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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瞿志行教授指導之研究生李自展同學榮獲 2006 TOYOTA 管理論文獎主題類
作，獲獎論文題目為「以產品結構自動變數改善價值鏈」。

碩士組佳

※ 清華大學連續四年獲頒績優創新育成中心獎
［2006.11.21 秘書處］
清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於 1998 年創立，配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之「廣設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計畫」，結合清華大學之研發成果與資源，協助新創中小企業發展新技術及新產品，降低
營運成本與風險，以增加成功創業的機率，並協助民間創業及促進產業升級。
清大創新育成中心，自 1999 年以來，已連續 8 年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評鑑為 A 級創新育成
中心，於過去五年四度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頒發全國績優創新育成中心獎章，今年度再次獲得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頒發績優創新育成中心獎之「創業輔導獎」獎項，成績斐然。
位於清大校門口一百公尺內的育成中心大樓，不但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對外交通便利、資訊
交流快速，並結合清大各學院專業領域的教授與研究生資源，有利於產業界與學術界之間的交流
合作。
清大創新育成中心除提供廠商完善的輔導與培育課程，包括各種商務培訓（管理、財務、行
銷、國際企業、法律、資訊管理）等，也提供進駐廠商法律專業諮詢及企業診斷，透過策略聯盟
達到完整的財務規劃、銀行融資、證券承銷、創投資金、法律、專利、行銷、國際合作等服務，
並協助廠商舉辦產品發表展示會、投資說明會及提供市場、技術資訊及媒體宣傳機會。除此之外，
更首創「實習經理人方案」，協助廠商解決中小企業求才不易的困境，同時提供校內學生理論與
實務結合的機會。
清大創新育成中心成立至今累積培育廠商達 67 家。其中許多公司均已有傑出的表現，包括上
市公司正文科技及天瀚科技，以及凌泰科技、凱崴電子、威播科技、雙漢科技及台灣類比科技等
公司。至於目前進駐廠商的表現也不遑多讓，像是由清華校友林炳立擔任技術長之佐臻公司，目
前已研發出可同時提供使用者欣賞電視節目以及監看周圍環境功能的家庭安全系統，兼顧娛樂、
安全、照護等解決方案，成為今年十月由經濟部中小企業處率領的「發現在地英雄」媒體參訪團
篩選的全國五家具特色及潛力的中小企業之一。
展望未來清大創新育成中心十分歡迎研發創新型的廠商進駐，提昇未來的技術前瞻性；亦將
致力提升育成中心服務人員的專業素養，以更豐富的輔導資源及專業服務，朝成為全國最佳創業
基地的目標邁進！
【照片說明：本年度獲獎學校代表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賴杉桂處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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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會館—學者、校友溫馨的家
［2006.11.16 秘書處］
本校為提高國際學術地位、促進文化交流，將積極推動各項跨領域的學術研究及召開各種國
際學術會議，並延攬國內外不同學術領域學有專精之學者與專家。相信結合本校師生共同的努
力，對本校之學術發展定可開出豐碩的果實。而在聘請各界專家學者、校友返校參與各項活動及
召開各種國際會議的同時，提供一個像家一樣溫馨、完善的住所，使客座教授與貴賓們能在鑽研
學術的同時，無須憂慮棲身之處，便成為當務之急。於是，「清華會館」便應運而生。
清華會館位於本校校內西院原男單宿舍處，一棟地下一層，地上八層，總樓板面積約 3276
平方公尺的美麗建築，自八十九年即著手規劃，至今年八月底完工，已於九月一日正式啟用，一
至三樓為旅館式房型，提供參加校內學術會議、校友及演講學者短期住宿使用，共計 28 間房；四
至八樓為住家式房型，提供客座教師及新聘專任教師過渡時期之住宿，共計 25 間。而為提升整體
居住品質，清華會館亦委託桃園景園飯店在此提供飯店式專業且精緻的管理服務，期能使外賓在
本校校內即可享有完善且人性的居住環境。
會館大門上方，架設有一藝術家所創作之公共藝術品----「候鳥歸巢」
，意味清華會館給自己的
定位和期許----期待能帶給校友、各界學者們溫暖、親切的回家之感，除了是在清華短暫停留期間
的中繼站，亦足以成為使人心有所寄託的棲息地，如同候鳥隨著季節變化成群去而復返，無論飛
到哪裡，最後都得回家，回到這個心靈和知識之最終歸所。
清華會館電話:03-5742100
網址：http://my.nthu.edu.tw/~affairs/affairs/abouthotel.htm

＊ 共教會 ＊
※ 思想沙龍
即使是過路 也可以有真感情
請你來認識 你的腳所踩著的泥土
什麼是新竹?
貢丸、米粉、城隍廟?
匆匆過路的大學生?
“租借＂園區的工程師?
你是否懷疑過
它藏著令你哽咽的歷史
悲歡離合的故事
誰建築了新竹城? 誰收割了第一把稻?
七度移民潮 茅屋碉堡竹籬笆
他來自哪裡? 她為何而來?
本土關懷重要嗎? 從腳下的新竹開始吧!
最精采的文史專家潘國正
不可錯失的一次接觸
時間：95.11.29(三)晚上 7:30 （6:30pm 開放報名者入場）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報名電話：03-5742407（清華校內分機 42407）
報名傳真：03-5742845（請附姓名、服務單位、職稱、電話、E-mail）
網路報名：www.tsinghua-thinkersclub.org (各大網站搜尋“清華思想沙龍＂即可快速連結本站)
※ 諮商中心訊息
與現代新新人類共舞─如何輕鬆有效的輔導孩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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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雖經由父母而生，但他們擁有自己的生命；父母可以把愛傳遞給她們，但不能硬把思想塞給
他們；父母可以盡力跟孩子很像，但不要設法讓他們跟父母很像，甚至跟父母一樣，因為生命是
不能倒流，或不能停留在昨日裏；父母就像弓，孩子就像箭，把小孩射向無窮的遠方。
還記得上學期末，吳麗娟老師的精采演講嗎？聽君一席演講，勝讀十年書，吳老師舉的多重例子
可實際協助我們與我們的孩子、親人、朋友之間達到更有效的溝通•由於上學期時間有限，仍有
許多值得深談的部份。這次吳老師將接續上學期待完成的、更深入的部分，帶來更多的案例與我
們分享討論。請同仁們，把握此次機會，一方面可將上次聽完，回去落實後遇到的實際狀況帶來，
與老師做更深入的討論，另一方面，上次因故未能聆聽的同仁們，別忘了，這次要把握機會喔！
會場座位有限，請儘早入席，以免向隅！
吳麗娟老師為台北師範大學教育與心理輔導研究所的教授，具有多年豐富的諮商輔導工作經驗，
對親職教育不遺餘力•其自創一個愛與管教平衡的自尊理論，對於無論是與學生或孩子工作，都
將提供一個最具體明確的方向•
講者：師大教育與心理輔導所吳麗娟教授
時間：95.12.4(一)上午 9:00~12:00
地點：清大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清大諮商中心•人事室

＊ 人社院 ＊
※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與清大人社院合辦之「當代中國影展」
即將於 11/30（四）晚上 18:30、12/01（五）下午 13:30、12/01（五）晚上 18:30
於人社院小劇場，一連舉辦三場電影及座談 誠摯歡迎您的蒞臨！

＊ 書報討論 ＊
日期／時間
地
點
95.11.29 (三) 工程一館
14:10~16:00 107 室

主辦單位
工工所
03-5717654

95.12.06 (三)
14:10~16:00

工工所
03-5717654

工程一館
106 室

演 講 者
吳建福院士-中央研究院
美國喬治亞工學院 Coca
Cola 講座教授
統寶光電組織效率部
潘寅生經理

題
目
Statistics in Engineering
統計在工程上的應用
工業工程在 TFT 產業的應用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95.11.27 (一)
19:00
95.11.29 (三)
15:20
95.11.30 (四)
10:10

地
點
主辦單位
資電館 B1 演講 電機資訊學院
廳
(03)574-2897
化工館 B18 會 化學工程學系
議室
03-5719036
生命科學二館 生科院
B1 演講廳
Tel:03-5742464

演 講 者
工業技術研究院
林信義董事長
林建村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
阮啟弘教授
中央大學 認知神經科學研究
所

95.11.30 (四) 工程四館 511 材料系
徐文光博士
15:20~17:30 室
Tel:03-5715131#33 清大材料系 教授
830

題
目
與成功有約
【企業菁英講座系列演講】
Materials for Electro-optics
ATTENTION! Move your attention
without eye movements: a short
review o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of
visual attention
奈米碳管之電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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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01 (五) 工程四館 511 材料系
13:10~15:20 室
Tel:03-5715131#33
830
95.12.07 (一) 生命科學二館 生科院
10:10
B1 演講廳
Tel:03-5742464
95.12.07 (一) 資電館 B1 演講 電機資訊學院
19:00
廳
(03)574-2897

杜正恭教授
清華大學教授
葉淑儀 老師
清華大學諮商中心
智邦科技公司
盧崑瑞總經理

The incorporation of oriental
philosophy in the development
of Nano Material Technology
親密關係與情感相處
電信網路 IP 化
【企業菁英講座系列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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