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清華大學簡訊
本期共 4 頁

第496期 民國96年7月16日出刊 秘書處
民國77年3月24日創刊 電話 516-2007 FAX: 572-4038

E-mail: nthunews@my.nthu.edu.tw

＊ 全校新聞 ＊
※ 恭賀工工系桑慧敏教授指導之研究生張佳蓉同學獲得台灣恩智浦半導體 2007 恩智浦領袖
培植計劃獎
※ 工工系學生獲獎之訊息──
1. 簡禎富教授指導之研究生劉家志同學參加台灣作業研究學會 2007 年學術研討會暨年會舉辦之
2007 年台灣作業研究學會碩士論文競賽獲得優勝第一名，題目『建構兩階段決策樹演算法以協
助半導體晶粒最佳化設計之研究』
。
2. 侯建良教授指導之研究生楊士霆同學參加台灣作業研究學會 2007 年學術研討會暨年會舉辦之
2007 年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博士論文競賽獲得優勝第二名，題目『支援技術與諮詢服務供應者營
運之業務建議與個人化知識提供模式』
。
3. 侯建良教授指導之研究生楊雅鈞同學參加台灣作業研究學會 2007 年學術研討會暨年會舉辦之
2007 年台灣作業研究學會碩士論文競賽獲得佳作，題目『支援儲位管理作業之儲位規劃與儲位
調整模式』
。
4. 侯建良教授指導之研究生吳迺昇同學參加台灣作業研究學會 2007 年學術研討會暨年會舉辦之
2007 年台灣作業研究學會碩士論文競賽獲得佳作，題目『輸送帶輔助撿貨系統之建議作業指派
推論模式』
。
2007 年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博士論文競賽，經多位評審依：(1)寫作嚴謹度(20%)，(2)內容深度
與廣度(40%)，(3)創新性與實用性(40%)等三項評分標準，產生今年之得獎名次：優勝三名及佳作
二名。

※ 首頁故事──清交校友老梅竹 溫馨氣氛添情誼(3)-老梅竹排球賽
【2007.07.10 秘書處】今年是清華大學創校 96 週年暨在台建校 51 週年校慶，除了熱鬧的慶
祝活動，由清交二校共同舉辦的第二屆老梅竹賽，讓曾經表現優異的校隊校友們重返母校，再次
享受當年的青春活力以及競技快感。4 月 15 日在交大校園已進行了老梅竹籃球與羽球項目。4 月
28 日，老梅竹的另外二項比賽項目，排球與網球，在清華校慶日熱鬧登場。
首先開打的項目，是第一次舉辦的女子排球賽。早上十點整於清大舊體育館開打。清華 92 到
04 級的女排校隊學姊們皆回到母校迎戰交大，其中包括清華人每年梅竹賽必定大力讚揚的大砲手
林玫芬學姊以及多位表現優異的學姊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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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制和歷年梅竹賽相同，採取五戰三勝制。第一局清大以 25：22 拿下，第二局在林玫芬學姊
的強力殺球，以及隊友合作無間的幫助下，以 25：16 獲勝。到了第三局時，清大換上了許多新球
員，用意在於讓所有回母校的校友們都有機會上場發揮實力，此局則是被交大以 25：18 拿下。過
了第三局，清大在第四局又將幾名大將調回
場中，比賽開始沒幾分鐘，林玫芬學姊即發
動猛烈攻勢，連奪七分。清大聲勢一路上
飆，即使交大窮追在後，終究被清大以 25：
22 拿下此局。也確定清華以 03：01 拿下第
一屆老梅竹女排勝利。
不過，由於老梅竹是以友誼賽為前提，
希望讓回母校的校友們都有機會上場。應交
大女排在賽前的協議，不論是哪一隊先拿下
三局，還是要把五局打完。因此，在休息過
後，清交雙方還是進行了第五局的比賽。而
這象徵二校友誼的第五局，在經歷了激烈的戰況後，由交大以 15：11 拿下。
賽後，清大女排隊長鄭嵐瑄學姐表示，打老梅竹的壓力比以前在學校打梅竹賽小多了。不過，
雖然這次女排的大家是以比較輕鬆的心情應戰，但還是為了這場老梅竹，招集了分散在各地的隊
員們練了一個週末。由於今年是第一次女排老梅竹，所以找回來的學姊人數其實只有小部份，很
多很棒的球員都沒回來，希望明年有機會，把更多的校友找回來，進行更精采的比賽。
男排於下午一點半展開，不但有清大火力班在場邊熱情加油，清大副校長張石麟、秘書長王茂
駿、校友會理事長許明德以及交大副學生事務長廖威璋和校友會執行長陳俊秀也皆蒞臨現場觀戰。
男排賽制分成了壯年組和青年組，也同樣採取五戰三勝制。首先上場的是男排壯年組的比賽。
第一局清大鄭勝裕學長以一記強力的扣球，25：15 拿下。第二局則是交大攔網失敗，吞下了 21：
25 的敗果。到了第三局交大奮起直追，從原先的小落敗迎頭趕上，以 25：21 取得這局勝利。而
第四局交大更是發揮實力，優先拿下第一分後，始終不讓清大有超過的機會，最終以 24：19 取下。
雙方戰成 02：02，進行關鍵的第五局。在第五局雙方你來我往，互不相讓，比數更是數度平手，
可見二校校友們皆寶刀未老。最後，終於被清大一記扣球，以 15：13 取得第五局，老梅竹男排壯
年組清大以三比二獲勝。
中場休息時，由清華啦啦隊帶來一段熱情有勁的表演。男排青年組的比賽隨後登場。第一局清
華呂智群學長表現優異，連連打出強力扣殺，以 25：23 拿下本局。但交大的實力也不容小覷，第
二局隨即被交大以 25：20 奪走。在雙方一比一平手的情況下，第三局的廝殺更加激烈，甚至有一
球交大連殺三次都被清華擋下，卻在第四次時終究被攻破防護網。雙方教練皆頻叫暫停與更換選
手，比賽的緊張程度不輸梅竹賽。最後的比數也從 24：24，進展到 25：25，最後由於交大扣球出
界，才由清華以 27：25 拿下本局。決定勝負的關鍵第四局，戰況雙方比起第三局有過之而無不及。
二方皆步步為營，把握每次機會。清華教練更是平均每二分更換一次球員。比數一直持續拉鋸，
從 23：23、24：24，甚至進展到了 26：26。最後，交大犯下同樣失誤，再度扣球出界，以 26：
28 飲恨，將男排青年組的勝利讓給了程度不相上下的清華。
激烈的戰況結束後，清交雙方互相握手致意，並合照。清華青年組隊長李家維學長表示，老梅
竹讓清華男排的夥伴更佳團結，凝聚了彼此的向心力。更由於返校的校友級別廣泛，可以認識更
多的學長們，聯絡感情，讓他覺得真的是很棒的活動，少了梅竹賽的競爭壓力，多了更多的友誼。
籌劃老梅竹賽事的清華校友會許明德理事長，在男排賽前致詞表示，今年的老梅竹是第二屆，
在項目方面比去年多增加了羽球以及網球，希望明年可以再增加二個項目，目前已經和交大有初
步的協議是明年再增加桌球一項。在學生時期的梅竹賽，常常有許多原因造成不得不停賽，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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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梅竹因為是純友誼，所以絕對不會發生停賽的問題。相信校友們在社會上做事都知道，
「勝負是
一時的，友誼才是永遠的。」
清華秘書長王茂駿教授呼應許明德理事長的話，告訴在場的大家：
「梅竹賽是二校共同的記憶。
在比賽場上各自盡最大努力贏得勝利，但結束後依然是朋友。畢業後在工作上更是伙伴，希望清
交二校的友誼能更加堅固。」
最後，交大校友會陳俊秀執行長提到，他自己在美國碰到清大的校友，大家馬上會提起梅竹賽
的話題。梅竹精神不只是在校內，更早已發揚到校外去了。最後，陳執行長勉勵大家，希望清交
二校的校友在校外的發展也能和這次的老梅竹賽一樣「成功」
。
女排隊員：葉惠娟（化工博 94）
、陳淑卿（生科研 02）
、趙蕙君（生科研 99）
、江育民（工工 92）、
張維真（生科 95）、林雨靜（外語 97）
、郭秀玲（外語 97）
、杜光玲（工工 97）
、吳達
蓮（動機 00）
、周淑如（中文 03）
、李曉玉（材料 02）
、鄭麗月（物理 01）
、林玫芬（電
機 01）
、鄭嵐瑄（物理 01）
、陳怡君（工科 03）
、楊喻竦（經濟 04）
、徐華懇（化學 04）
男排隊員：楊權輝（資工研 05D）
、陳宏智（生科研 00G）
、呂智群（資工研 01G）
、衛建宇（動機
研 99G）
、楊雲翔（電機研 01G）
、侯春麟（電子研 01G）
、胡汶杉（工工研 99G）
、巫宗
曄（電子研 05G）
、余大全（化工研 06G）
、蕭王勉（動機 85）、鄭勝裕（電機 91）
、廖
宜君（工工 92）
、葉長青（電機 92）
、葉明杰（動機 92）
、陳智（材料 92）
、陳明榮（化
學 94）
、陳建誠（94）
、李家維（電機 97）
、柯昭生（化工 98）
、林俊偉（電機 02）
、姜
忠宏（工科 02）
、張永煒（工科 03）
、李富山（物理 03）、鄭志宏（工科 04）

＊ 腦科學中心 ＊
1. 前中央研究院院長李遠哲於 6 月 23 日由陳文村校長及張石麟副校長等人陪同參觀本校腦科學
中心，並聽取中心主任江安世教授簡報。江主任簡要說明該中心建立果蠅腦基因圖譜的現況
與重要性，希望能在未來獲得國科會更多的研究經費補助，以充實設備與人力並加快研究速
度，搶先完成全世界第一個高解析度(細胞與分子層次)的全腦三維基因圖譜，提供全球腦科
學家研究之用。李院長在聽取報告後表達對此計劃的高度興趣，並請陳文村校長安排與國科
會進一步簡報，以利爭取研究經費。

2. 新加坡教育部人事室副主任暨公共服務委員會官員與法國 ENSTA 之國際事務主管分別於 6 月
26 日與 7 月 2 日來參訪本校腦科學中心，由張修明研究員為其作簡介說明並與其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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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教會 ＊
※ 【奇士勞斯基影展】夜貓子電影院
播映時間：2007-07-03(二)～2007-08-28(二)每星期二、星期六 9:00 pm
播映地點：清華大學蘇格拉底二手書咖啡屋
購票方式：免票、免低消
共同主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清華大學圖書館、蘇格拉底二手書咖啡屋
Kieslowski Festival
7/17(二)
7/21(六)
7/24(二)
7/28(六)
7/31(二)

紅色情深 Red
機遇之歌 Blind Chance
電影狂 Camera Buff
十誡之生命之歌 Decalogue one & two
十誡之愛的試探 Decalogue three & four

8/4(六)
8/7(二)
8/11(六)
8/14(二)
8/18(六)
8/21(二)
8/25(六)
8/28(二)

十誡之初戀殺機 Decalogue five & six
十誡之女兒的祕密 Decalogue seven & eight
十誡之同床異夢 Decalogue nine & ten
無休無止(英文版) No end
傷痕 The Scar
情路長短調(英文版) A Short Film about Love
殺人影片(英文版) A short film about killing
再見奇士勞斯基 Krzysztof Kiesl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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