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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恭賀工科系薛燕婉教授、醫環系周文采教授榮獲原科院 95 學年度傑出教學獎
※ 恭喜醫環系博士班李傳斌同學榮獲 96 年度本校學生國際訪問獎
※ 恭喜醫環系葉久萱同學榮獲原科院 95 學年度朱順一合勤獎學金
※ 超級任務！徐生明尋找小粉絲！
【2007.04.23 學務處】泛黃的黑白照片，開啟了徐生明教練尋找小粉絲的故事...

徐生明教練本學期在清華大學開授壘球課程，這張照片是民國六十年暑假徐教練到清華指導棒
球營隊時，與小粉絲合影的照片。從照片背面泛黃的字跡中，隱約看出「鍾昭德」三個字，如今
小粉絲也已長大，非常珍惜情誼的徐教練，一直很想與當年這位小小朋友再度聚首。本學期徐教
練在清華大學的慢壘課程，深受同學們歡迎愛戴，選課向隅的同學非常多。徐教練蒞校教學，是
清大值得高興的事。徐教練任教期間，要請大家幫忙一起尋找這位當年可愛的小粉絲，協助徐教
練和他的小粉絲能夠很快地再次重逢。如果您有這位小粉絲的訊息，請與清華大學學務處張淑嫺
小姐連繫（直撥電話：03-5715534）
。
徐生明教練簡歷
（轉載自台灣棒球維基館 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
徐生明教練，台灣高雄縣美濃客家人，生於 1958 年 9 月 11 日，投打為右投右打，擅長球路為
蝴蝶球。
徐教練從小就是國家隊成員，以優異的球技入選台南第一代巨人少棒，並參加 1971 年威廉波
特世界少棒賽。而在 1974 年第十四屆世界青少棒賽中，台灣對美西之戰，飆出十五 K 平大會紀錄。

一直到成棒都是國家隊的一員，難以捉摸的蝴蝶球投法，飄忽不定球路的成為擊敗對手的利器。
成棒階段曾與郭泰源、莊勝雄等人在 1983 年在第十二屆亞洲棒球錦標賽為台灣取得 1984 年洛
杉磯奧運棒球表演賽的資格權，但他並未如願成為進軍奧運的一份子，所以二十年後能以總教練
身分前進雅典奧運，徐教練極為珍惜。
其後轉往南韓就讀研究所，成為國內第一位擁有碩士學位的職棒教練，期間並效力於南韓業餘
化妝品隊，成為韓國業餘年度最佳投手。後來返台在文化大學任教，職棒元年(1990 年)追隨在教
練宋宦勳成為味全龍隊教練團，隔年就被升為總教練，當時才三十二歲，是全國最年輕的職棒總
教練，也因其年紀相當輕就成為教練，所以成為國內職棒史上最「長壽」的總教練。1997 年至 1999
年三年皆榮獲中華職棒年度最佳總教練。
2000 年味全龍隊解散，徐教練帶著部份龍隊球員轉檯台灣大聯盟，這些球員歷經選秀後繼續
跟隨徐總加盟高屏雷公隊。2003 年國內兩職棒聯盟合併，以第一金剛隊總教練回鍋中華職棒，成
為唯一能遊走兩職棒聯盟的總教練，但只執教了三十幾場即辭職離隊，隨後應林仲秋之邀加入中
信鯨隊。2003 年底結束第二十二屆亞洲棒球錦標賽後，接任中信鯨隊總教練。並以五百勝的成績，
成為台灣職棒史上最多勝的總教練。2007 年獲聘出任台灣棒協亞奧運棒球選訓召集人。

※ 清交校友老梅竹 溫馨氣氛添情誼(1)-老梅竹籃球賽
［2007.04.25 秘書處］

時間

96 年 4 月 15 日（星期日） 13:30~16:00

壯年組球員

饒達仁（微機電所教授）
、劉黃升（材料 96 級）
、曾有光（電機 92、95 級）
、姜
念中（材料 96 級）、蔡呈欣（工工 95 級）、金志軍（工工 95 級）、許哲維（工
科 00 級）、鍾昭宇（化學 97、06 級）、徐志揚（工科 98、01 級）

青年組球員

楊興宗（動機 02 電機 05 級）
、林恪弘（電子 05 級）
、張宏旗（工科 00 級）
、蔡
志昇（資工 01、03 級）
、陳威桓（工科 03 電子 05 級）、婁經雄（工科 03、05
級）
、蔡元農（工科 04 電子 06 級）、蕭凡（資工 01 級）
、陳暉昇（數學 05 級）
＊本活動相關資訊/照片亦可參見校友服務中心首頁
http://my.nthu.edu.tw/~secwww/secretary/alumni.htm

經歷了三月熱鬧的梅竹友誼賽，來到了繁花盛開的四月，正是母校與友校交通大學的校慶季
節。今年的校慶，在二校熱鬧的校慶活動之外，尚有一項溫馨又懷舊的活動—清交校友老梅竹，
陸續於二校校慶之日展開。
首先在 4 月 15 日交大校慶日登場的，是籃球賽以及羽球賽。隨後，尚有於 4 月 28 日母校校慶
日開打的排球賽與網球賽。4 月 15 日下午二時整，精采的老梅竹賽事於交大籃球館、交大羽球館
同時開打。
老梅竹籃球賽以年齡 32 歲為界，分成青年組與壯年組。各打一場，每場共四節。現場並有清
交雙方的火力班到場聲援。
首先進行的是壯年組的賽事。比賽開始沒多久，母校即以 00：08 落後交大；最後，第一節比
數為 05：11。第二節母校開始急起直追，以 20：11 結束，累積雙方比數為 25：22。而到了第三
節，雙方互不相讓，最終比數 12：12 持平，累積比數 37：34。決定勝敗的第四節，當秒數剩下
18 秒 6 時，比數始終維持在 52：47。直到剩下 2 秒 2 時，由母校 10 號許哲維一記罰球結束比賽，
母校以 53 比 47 的成績，取得老梅竹籃球賽壯年組的勝利。接著登場的青年組，在終場則以 32：
47 輸給交大，使老梅竹籃球賽以 01：01，平手作結。

母校籃球隊由隊長饒達仁先生（目前是本校微機電所教授）領軍，旗下尚有青年組隊長楊興宗
等大將。籃球隊成員皆是歷年來的母校籃球校隊成員，感情融洽，默契十足。教練曹鏞先生，擔
任母校籃球隊教練 30 年，直到民國 93 年退休。他說：
「球員們的身體都很久沒動了，今天的表現
都很好。這場比賽以不受傷、友誼競賽為主。」曹教練並表示，在他退休前，大約每三個月母校
籃球隊歷屆的隊員們都會固定聚會，一方面是聯絡感情，一方面也是將學長們的經驗傳承給學弟
們，不管是在球技上、學業上，亦或是人生道路上的經驗。
據饒達仁教授所言，在他兼任母校課指組主任期間，就是根據這樣的定期聚會為發想，繼而建
構出「老梅竹」活動。去年是第一屆老梅竹，只有打籃球和排球，今年擴大舉辦，新增了羽球賽
以及網球賽的部份。
「這是一場很棒的比賽，氣氛溫馨，大家都為母校盡力。希望這樣的賽事能夠
持續舉辦下去。」饒達仁隊長由衷地期盼著。

＊ 共教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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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館

圖書館

4/30（一）郭權毅 吉他演奏
5/1 （二）張師堯 口琴重奏
5/2 （三）張逸翔．黃偉育 吉他彈唱
5/3 （四）陳彥任 花式溜冰
5/4 （五）張維軒 吉他彈唱

4/30（一）高睿甫
5/1 （二）林劭品
5/2 （三）邱子瑋
5/3 （四）陳聖文
5/4 （五）吳守益

吉他彈唱
好歌清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中國笛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96.04.30 (一)
13:10
96.05.02 (三)
14:10~15:20

地
點
人社院
D202 教室
工程一館 106
R

主辦單位
人文社會學系
Tel:574-2793
工業工程與工
程管理學系

96.05.02 (三)
15:20
96.05.02 (三)
15:20~17:00
96.05.09 (三)
15:20~17:00

化工館 B18 會
議室
醫環系一樓
102 演講廳
醫環系一樓
102 演講廳

化工系
Tel:571-9036
原科院
Tel:571-9773
原科院
Tel:571-9773

演 講 者
陳 華 教授
清華大學歷史研究所
郭位 教授 (Dr. Way Kuo)
美國田納西大學榮譽講座 工學院
院長
陳玉霖副總經理
光洋應用材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承仁 博士
(長庚醫院整型外科主任)
陳正己 教授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放射腫瘤
學系分子生物組教授兼主任)

題
蒙古紀行

目

Yield Modeling of Nano
Electronics by Bayesian
Approach
電化學應用與製程概論
Biophotonic medicine in plastic
surgery
Live cell imaging and in situ
analysis of DNA damage
responses in mammalian cel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