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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工學院溫于平院長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95 年度「工業工程師獎章」
，溫院長長期致力於
工業工程領域教學與研究，得此獎項，可謂實至名歸。
※ 工工系研究生陳育良同學（指導教授：侯建良教授）參加「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95 年度年
會暨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競賽榮獲佳作，題目：『以視覺化技術為基礎之時間知識表達
模式』。
※ 清華國際師生的另一個家─「國際學生活動中心」開幕
【2007.01.08 秘書處】隨著本校近年來逐漸朝向國際化發展的趨勢，來自各國的優秀師資與國際
學生人數正逐年增加中，提供一處專門為這些身處異鄉的師生們服務的活動中心，當為十分急迫
的需求。於是，位於本校風雲樓三樓的「國際學生活動中心」
，便因運而生。
本(95)年 12 月 22 日，
「國際學
生活動中心」開幕記者會當天，嘉
賓雲集，本校陳文村校長、張石麟
副校長、葉銘泉副校長、王茂駿秘
書長、新竹市陳全桂副市長及新竹
教育大學學務長江天健皆到場致
詞。來自拉丁美洲的學生帶來的拉
丁舞曲， ＂Knowing the past and
enjoying the Latin Rhythms＂，
以及由本校世界民族舞蹈社所表
演的傳統印度舞蹈，為記者會現場
營造出溫暖熱鬧且充滿異國風情
的氣氛。本校師生與國際學生們更
於會後共享由各國學生準備的各
式異國料理，交流互動間，為「國
際學生活動中心」的啟用做了個最
漂亮的開場。
除了「國際學生活動中心」的設置，本校學生社團「清華親善大使團」
（TFAA）對國際學生的
關注亦始終不遺餘力。平日的校園導覽、起居協助、文化介紹之外，更不定期舉辦有萬國博覽會、
重大節慶的文化派對等，藉由不同的文化交流與分享，培養本校學生的國際觀，讓外國朋友能在
台灣感受到家的溫暖。相信未來結合新落成啟用的「國際學生活動中心」
，本校在對於國際師生
的照顧方面將更加完善、邁向國際化的發展亦將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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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
※ 救國團全國大專優秀青年表揚名單
全國表揚-電子所李奇樵同學（現任研聯會會長、梅竹工作會、2005 AEARU 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營
隊總籌、49 及 50 週年校慶活動總召集）
縣市表揚-資工系杜依璇同學（炬光服務社社長、第 14 屆全國傑青社團、新竹市長表揚優良服務
志工）
校內表揚-電機所鄭宏毅同學（丙戌梅竹賽總召、電機系會長、科系博覽會總籌）
電機系吳昇翰同學（07 級畢聯會會長、現任校務代表）
工科系吳亮東同學（春暉社社長、交流接待小組）等三名
※ 95 學年度欣恬獎學金獲獎名單
曾經有一個純真、愛笑、勇於追夢的女孩，姓詹，名欣恬。她是那麼喜好探索未知的世界，無論
科學、文學、語言、音樂、舞蹈、美術、運動，她都熱誠去學習、認真去參與，也因此結識了許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上課、一起練唱、一起打球、登山、一起帶營隊、當義工。
很少有人知道欣恬其實是個血癌患者。直到有一天，她去住院化療，需要換髓才能救命時，大家
都想救她，都想讓這個愛笑的女孩回到校園快樂地學習，所以上千的同學在台大、清大、交大挽
袖抽血、簽下了捐髓志願卡。雖然，住院兩百八十四天以後，她還是走了，還是沒法回到心愛的
校園和同學在一起，但是，大家並沒有忘記她，她對生活的熱誠、對學業的認真、以及追求夢想
的勇氣與堅持，都與千人捐髓之愛，同留人間。因此，她的父母、師友共同在校園裡設置了欣恬
獎學金。
本（95）學年度欣恬獎學金由材料系四年級徐伯均同學、計財系四年級林幸儀同學、生科系二年
級陳朕疆同學、經濟系二年級梁劍洲同學、資工系二年級莊靜潔同學等五位同學獲獎，希望這些
獲獎的學生，能好好把握各種學習機會，發揚本獎學金設置的精神，讓生命發光發熱。

＊ 研發處 ＊
※ 95 年新進人員研究獎得主簡介－資工系麥偉基副教授
1993 年我在香港大學電子計算機科學系畢業，然後到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深造，取得碩士、
博士學位。1999 年至 2003 年在美國南佛州大學資工系擔任助理教授。主要研究領域是積體電路設
計自動化(VLSI design automation)。
自 2003 年 8 月加入清華大學，在資工系擔任副教授。記得初到清華之時，不論人事室及系上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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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都給了我很多的幫助，讓我可外更容易更快溶入新的環境，實在非常感激。雖然不是在這裡生
長，但在新竹建立了家室，2004 年在新竹結婚，現在已是一個女兒的爸爸。加入清華以後，除了
教學、研究、指導學生以外，還有不少的機會參與不同的工作，如舉辦國內外研討會、國內 CAD
產學合作座談會、高中資訊學科能力競賽等。下一個新的嘗試將會是與兩位老師共同教授一門通
識課 ⎯「聖經與人生」
。

＊ 共教會 ＊
※ 拉斯馮提爾影展 Lars Von Trier Festival

夜貓子電影院
播映時間：每星期二、星期六晚上 9:00
播映地點：清華大學蘇格拉底咖啡館
map: http://arts.nthu.edu.tw/faint/frame/images/ZSmap.jpg
購票方式：免票、免低消
優惠餐飲：咖啡 35 元、紅茶 15 元、爆米花 35 元
共同主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蘇格拉底二手書屋、清華電影小組、觀瀾社、清華大學圖書館
播映場次：
1/16(二)拉斯馮提爾_瘟疫
1/20(六)拉斯馮提爾_醫院風雲(上)
1/23(二)拉斯馮提爾_醫院風雲(下)
1/27(六)拉斯馮提爾_白痴
1/30(二)拉斯馮提爾_在黑暗中漫舞
【瘟疫】Epidemic
2007 年 1 月 16 日(二) 21:00 106 分鐘
製片人即將前來驗收成果，編劇尼爾喜孜孜地，正要把和拉斯馮提爾兩人合作發展長達一年的
劇本【條子與婊子】列印出來，卻像是個惡作劇般地，發生了磁片損毀的慘劇。短短五天的時
間，對於重新回想每一場景的細節，兩個人都失去了熱情，他們開玩笑似地，在打字機上鍵入
EPIDEMIC（瘟疫）
，電影開始在真實場景與他們正進行的【瘟疫】電影場景中跳躍，新的創意構
想，描繪懷抱著拯救「歐洲大瘟疫」理想的年輕醫生梅斯梅爾，著手調查瘟疫傳散的緣由，以
試圖阻止這天譴似的疾病，卻沒有想到，瘟疫其實正隨著他飄越歐陸的旅程，一發而無可收拾。
拉斯逢提爾長期編劇搭檔尼爾（他同時也是【歐洲特快車】及【醫院風雲】的編劇）及他本人
親自現身說法，在劇中扮演自己，然而毫無激情血腥場景的劇中劇【瘟疫】的新點子，似乎引
不起製片人的興趣，即使在滿桌的美酒佳餚中，一年多來的投資，僅換來這十二頁長的劇本，
簡直就是個玩笑，直到晚餐後的一場即興演出，看過劇本的年輕女孩在催眠師的引導之下進入
【瘟疫】這部電影，她在極端驚恐中狂叫奔逃，再也無法醒來，甚至拿起餐叉的暴力舉止，真
正的瘟疫，已經從編構的劇本中，侵入現實，從拉斯馮提爾的手中悄悄蔓延開來。
【瘟疫】是從
玩笑轉為噩夢般的現實的幻奇之作。編劇尼爾正要列印出和拉斯馮提爾發展一年的劇本【條子
與婊子】
，磁片卻惡作劇般地損毀，賸下五天就得交差，他們玩笑似地在打字機上鍵入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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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後，影片與同名劇中劇【瘟疫】錯置跳躍。年輕醫生梅斯梅爾試圖阻止這天譴似的疾
病，殊不知瘟疫正隨他飄越歐陸之旅傳散。製片對毫無激情血腥的新作冷感，直到年輕女孩在
催眠中進入電影【瘟疫】
，她在驚恐中狂叫再也無法醒來，真正的瘟疫此時正從馮提爾手中悄悄
蔓延。此片是對拉斯馮提爾的大窺秘，片中他自述對地下室、飛行、醫院的各種恐懼症；談論
從唯心論到個人主義等意識型態的狂熱與抵抗；更可瞥見他的編劇技巧，對立中堆疊的衝突性
以及獨特美學，可稱之為拉斯馮提爾自我剖析的最佳經典。
【醫院風雲】<上><下> The Kingdom
2007 年 1 月 20 日(六)、1 月 23 日(二)21:00 上下兩集共 265 分鐘
古早古早以前，這裡是漂白大量的沼澤地，現在則是一座巨大的醫院，氤氳的水汽像幽靈般盤
旋在各個角落，這裡提供醫學教學、治病、和醫學實驗。一個老太太裝病入院，她兒子在這家
醫院打雜，某天她搭乘電梯時聽見一個小女孩的哭聲，追查之下發現有一個小女孩的亡靈在這
裡游蕩，於是這位自認通靈的老太太決定要找出歷史的真相 ；醫院方面則是有一群醫生彼此勾
心鬥角，其中一個素有權威的醫生在對一個小女孩動腦手術時，由於疏忽使小女孩變成植物人，
小女孩的家屬決議控告他，他極力想隱瞞事實。而與這位權威醫生素來不合的年輕醫生則是極
力想要找出證據，另外他又不斷的走私醫院的藥物以黑貨賺錢，他的女朋友懷了陌生人的孩子，
卻被通靈宏太太認為是懷著魔胎；醫學院在此實習的年輕學生則是偷割死人頭企圖騙取護士芳
心，並自願作睡眠實驗從此惡夢不斷。通靈老太太發現小女孩原來是被她惡毒的父親、一個醫
生也是建院的重要人士之一害死，並被製成標本放在醫院中，老太太於是決定舉行驅魔儀式，
孰料此時卻是上級前來視察之時，醫院上下各種問題齊發令主事者哭笑不得之際，懷孕的女醫
師亦生下一個邪惡的異形…，這個惡靈的誕生並非結束，一切都還正開始而已…。
**
**
**
**

獲 Adolf Grimme Award/Series/Miniseries
獲 Bodil Festival 最佳影片
獲 Golden Cable, Germany/Bronze Cable for Innovation
獲 Robert Festival 最佳劇本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地
點
主辦單位
演 講 者
題
目
96.01.15 (一) 生命科學二館 生科院
Dr. Patrick J. Casey
Chemical Biology of Ras Protein
14:00
R 213
Tel:03-5742468 Dept. of Pharmacology and Cancer
Prenylation
Biology and Dept. of Biochemistry, Duke
Univ.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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