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簡訊第 271 期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創刊 行政大樓公關室
本期共 7 頁 民國 85 年 9 月 16 日出刊 校內電話 5060,5061 FAX：5721429
(本期簡訊同步刊登於電子佈告欄 NTHU. ANNOUNCE)
----------------------------------------------------------------------編者的話：
u 簡訊自本期起由公關室負責辦理，訂於每週一出刊，截稿時間為每週四中午十二時正，請全校師生
同仁多利用並提供訊息，謝謝合作。
----------------------------------------------------------------------＊全校新聞＊
八十五學年度行政主管一覽表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姓 名教務長 陳信雄 核子工程與工程物理學系
主任 王天戈＊學務長 杜正恭 輻射生物研究所所長 周姽嫄＊總務長 葉銘泉 中國文學系主任 蔡英
俊主任秘書 董傳義 外國語文學系主任 王 旭研發會主任委員 吳茂昆 經濟學系主任 張國平理學院
院長 廖俊臣 歷史研究所所長 張 元工學院院長 陳文華 語言學研究所所長 連金發原子科學院院長
蔡春鴻 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張維安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周碧娥＊ 哲學研究所所長 曹逢甫生命科
學院院長 張子文＊ 生命科學系主任 徐邦達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萬其超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若璋數學系主任 林哲雄＊ 體育室主任 尤政工物理學系主任 呂助增＊ 軍訓室主任 李德義化學
系主任 趙桂蓉＊ 藝術中心主任 彭明輝資訊科學系主任 林永隆 圖書館館長 林則孟統計學研究所
所長 趙蓮菊＊計算機與通訊中心主任 吳誠文化學工程學系主任 周更生 材料科學中心主任 齊正中
動力機械學系主任 王志宏 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主任 開執中＊材料科學工程學系主任 彭宗平 建
教合作中心主任 吳泰伯＊工業工程學系主任 王小璠 科學儀器中心主任 左培倫 電機工程學系主任
兼電子工程研究所所長 潘晴財 人事室主任 林南榮原子科學學系主任 楊末雄＊ 會計室主任 劉旭
輝 ＊新聘任八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新聘教師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姓 名物理系 副教
授 牟中瑜 生科系 教授 張子文化學系 副教授 鄭博元 教育學程 教授 陳舜芬工工系 副教授 簡禎
富 藝術中心 講師 洪麗珠工工系 副教授 洪世章 諮商中心 副教授 張傳琳 八十四學年度傑出教學
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績優警員暨績優技工、工友得獎人已於日前選出。
其名單如下： 傑出教學獎 王安祈、全慈祥、吳誠文、沈宗瑞、陳文良、廖聰明、趙蓮菊、閻愛德。
傑出研究獎 李昭仁、吳文騰、施漢章、王小璠、黃興燦、連金發、楊儒賓、胡紀如、朱至剛。 優秀
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 總務處保管組 章珮珍 材料中心 李史威原子科學中心保健物理組 曾家亮 計
算機與通訊中心 李玉孌物理系 田振滿 圖書館 吳淑芬教務處課務組 胡慧文 人事室 周文淑學務處
諮商中心 楊秀芝 總務處出納組 季嘉明學務處生輔組 曾美慧 績優警員 龍澤通、盧萬霖。 績優技
工、工友 高進運、楊賴金捐、朱仕全、馮天一、彭火坤、張金火、黃木水、黃定壽。 八十五年度資
深優良教師及連續服務本校十、二十、三十年之教職員工名單如下： 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 30 年：
劉遠中。 20 年：賴恆隆、陳璋泡、王茂齡、陳理定、林正雄、黃惠良、羅建苗、 劉鴻珠、朱鐵吉、
楊敏京、尤政工、廖哲臣。 10 年：林文偉、朱國瑞、王素蘭、馬振基、鄭西顯、朱一民、宋震國、
黃海美、喻冀平、潘 欽、李四海、林滄浪、開執中、廖炳惠、 黃宗煌、張國平、傅大為、王雅懿、
張俊盛、王家祥、王培仁、 林叔芽、蕭憲彥、胡 瑗、解立亞、李德義。 連續服務本校教職員工 30
年：盧天惠、李萃英、孫紹曾、梁贊釗、廖森彥。 20 年：黃榮秋、陳文村、湯光怡、王茂齡、王秀
美、林正雄、黃惠良、 林琦貞、劉鴻珠、張英英、羅富美、陳三郎、孫法寬、姜義崇、 甘子文、郭
少儀、龍澤通、宋福春、陳翠美、陳俊堂、陳怡靜、 施竹東。 10 年：胡殿中、王雅懿、林文偉、
張石麟、王素蘭、王家祥、張俊盛、 鄭西顯、朱一民、宋震國、林叔芽、蕭憲彥、潘 欽、開執中、

李四海、林滄浪、胡 瑗、黃海美、胡萬川、黃宗煌、張國平、 黃春興、解立亞、傅大為、張 元、
李史威、劉亞文、鄧芳玲、 李存治、巫紹逢、周寶鳳。
＊教務處＊
清華大學學則及碩、博士班學位考試細則
為配合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暨大學學生學籍共同處理規則之修訂，本校學則及碩、博士班學位考
試細則已經教務會議修訂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備。該學則與細則已於八十五年八月廿六日公告，並自
八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起實施。其中作較大幅度修正之項目為： 學則部份 1. 取消每學期應修習學
分數上限之限制，增加選課之彈性。 2. 學生對其個人學期成績如有疑異，得依本校「學生對個人學
期成績有疑問或異議之處理程序」辦理，以保障學生權益。 3. 放寬提前畢業標準中之兩項標準：a.
原規定六學期或七學期之學期成績每學期平均在八十分以上，修訂為學業成績每學期平均在八十分以
上，或學業總平均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上。b.學業成績名次在該學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以內，修
訂為百分之十以內。」 4. 已具所屬學系畢業資格之學生，因修讀雙主修、輔系之規定而加修科目延
長修業年限者，如有學則第二十九條（1/2 或 2/3）之情形，不必退學，但當學期應予畢業，不得繼
續在校肄業。 5. 研究生之指導教授的資格由各系（所）自行規定，但至少須有一人具本校專任助理
教授以上之資格。 6.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一年至四年；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限為二年至七年。
7. 受退學處分或開除學籍學生，依規定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在校生得繼續就讀。 碩、
博士學位考試細則部份 1. 明訂學位考試含論文考試及論文審查。且論文經考試委員審查認為須修改
者，應修改後再送考試委員審查。未能於次學期註冊日前修改並完成審定者，該次考試無效。 2. 學
位考試之「召集人」修訂為「主持人」，由出席委員互推舉之。 3. 博士班研究生休學學期內，已參
加資格考核之成績及次數由「不採計」
，修訂為「均予以採計」
。 4. 博士候選人在學期結束後至次學
期註冊日前，辦理提前註冊者，得舉行博士學位考試，亦即博士位考試不受寒暑假限制。 5. 碩士班
研究生於學期結束後至次學期註冊日前，始完成論文審定者，審定日期一律以學期結束日登錄。 6. 論
文如有抄襲、舞弊、剽竊、偽造數據等情事，經考試委員會審查屬實者，其學位考試以不及格論；已
授予學位者，經本校組成之委員會審查屬實者，取消其畢業資格並繳銷學位證書。
＊學務處＊
u 建教合作獎學金
1. 建教合作廠商：科學園區鴻友科技公司（全球最大掃描器製造商）。 2. 申請資格：本校研究生及
大學部三、四年級相關系所學生。 3. 申請期限：八十五年九月十六日起至十月十二日止。 4. 實習
獎學金：大學部 15 名時薪 120 元，研究生 15 名時薪 150 元。 5. 申請辦法詳見 BBS NTHU 第八號獎
學金公告或洽研發大樓二樓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技術服務社。電話：5735521 轉 141 楊小姐。 u
八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諮商輔導老師值班表時間/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00-12:00 張傳琳 楊
秀芝 龔寧馨 劉志如 林惠愛 施香如 14:00-16:00 許臨高 張傳琳 楊秀芝 劉姿君 劉姿君 9:0018:00-21:00 傅雅琪 傅雅琪 劉姿君 11:00
＊總務處＊

u 行駛免費校園公車
為減少個人車輛之流動並解決校園部份交通問題，經有關單位努力，已承租元慶公司 45 人座交通車，
自 9 月 2 日開始行駛校園，免費服務師生同仁。 校園公車之開闢主要為聯絡正門與後山三院之間的
交通，請大家多加利用。發車時刻表、路線及停靠站，日前已發通知至各單位。停靠站為校門口、圖
書館、女生宿舍、原科中心及人社院，初期之行車時間已公告於各站牌，周一至周六自上午 7:45~17:15，
平均 10~20 分鐘一班。 因值暑假期間搭乘人數不多，待開學後再公開徵求教職員生之意見予以調整，
如有任何意見請告知事務組（校內分機：5084, 5090）。
u 校園新興工程公告
依八十五年九月九日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之決議，以下兩項工程依規定公告。公告地點為：網路、
簡訊、現場及海報牆，如對該兩項工程有意見者，請於各該工程公告期間內向委員會各委員反映，工
程之詳細資料置於營繕組，歡迎查閱。 委員會成員如下：李雄略教授（召集人，動機系）
、王俊秀教
授（通識教育中心）
、林彩雲教授（生科系）
、楊末雄教授（原科系）
、楊敏京教授（外語系）
、葉銘泉
教授（總務處）
、蘇士哲同學（生科系）
、翁銘華同學（中語系）
。 工程一：實驗室放射性廢水處理場
新建工程 1.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校園景觀環境審議規則」辦理。 2. 工程目的與必要性：應原子能
委員會之要求，規劃更新低放射性廢水處理系統，以加強廢水貯置及處理過程之安全性，強化處理廢
水之功能，以符合環境保護之原則。 3. 工程預定地：同位速館與加速器館之間(詳圖請洽總務處工務
組)。 4. 形狀尺寸：長十公尺，寬十公尺之加蓋水池。 5. 主要材質與色系：(略) 6. 需用綠地面積：
建物面積約三十坪，開挖面積約六十坪。 7. 是否對校園綠地產生重大改變：是 (施工期間)。 8. 工
程預定地現況與完工後之比較： 現 況：具緩坡度草坪三十坪。 完工後：建築物上方覆蓋土方植草。
施工前後草坪高程略有變化，惟經適當修飾後景觀差異不大。 9. 公告期間：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二
日起至十月三日止。 10. 異議之提起：詳細工程計劃資料置於營繕組供公開閱覽。凡本校教職員工
生對本工程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事實及理由，透過校園景觀環境審查委員會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 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意見: 本案經本委員會開會審議並辦理現場會勘後，決議以重大
案件程序辦理公告，公告期間為三星期，建物四周界址應釘樁。施工期間應儘量避免傷及附近林木。
完工後建物上方覆土深度至少應有二十五公分。工程預定地北側小水溝生態甚佳，不得破壞。建物與
小水溝間應保留五十公分綠帶種植爬藤類植物，以美化水泥牆壁。集水路應儘量予以地下化。 工程
二：新校地臨時便道工程 1. 依據「國立清華大學校園景觀環境審議規則」辦理。 2. 工程目的與必
要性：提供後山校地與舊校區間之汽機車連絡道路及校警維持後山治安之幹線。 3. 工程預定地：新
徵收之校地。(附圖請洽總務處工務組)。 4. 形狀尺寸：(略) 5. 主要材質與色系：(略) 6. 需用綠地面
積：否。 7. 是否對校園綠地產生重大改變：否。 8. 工程預定地現況與完工後之比較：以原有道路
拓寬，不須砍樹或移植樹木。施工前與完工後景觀差異不大。 9. 公告期間：民國八十五年九月十二
日起至八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止。 10. 異議之提起：詳細工程計劃資料置於營繕組供公開閱覽。凡
本校教職員工生對本工程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事實及理由，透過校園景觀環境審查委員
會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校園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意見:
本案經本委員會開會審議並辦理現場會
勘後，決議以一般案件程序辦理公告，公告期間為二星期。
＊藝術中心＊
u 薛保瑕教授 1996 個展：解構、生靈、悲歌、力量

展 期：1996 年 9 月 16 日~10 月 6 日 開幕茶會：9 月 16 日 11:00~15:00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演
講：二十世紀抽象藝術的發展特色 演 講 者：薛保瑕教授 時 間：9 月 26 日 19:00 地 點：藝術中
心展覽廳
u1996 華婉藝文季－清大文化公園
活動日期：1996 年 9 月 22 日~11 月 10 日 每週日 13:30~17:00 地 點：清華大學成功湖畔 內 容：1.
湖畔藝廊：主要展出攝影、原住民雕刻藝術、版畫作品 2.露天咖啡座 3.戶外音樂會：鋼琴、大提琴
獨奏、弦樂四重奏、佛拉門哥吉他 4.戶外表演：小劇場、布袋戲、兒童劇場、即興舞蹈、相聲 ＊專
題演講＊ 日期/時間 地 點 主辦單位 演 講 者 題 目 85.9.16. (星期一) 16:10 綜合三館 201 室 數
學系 張慶隆教授 General least-squares finite element methods 85.9.18. (星期三)10:30 綜合三館 837
室 統計學研究所 胡殿中教授 A note on complete convergence for arrays 85.9.18.(星期三) 14:10 化學
館地下樓演講廳 ( B07 ) 化學系 Dr.William Jones Inorganic chemistry and catalysis with zeolite-type
materials 85.9.18.(星期三) 15:30 化學館地下樓演講廳 ( B07 ) 化學系 蘇玉龍教授 金屬紫質在水溶液
中的電催化反應 85.9.20. (星期五) 14:00 物理館 019 室 物理系 吳大猷教授 物理學的發展氫原子
之理論-由 Bohr,l913 至 Lamb,1946 (I) 85.9.25.(星期三) 15:30 化學館地下樓演講廳 ( B07 ) 清大化學系
何世延教授 Effect of dipole moment on the polymerization reaction
＊其他藝文活動＊
清華眷屬聯誼會活動
日期/時間 內 容 地 點 其 他 9/16(星期一)9:30~11:30 觀賞薛保瑕教授抽象繪畫展 清大藝術中心
薛教授為美國紐約大學藝術創作博士 9/23(星期一)9:30~11:30 家庭投資理財規劃林建鋒先生 科學園
區竹村三路 9 號 至善樓 蕙竹社 台北投資理財專家 9/25(星期三)9:30~11:30 愛在心裡口常開趙 寧
先生 清大視聽中心 5C 台北新好男人-趙寧 9/30(星期一)9:30~11:30 從原貌到變貌詮譯張愛玲的小說
陳芳明教授 第二行政大樓 8F 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博士 大禮堂活動表 日期/時間 內 容 主 辦 單
位 9/16 (星期一)18:30；20:30 電影：浪得過火 電影小組 9/20 (星期五)18:30；20:30 電影：鳥籠 電
影小組 9/21 (星期六)19:30 兒童音樂劇：美女與野獸 寬弘工作室 9/22 (星期日)19:00 賴英里長笛古
典獨奏會 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