期：96 年 11 月 14 日(三)
時間：10:20~11:40 (請提早 10 分鐘進場)
地點：清華大學工程一館 107 室
報名方式：請於 11/13(二)中午前 email (acadcoop@my.nthu.edu.tw)或傳真 03-575-2586 至學術合作組
學校/公司

□ 國立清華大學 □ 國立交通大學 □ 工研院 □ 新竹科學園區
□ 新竹教育大學 □ 明新科技大學 □ 元培科技大學 □中華大學
□ 玄奘大學
□ 大華技術學院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

單位

職稱

姓名

e-mail

※ 國立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2007 當代中國講座秋季系列
講座名稱：二百年來世界與中國
講座時間：2007 年 11 月 12 日-19 日
講座地點：國立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C310 室
主講人：朱學勤 教授（上海大學歷史系教授、上海大學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講座子題，分六天進行
1. 11 月 12 日(一)/ 二百年來世界：爭霸、戰爭、革命/14:00~17:00
2. 11 月 13 日(二)/中國的百年曲折：從模仿英美到以俄為師/18:00~21:00
3. 11 月 14 日(三)/從“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18:00~21:00
4. 11 月 15 日(四)/第一場改革及其失敗/14:00~17:00
5. 11 月 16 日/(五)台北演講:1990 年代以來的中國大陸思想界/14:30~17:30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所 802 室，人文新館 南棟 8 樓)
6. 11 月 19 日(一)第二場改革重塑中國 /14:00~17:00
主辦單位：國立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合辦單位：國立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中國研究碩士學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自強基金會訊息─2007 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理系列講座(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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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25

11/19(一)
AM9-12
新竹場

因應『分紅配股費用化』的薪酬對策

聚芳管理顧問張瑞明總經理

I126

11/19(一)
PM2-5
竹南場

因應『分紅配股費用化』的薪酬對策

聚芳管理顧問張瑞明總經理

I127

11/27(二)
PM2-5
新竹場

智慧財產爭議訴訟法庭實戰演練

世界法律事務所李旦律師
江俊賢律師

I128

11/29(四)

領導統御與人才管理

中央大學 EMBA 林文政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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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代碼

時間

講題

AM9-12
新竹場

主講人
長

I129

11/30(五)
AM9-12
新竹場

國際物流供應鏈發展趨勢及發貨倉模式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林宜賢合
之國際稅務議題分析
夥會計師

I130

11/30(五)
PM2-5
竹南場

國際物流供應鏈發展趨勢及發貨倉模式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林宜賢合
之國際稅務議題分析
夥會計師

I131

12/5(三)
PM2-5
新竹場

解讀高績效管理的達文西密碼

旺宏電子人事行政處邱泰弋
副處長

1.
2.
3.
4.

自強基金會教育訓練網 http://edu.tcfst.org.tw
科管局科技人才學習網站 http://e-learning.sipa.gov.tw/edu
電洽(03)573-5521*3232 黃小姐
上課地點：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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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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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上課方式：科管局系統會在開課前二天發上課通知，請您自行在網路上下載講義後攜帶至會
場上課。
6. 報名方式：(1)請透過「科管局科技人才學習網」線上報名系統報名
(2)請填妥下列報名表回傳至(03)571-6782

＊ 工學院 ＊
※ 工工系訊息─綠色供應鏈管理—方法論發展趨勢及實務研究 國際研討會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Trend of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96 年 11 月 26 日(一)~96 年 11 月 29 日(四)
清華大學工程一館 106 演講廳
主持人：王小璠教授
主辦單位：國立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 運籌與作業研究卓越中心計畫、企業電子
化中心、財團法人清華工管文教基金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 顧問室
即日起接受報名
報名請上 http://140.114.55.124/LOREC/1126 報名.html 報名
議程請上 http://140.114.55.124/LOREC/1126 議程.html 查詢

＊ 人社院 ＊
※ 中文系近期演講消息
第一場

第二場

演講題目：先秦宇宙生成論的演變
演講人：裘錫圭教授（復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
演講時間：11/15(四) 下午 3:30~6:00
演講地點：人社 D302 教室
演講題目：與研究生座談─明清文化史中的「情」
演講人：艾皓德教授(Halvor Eifring)（挪威奧斯陸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教授）
演講時間：11/15(四) 上午 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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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第四場

第五場

第六場

第七場

演講地點：人社 B305 教室
演講題目：紅樓夢的心理結構
演 講 人：艾皓德教授(Halvor Eifring)（挪威奧斯陸大學東方語言文化系教授）
演講時間：11/15(四) 下午 3:00~6:00
演講地點：人社 C509 教室
演講題目：與研究生座談--文與道之間
演 講 人：林順夫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系教授）
演講時間：11/19(一) 下午 1:00~3:00
演講地點：人社 C403 教室
演講題目：談莊子哲學及文學裡的遊
演 講 人：林順夫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化系教授）
演講時間：11/20(二) 下午 1:00~3:00
演講地點：人社 C403 教室
演講題目：緣人物進入歷史－以明遺民研究為例
演 講 人：趙園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演講時間：11/26(一) 下午 1:00~3:00
演講地點：人社 A316 教室
演講題目：跨文化中的莎士比亞演出─三個走上中國舞台的人物：查理三世、貝
特麗斯和哈姆雷特
演 講 人：李如茹教授(英國里茲大學副教授)
演講時間：11/27(二) 下午 3:45~5:15
演講地點：人社 C310 教室

＊ 共教會 ＊
※ 清華思沙龍─透視香港-未完成的去殖民工程？！
一百五十年的英國殖民
十年的中國「回歸」
香港人的自我認同發生了什麼變化？
他愛英國的文明和文化
還是憎惡它的帝國傲慢？
他愛中國的民族還是排斥它的集權政體？
在強大的中國和強大的英國之間
他是否有香港的「本土意識」？
他如何回答自己身份的困惑？
時間：11 月 12 日(星期一)，晚上 7:00 (6:30 開放報名者入場)
19:00~20:30 紀錄片放映【鏗鏘集：流金歲月，(一)~(三)集】
20:30~21:00 黃毓民教授 演講 (香港著名時事政治評論員、民主派政黨社會民主連線創黨主席)
21:00~21:40 沙龍討論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網路報名：http://registrano.com/event/show/745111
電話報名：03-5742407(校內分機 42407)
傳真報名：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更多資訊請上「清華思沙龍部落格」http://nthuthinkers.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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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樂在清華
地點：圖書館穿堂、教育館一樓
時間：中午 12:00-13:00
教育館
11/12
11/15
11/13
11/16
11/21
11/22
11/26
11/29
11/30

圖書館
11/27
11/29
11/12
11/13
11/15
11/16
11/21
11/26
11/28
11/30

11/19 林劭品 好歌清唱
范期赫 吉他彈唱
11/20 王銘宏 吉他彈唱
11/23 洪暐桓 吉他彈唱
11/28 陳彥任 花式溜溜球
張逸翔 吉他彈唱
陳聖文 吉他彈唱
吳守益/楊宗中 中國笛/唱歌
顏廣愷 吉他彈唱

王銘宏 吉他彈唱
張逸翔 吉他彈唱
11/19 陳聖文 吉他彈唱
11/20 李奕賢 吉他彈唱
11/22 吳守益/楊宗中 中國笛/唱歌
11/23 朱政綱/宋秉程 對口相聲
林玉羚 吉他彈唱
伍信翰 口風琴獨奏
林劭品 好歌清唱
范期赫 吉他彈唱

～您的駐足欣賞將是對表演同學的最佳鼓勵！～

【小津安二郎影展】Ozu Yasujirō Festival
※ 【
2007.11 月播映場次：
11/13 (二)茶泡飯之味 Flavour of Green Tea Over Rice
11/17 (六)東京物語 Tokyo Story
11/20 (二)秋刀魚之味 An Autumn Afternoon
11/24 (六)彼岸花 Equinox Flower
11/27 (二)秋日和 Late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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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播映地點：清華大學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購票方式：免票、免低消
共同主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 【風的旅人】新宮晉個展
Ｗind Traveler：SUSUMU SHINGU Exhibition
藝術家：新宮晉 Susumu Shingu
時 間：2007-11-05(一)～2007-12-07(五)
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
新宮晉(Susumu Shingu)擅長利用「自然動力」，風、水、
雨、陽光在他作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元素是其
機動藝術雕塑的動力，結合藝術造型與自然動力的科
學原理，是少數藝術家之中能夠將科學融入藝術中，
創造力與美的結合者。
這個星球不斷的旋轉 人們因此四散 人類在地表浮現 不斷的演化和再生 風和海 終究帶著人
們 散佈在又遠又廣的各處 就像看不見的命運 我們繼續被風引導著。
在【風的旅人】作品中，藝術家創作了一個讓人可以坐下來休息的地方。

※ 薛雅文大提琴獨奏會 Hsieh Ya Wen Cello Recital
演 出：薛雅文‧李欣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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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2007-11-14(三) 19:30
地 點：合勤演藝廳
曾應邀參與加拿大 Romartis Tango Chamber Ensemble，和美國弦
樂四重奏 Amernet String Quartet 巡迴演出北美洲各地的大提琴
家—薛雅文與合作多年默契十足的鋼琴家李欣穎，為喜愛大提
琴與鋼琴組合的朋友們帶來浪漫樂派貝多芬、巴伯、拉赫曼尼
諾夫等人的奏鳴曲。
主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協辦：環宇廣播電台

＊ 書報討論 ＊
日期／時間
地
點
96.11.15 (四) B1 Auditorium,
LS Building II
10:10~

主辦單位
演 講 者
生命科學系
王隆祺助研究員
03-5742758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
Host: Prof.
生物學研究所
Tsai-Yun Lin
(Tel:03-5742758)

題
目
Molecular regulation of ethylene
biosynthesis by the ubiquitin / 26S
proteasome pathway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地
點
主辦單位
演 講 者
96.11.21 (三) 化工館 B18 會 化學工程學系 景虎士總經理
03-5719036
15:20
聯華實業
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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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法令與使用者習性的改變對製成
上之影響—以參與經營之公司為
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