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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原能會主委蘇獻章校友
【2007.10.03 秘書處】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和本校關係非常密切，本校在台復校的第一任校
長梅貽琦先生就曾在擔任教育部長任內兼任原能會主委，而本校核工系(今工科系)畢業校友也
有多位服務於原能會，今年五月新任原能會主委蘇獻章先生，即是本校核工系 68 級校友。
蘇主委出生於民國三十四年的高雄鄉下，身為家中長子的他從小即認真努力，求學過程十
分順利的從雄中到清華。當時的清華，復校不久一切百業待興，學系只有二三個，學生的生活
簡單樸實，加上課業繁重，學生壓力比之高中有過之而無不及。蘇主委回憶自己在清華的學生
生活，微笑表示「那真的是十分枯燥呀！」；當時最大的娛樂只有偶爾在星期六騎著腳踏車到
新竹市區看場電影。而令主委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他們每天早上六點就必須起床跑操場，學
校會廣播起床號，所有學生一律不得賴床，到操場聽體育老師指導。當時的嚴苛對於現在的清
華學生來說，簡直是無法想像。
自清華畢業時，同班同學多半選擇出國深造，唯有主委和幾位同窗留在清華繼續攻讀核工
所。「不是不想出去，而是考慮到家裡；父母年紀也大了，需要人照顧才行。」主委感慨的回
憶當時的無奈。直到核工所畢業後五年，主委才在政府補助下前往美國喬治亞理工大學攻讀核
子工程博士。
蘇主委和妻子共育有一子一女，二個
孩子都在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繼續深
造，皆已小有成就。主委認為，現在的學
生多半不願意出國留學，讓他覺得十分可
惜。他覺得那幾年在國外求學的日子，對
於他的國際觀、人生觀都有很大的影響。
因此主委鼓勵現在的年青學子，只要有機
會，都應該出國唸書，而後再回國貢獻所
學才是。
主委也曾於學成後回母校教書培育
更多人才。他表示當他來到清華教書時，
覺得清華好陌生；越來越完備的硬體建築設備，越來越豐富多元的學生生活，都讓擔任教職的
主委覺得清華已不復當初記憶。主委說，現在的清華學生們是幸福的，擁有多元的讀書環境，
激發各式各樣的創意，這正是台灣社會所需要的未來人才，但也期勉學生們不要忘記最基礎的
知識，打好根基才能成長茁壯。
對於從青年時即開始接觸的核能工程，主委認為原子能是現代生活十分重要的研究。雖然
有著許多民間人士恐懼害怕，甚至反對，但主委信心滿滿的保證，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嚴格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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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核能應用安全，讓民眾安心、放心。除此之外，主委更打算積極推動原子能科技在民生應
用的研究發展，以增進民生福祉。
從小認真努力的蘇獻章主委，在清華六年的刻苦求學奠定了他厚實的底子，在國外的留學
生活更開拓了他的眼界。相信主委必能秉持他「安全第一、服務為先」的理念，以旺盛的活力、
樂觀的態度及創新的精神，為國家社會之未來創造健康、安全、美好的遠景全力以赴。
【圖片說明】蘇獻章主委與子女合影

＊ 學務處 ＊
※ 諮商中心「心靈饗宴-電影賞析」活動
海防最前線 The Guardian
96 年 10 月 9 日（二）晚上 6:30
圖書館 8 樓-視聽中心團體室 A
《海防最前線-劇情簡介》
在一次意外事件失去隊友後，傳奇救生好手班藍道，進入海岸防
衛隊任教，但仍對隊友的死仍耿耿於懷，班藍道於是自創一套非
正規的訓練模式。在那裡，他遇到了一名自以為是的傑出選手傑
克，藍道試圖導正他的心態，以成為一名全方位的海防救生員。
畢業後，傑克隨藍道來到了阿拉斯加，在那他們得面對無情、巨
浪滔天的白令海威脅，在傑克救難處女航中，他終於明瞭藍道長
年以來座右銘"捨己救人"的真諦。
【片長：143 分鐘】

※ 一袋清華創意徵圖
我的世界無限大創意環保袋徵圖比賽─Leading My Expression and Creation go Limitless
即日起至 96.10.20 止，使用任何繪圖軟體（300dpi 以上），設計以清華特色為主的環保袋圖案…
留下你在清華專屬的青春印記，別遲疑~各路高手，放馬過來吧！
比賽詳情請洽諮商中心網站與電子信箱 http://my.nthu.edu.tw/~counsel/

※ 清華思想沙龍
透視全球經濟幕後推手
—牙買加，被捏碎的天堂
曾是海盜首都的牙買加
為何成為全球經濟巨輪下的祭品？
掙脫殖民牢籠後
為何無法自給自足
套上入更沈重的債務枷鎖？
陽光與海水眷顧的小島
荒蕪與血淚的困局
為何「全球化」被奉為通往富足天堂的道路時
它卻跌落幽暗地獄不得翻身？
時間：10 月 15 日 晚上 7:00 (6:30 開放報名者入場)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電話報名：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 42407)
傳真報名：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網路報名：www.tsinghua-thinkers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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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0:30
20:30~21:00
21:00~21:40

紀錄片放映【債與命 (Life and Dept)】從一座島嶼的命運看見「全球化」的另一面
劉瑞華演講【劉瑞華教授，現職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藝術中心主任】
沙龍討論

※ 「革命前夕的摩托車日記」電影賞析（I）
「人不輕狂 枉少年」兩個單身男子騎著一台破舊的重型機車，展開一場跨越國界、文化的冒
險之旅，歡迎你跟著來探險…
帶領者：莊雅婷心理師
時間：96.10.23（二）18:30-21:00
地點：圖書館 8 樓視聽教室 現場自由入座

※ 「扶桑花女孩」電影賞析（II）
逐漸沒落的日本礦區，看一群為挽救小鎮經濟的年輕女孩，如何在民風保守的社會中，突破各
種困境為小鎮注入新生命…
帶領者：黃玲蘭心理師
時間：96.10.30（二）18:30-21:00
地點：圖書館 8 樓視聽教室 現場自由入座

＊ 研發處 ＊
※ 自強基金會訊息─2007 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理系列講座(四)
代碼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I082

10/02(二)

給我 3 小時，讓您全面了解 Six Sigma

自強基金會

李明晃顧問

I083

10/04(四)

Six Sigma 於電子業運用實務研討會

自強基金會

李明晃顧問

10/09(二)

招募策略鑽石組合

漢民系統股份有
周佑民處長
限公司

I084

10/11(四)

高科技行銷組合

交通大學

I085

10/16(二)

瞭解成本架構，透過分析與預測達到管
沛鑫半導體
理目標

陳鎮福財務長

10/17(三)

主管不能不知的創新品質管理

清華大學

黎正中教授

I086

10/18(四)

企業併購的全方位財務規畫

普華國際財務顧
吳金玲協理
問公司

I087

10/19(五)
(竹南)

瞭解成本架構，透過分析與預測達到管
沛鑫半導體
理目標

陳鎮福財務長

10/23(二)

國內外經濟與金融情勢之展望

中研院經濟所

吳中書研究員

11/06(二)

企業併購過程人力資源相關議題與因應

資誠企管

林瓊瀛執行董事

陳光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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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時間：下午 2:00~5:00
課程查詢：1. 自強基金會教育訓練網 http://edu.tcf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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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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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費用：免費

※ 自強基金會訊息─全球競爭經營攻防策略-贏向美國專利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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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演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5:30

Radical Reform: How the Supreme Court, the
Federal Circuit, and Congress are Changing the
Landscape of Patent Litigation
美國專利司法與立法之最新動態－兼述美國
專利訴訟之成本管理

15:30~16:00

Tea Break

16:00~17:00

有效管理美國專利訴訟－台灣事務所與美國
事務所合作提供之策略及成本管理

17:00~17:30

研討交流

Henry B. Gutman, George M.
Newcombe, Jeffrey E. Ostrow,
and Harrison J. Frahn IV,
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 LLP

茶敘
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事務所
馮博生主持律師

授課日期：96 年 10 月 12 日 PM13:30~17:30，共 4 小時
訓練地點：新竹國賓大飯店
訓練費用：免費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
協辦單位：理律法律事務所新竹所 Simpson Thacher & Bartlett LLP
課程諮詢：03-5735521 ext.3232
黃小姐
網站連結：http://edu.tcfst.org.tw/edm/96I111.asp

＊ 生科院 ＊
※ 第二屆亞太核磁共振研討會
The 2nd Asia-Pacific NMR Symposium
時
間：96 年 10 月 12 日(五)~14 日(日)
地
點：新竹煙波飯店
主辦單位：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台灣磁共振學會
聯絡電話：(03) 574-2770
研討會網頁：http://biobug.life.nthu.edu.tw/apnmr/

※ 第一屆海峽兩岸磁共振學術會議 (CSMRS-1)
The First Cross-Strait Magnetic Resonance Symposium
新竹 x 台灣, October 10-12, 2007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 原分所、台灣磁共振學會
協辦單位：國家科學委員會、國立清華大學 生命科學院
會議地點：清華大學生命科學二館地下演講廳
連 絡 人：中研院原分所 劉尚斌博士(02-23668230) 清大生科葉怡君小姐(分機 42745)

＊ 共教會 ＊
※ 通識中心訊息─西方古典音樂作曲家的生命追尋
柳百珊現任「IC 之音」電台，「百珊 Fun 音樂」節目製作、主持人。德國慕尼黑大學音樂碩士，
修習音樂教育學、西洋音樂史與社會心理學。其製播之節目，曾獲文建會「廣播文化獎優良文
化節目」佳作獎與入圍廣播金鐘獎「最佳古典音樂節目獎」殊榮。柳百珊擁有深厚的古典音樂
知識，不只擅長以平易近人的手法，帶領初入門的愛樂者輕鬆地進入古典音樂的殿堂。也能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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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愛樂迷更深入於古典音樂背後的意義。也由於柳百珊具有社會心理學的背景，使得她的節
目更具有社會關懷的特殊色彩。
講 題：<西方古典音樂作曲家的生命追尋>
時 間：10 月 11 日（四）10:00-12:00AM
地 點：清華大學行政大樓合勤廳二樓 (遠距教室)
通識課程<中華文化與現代台灣>的第五次講座

※ 樂在清華
地 點：圖書館穿堂、教育館一樓
時 間：中午 12:00-13:00
10 月份表演時間如下：
教育館
10/01．08(一)
10/02．09(二)
10/03．17(三)
10/04．11(四)
10/05．12(五)
10/15．22(一)
10/16．23(二)

顏廣愷
李奕賢
陳彥任
李宗諭
洪暐桓
陳聖文
吳守益
楊宗中
10/24．31(三) 林劭品
10/18．25(四) 張逸翔
10/19．26(五) 邱子瑋

圖書館
10/01．08(一) 陳聖文 吉他彈唱
10/02．09(二) 吳守益 中國笛
楊宗中 好歌清唱
10/03．17(三) 林劭品 好歌清唱
10/04．11(四) 張逸翔 吉他彈唱
10/05．12(五) 范期赫 吉他彈唱
10/15．22(一) 伍信翰 口風琴獨奏
10/16．23(二) 李奕賢 吉他彈唱
10/24．31(三) 陳彥任 花式溜溜球
10/18．25(四) 范期赫 吉他彈唱
10/19．26(五) 洪暐桓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花式溜溜球
Saxophone 演奏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中國笛
好歌清唱
好歌清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您的駐足欣賞將是對表演同學的最佳鼓勵！～

※ 【戰火浮生影展】戰火 War Movie Festival-Soldier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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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電影小組、蘇格貓底二手書
咖啡屋
10/6 (六) 桂河大橋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10/9 (二) 伊凡的童年 Ivan's Childhood
10/13 (六) 奇愛博士 Dr. Strangelove or: How I Learned to Stop Worrying and Love the Bomb5.
10/16 (二) 第二十二條軍規 Catch-22
10/20 (六) 越戰獵鹿人 The Deer Hunter
10/23 (二) 現代啟示錄 Apocalypse Now
10/27 (六) 三不管地帶 No Man's Land
10/30 (二) 奪寶大作戰 Three Kings

※ 劉柏村 2007 雕塑個展鋼鐵架構 II
Liu Po-Chun 2007 Solo Exhibition
時
地

間：2007-09-17(一)～2007-10-18(四)
點：清大藝術中心

週一至五 12:00~19:00，週末假日 12:00~17:00

劉柏村 2007 年在清華大學的雕塑個展將持續他近年來對大環境中藝術存在狀態的思索、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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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與實踐。展覽的主軸是：鋼鐵架構Ⅱ《自然．空間與中介質地》標示出藝術家所要呈現的
所有主要元素，鋼鐵架構Ⅱ同時也明證這次的展覽只是劉柏村追尋藝術永恆境界的階段性展
覽，場域結構、空間屬性、中介物質的鏈結、時空對應關係都是創作實踐過程的轉化為能量的
重要本質。這次的雕塑展顛覆觀眾傳統印象中的由點、線、面、體建構出肌理、質感、塊狀、
量感、體積等欣賞概念，而是抽離雕塑元素到一個大環境中，你我都可悠遊雕塑的主體之內，
感受雕塑本質及自我形塑的能量。

※ 張乃月中提琴獨奏會 Chang Nai Yueh Viola Recital
演 出：張乃月•李欣穎
時 間：2007-10-03(三) pm7:30
地 點：合勤演藝廳
相關活動網頁：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3&&time=1&&fdsn=229
◆ 音樂表演系列 獨奏家系列 Soloist Music Series◆
擔任國立台南藝術大學音樂系副教授兼系主任，中提琴家張乃月。這
次巡迴的個人獨奏會，將帶來馬替奴、艾勒、洛克貝爾格、西格等人
的作品展現中提琴獨特而優美的音色。
主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協辦：環宇廣播電台

※ 游雅惠長笛獨奏會 Yu Ya Hwei Flute Recital
演 出：游雅惠‧呂景璇
時 間：2007-10-18(四) pm7:30
地 點：合勤演藝廳
◆ 音樂表演系列 獨奏家系列 Soloist Music Series◆
自十四歲時以「資賦優異兒童」身份保送出國，游雅慧已經
以無數的獎項、精湛的演奏樹立了她自成一格的特色與風
格。現專職於台北市立交響樂團，擔任長笛首席已達十年。
游雅慧持續不懈的以協奏曲、獨奏以及室內樂等不同形式的演奏來提昇長笛音樂的欣賞層次，
並以多面向之曲目推出個人「長笛經典系列」音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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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單位
96.10.12 (五) 工程四館 511 材料系
13:10~15:00 室
03-5715131
ext.33830

演 講
洪銘輝教授

者

題
目
High K dielectrics for high mobility
semiconductors for technologies
beyond Si CMOS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地
點
主辦單位
演 講 者
吳南霖醫師
96.10.09 (二) 學生活動中心 衛生保健組
14:00~15:00 (蒙民偉樓)102 【可採計公務 新竹馬偕醫院皮膚科
主治醫師
人員認證時
演藝廳
數】

6

題
目
衛教專題講座
抗痘三部曲；談青春痘的藥物治
療、日常保養、痘疤美容

96.10.11 (四)
19:00~21:00
96.10.17 (三)
15:20

工程一館 107
室 演講廳
化工館 B18 會
議室

人社院
03-5721544
化學工程學系
03-5719036

96.10.24 (三)
15:10~17:10
96.10.25 (四)
15:10~17:10

合勤演藝廳
現場自由入座
活動中心 102
演藝廳
現場自由入座

諮商中心
03-572-4609
諮商中心
03-572-4609

葉嘉瑩教授
國學大師
謝清河教授
成大醫學院/臨床醫學
研究所
方蘭生教授
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
袁乃娟組長
工研院創意中心新概
念推展組

7

鏡中人影《迦陵詩詞稿》中的我
Myocardial regeneration using
self-assembling peptide nanofibers
「幽默的人際關係」演講（I）
「實驗室裡的點子王」演講（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