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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資訊】

〈本校教學大樓空間清查，人社院延至 3/14 實施〉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

保管組通知

有關本校校區行政及教學大樓空間清查作業, 貴單位原訂(3 月 6-7 生科系
所,3 月 8 日人社院)測量時間，因內部作業之故，將延後測量。請各單位備妥所
屬教室及研究室之鑰匙。
更改時間如下:
生科一、二館改為 3 月 12 日(星期一)及 3 月 13 日(星期二)
人社院改為 3 月 14 日(星期三)
請轉知所屬相關人員依原清保管字第 0960000387 函公告事項配合辦理。
本案聯絡人：保管組 李秀珍 校內分機:31347
保管組 啟 960306

〈清華大學與新竹教育大學兩校整合發展報告〉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
依校發會議決議成立九人小組，旨在秉持「積極研議，審慎評估」的原則，
就兩校整合發展一事研商其可行性、可行方案，並評估各方案（包括合併與不
合併）的利弊，作為全校教師公開討論以及校務會議進一步議決的參考依據。
九人小組將兩校是否整合發展將只分析不同方案的利弊得失，而不會提出
結論。此外，在九人小組向校務會議提出報告以及校務會議對該案進行任何議
決之前，會先召開公聽會廣泛徵詢全校師生之意見。
目前為了對國內外相關資訊進行較完整的收集，並且對不同的整合發展方
案進行較深入而詳實的評估，已推舉五大相關領域召集人：張副校長石麟（理
學）、張院長維安（人社）、陳舜芬教授（教育）、劉主任瑞華（藝術）、王秘書
長茂駿（行政），分別就各領域相關議題進行較深入的研究，希望在三月底以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前向全校師生公布初步分析報告。
兩校整合發展評估作業完整流程如附頁，請參考。在附件中第一階段討論
完成後，將舉辦公聽會/ 座談會進一步意見交流。
各位教職員工如有相關意見及建議，惠請告知各領域召集人，以便於日後
會議中討論。
此外，依校務會議授權與教育部、竹教大進行兩校三方會議，會議記錄如
附，惠請參酌。
此致
全校教職員工
清大與竹教大整合發展研議小組敬上
2007.3.5
討論流程
會議紀錄

〈語言所張月琴教授於 96.3.8-6.25 至美國 New Haven 進修〉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語言所張月琴教授本學期（96 年 2 月至 7 月）休假，申請國科
會補助，於 96.3.8-6.25 赴美國 New Haven 進修。

〈人社分館 3/10 進行「人社院館排水管疏通工程」〉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3 月 10 日(星期六)，營繕組廠商將進入人社分館進行「人社院
館排水管疏通工程」，噪音恐將難免。
若造成干擾，尚請海涵！
特此昭告周知。
人社分館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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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A 區坡道兩側卵石步道將改作無障礙步道〉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 人社院館Ａ區坡道，簽請總務處協助施作無障礙步道，原計
畫將兩側之卵石步道刮除，鋪設導盲磚。經教育部審查列入暫緩辦理，因法規
更改，坡道地面不得鋪設導盲磚，營繕組將改用止滑石英磚鋪設為無障礙步道。

〈實中 96 學年度一般新生及轉學生招生報名簡章案及報名表〉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 檢送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96 學年度一般新生及
轉學生招生報名簡章及報名表格共 10 份（簡章及報名表請收電子公文列印），
請依限彙整所屬人員報名表後送人事室彙辦，請查照。
本校各單位
幼稚園招生簡章
高中入學報名表
高中招生簡章
國小招生簡章
國中招生簡章
集體報名日程表及報名注意事項
新生報名表格
轉學生招生簡章
轉學生報名彙整表格

〈交通改道－光復路大門、東側門採進出單向通行措施,延至 3/19 實施〉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 配合 3 月 17、18 日碩士班入學考試，延至 3 月 19 日（週一）
實施，請參閱附檔：「更正公告」及「平面圖」。

〈3/8-4/28 校園公車及其他區間車大門口異動通知〉
人社院：96/3/09(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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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訊】 3/8--4/28 校園公車及其他區間車大門口站異動通知
一、茲因本校營繕組正進行光復路大門口到圖書館段共同管道統包工程第四階
段工程，為顧及校園公車及同步輻射大門口站的乘客上下車安全及公車停
靠、迴轉之安全性，該站將自 96 年 03 月 08 日起改設在行政大樓三角鐘
對面大草坪國旗桿旁邊，此臨時站將設立至共同管道統包工程第四階段完
工為止，屆時本組將另行公告通知，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二、校際聯合專車、中研院區間車等交通車原在化學館前停靠，將自 96 年 03
月 08 日起改設在光復路大門口收費崗亭正後方上下車。
三、相關資訊請參考總務處事務組網頁
http://my.nthu.edu.tw/~affairs/
總務處事務組 啟

〈本院小劇場施作防水工期延至 4/10 完工使用〉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 人社院小劇場於寒假期間施作防水防漏工程，因漏水嚴重，
預計工期延至 4/10 完工，請各系所教學活動、系會與學生社團暫停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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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資源】

〈圖書館人社分館新增試用資料庫〉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 圖書館新增社會科學類電子資源試用
親愛的讀者，您好！
圖書館新增以下兩種電子資源之試用，請您多加利用，謝謝！
一、 EconLit with full text 資料庫
http://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profile=ehost&defaultdb=eoh
EconLit with Full Text 收錄 EconLit 的所有索引，加上逾 400 種期刊的全文。
提供經濟學各領域文章的索引與全文，包括資本市場、國家研究、經濟計量學、
經濟預測、環境經濟、政府法規、勞工經濟、貨幣理論、都市經濟及其他。
二、BRILL 社會科學類電子期刊
http://www.brill.nl/
收錄學科範圍：古近東、埃及、亞洲研究，聖經研究，古希羅文學藝術研究，
中古世紀及近代研究，中東及伊斯蘭教研究，社會科學，生物學
收錄資料類型：期刊、圖書、年鑑、參考工具書等
試用期限：至 96/4/15 止。
詳細內容請參見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System/read_list_valid.php?page=1

〈第二屆「中國研究」方法學研習營報名通知〉
人社院：96/3/09(五)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與亞太漢學中心將聯合舉辦第二屆"中國研
究"方法學研習營。
宗旨：提升兩岸三地從事當代中國研究教學與研究的年輕學者之研究能力；增進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其對中國研究領域學術動態的瞭解，拓展視野；促進不同背景，不同學科
學者之間的交流。
內容：以文獻研讀、教授宣講、分組討論等多種形式，通過傳授研究方法，類比
資料資料分析及剖析優秀論文，加強對定量、定性、參與觀察等研究方法
的掌握，同時利用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資料進行專題研究。研討營的導師
以港臺及海外的教授為主，將對學員作個別指導。
語言：授課以中文為主，輔以英文；閱讀材料中、英文並重。
時間：2007 年 8 月 14 至 24 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
中、澳、台學員資格：在中、澳、台大學教授與當代中國研究相關學科的年青教
師，以及在研究機構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年青學者，須具
備英語聽、讀能力。
本港學員資格：在大學及研究機構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年青學者，包括博士候選
人。
報名：即日起接受報名，請到 http://www.usc.cuhk.edu.hk 網站下載報名表格，
填妥後連同個人簡歷電郵發至：usc@cuhk.edu.hk，截止日期為 2007 年 4
月 16 日。
申請及審批步驟：申請者將經過兩輪甄選，第一輪甄選結果將在 4 月底之前通知
申請人，將同時告知合格候選人進入第二輪甄選及申請資助的
辦法。
資助及費用：最終獲接納之自費參加學員的交通、食宿費自理(每晚雙人間床位
約港幣 100 元，每天膳食約須港幣 70 元)。研習營不收取額外費用，
並有部份名額提供旅費、住宿及膳食補助，申請辦法在第一輪甄選
後公佈。
詳情請見：www.usc.cuhk.edu.hk

〈清大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即日起報名，4/30 前繳交作品〉
人社院：96/3/09(五)
【本刊訊】 鼓勵本校大學部同學發揮團隊精神，進行實用性創意設計，表
現專業素養以及創意思想（以隊為單位，每隊成員 3-7 人）。進而未來參加校外
的競賽，表現清華學生追求卓越之能力。
創意設計競賽辦法
創意設計競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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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及研討會】

〈孫運璿科技講座｜3/15 資訊科技與 IC 設計產業之演變與前瞻〉
人社院：96/03/09(五)
科技管理學院『孫運璿科技講座』系列
演 講 者：聯發科技 蔡明介董事長
演講題目：資訊科技與 IC 設計產業之演變與前瞻
演講時間：96 年 03 月 15 日(星期四)晚上 6：30~9：00
演講地點：工程一館 107 演講廳
※『孫運璿科技講座系列』完全免費，誠摯歡迎您的參加。
※ 因場地座位有限，敬請預先報名;報名表請見(附加檔)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並傳真至 03-5745310 或 e-mail：scpan@mx.nthu.edu.tw 亦可。
==============================
科技管理研究所
行政助理 潘素瓊(潘姐)
tel： 03-5742250
fax：03-5745310
地址：30013 新竹市光復路 2 段 101 號
e-mail：scpan@mx.nthu.edu.tw
==============================

〈中研院民族所｜3/19 痰的管理：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癆病〉
人社院：96/03/09(五)
講者：Sean Lei 雷祥麟（清華大學歷史所副教授）
題目：痰的管理：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癆病
（Managing Phlegm: Tuberculosis and Lao Disorders in
Republican China）
時間：96 年 03 月 19 日（一）下午 2:30～4:30
地點：中研院民族所第三會議室（新大樓 2319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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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社會所｜3/14 When Users Become Makers:
Use and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Robots in Japan〉
人社院：96/03/09(五)
各位老師與同學:
請踴躍參加三月十四日歷史所與社會所(林文源教授促成)合辦的演講
時
地
題

間：三月十四日（週三）下午三點
點：歷史所研討室 A302
目：When Users Become Makers: Use and Production ofIndustrial Robots in

Japan,1970-1990
演講者：伊藤憲二
伊藤憲二教授專攻二十世紀物理學史，旁及戰後日本科技與社會研究（STS）
，
目前擔任總和研究大學院大學葉山高等研究中心（Hayama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副教授。伊藤教授畢業自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專攻科學史。之後他赴笈
美國，在哈佛大學科學史系隨 Peter Galison 教授學習，並以二十世紀初期日本量
子力學史為主題完成博士論文，深度分析日本如何在吸收科學後形塑自己的學術
傳統。返國後伊藤教授先後任職於東京大學先端科技研究中心（RCAST）與情報
學部，研究領域也從物理史擴展到機器人、性別，遊戲與大眾科學文化等領域，
是日本科學史與 STS 研究的新銳，在國內外均十分活躍。

〈歷史所｜3/15

從多元史學視野宏觀中國現代化的困境
從蒙古人西征談起〉
人社院：96/03/09(五)

題 目：從多元史學視野宏觀中國現代化的困境 從蒙古人西征談起
主講人：陳啟雲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歷史系榮譽退休教授、天津南開大學陳省身講座教授）
日 期：96 年 03 月 15 日 (週四）
時 間：14:00-15:30
地 點：人社院 A302 研討室
~ 歷史所敬邀 歡迎踴躍參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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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所｜3/14

中古譯經「已」對近代「了」的影響
—語言接觸如何牽動語法演變？〉
人社院：96/03/09(五)

題目：中古譯經「已」對近代「了」的影響 —語言接觸如何牽動語法演變？
時間：3 月 14 日(星期三) 中午 12:30
地點：清華大學語言所 B305 研討室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中古譯經〔動(＋賓)＋已，下句〕格式中的「已」對近代漢語
助詞「了」的影響。首先比較「已」所表示的「完成貌」內涵和先秦「完成貌」
內涵的異同，其次觀察「已」和近代「了」的淵源。我們認為，相應於梵語絕對
分詞形態的「已」並沒有直接融入中古語法體系，也沒有造成中古完成貌內涵的
變動。「已」帶給漢語的效應是擴大近代「了」的功能格局，並導致漢語創生出
附屬於動詞的完成貌標記。
本文研究顯示，其它語族的語法成分若要真正融入一個語言的體系中，必須
依循該語言既有的語法模式，而融入之後，則有可能引發連鎖式的語法變化。就
以本文研究個案為例，譯經「已」是由漢語並列複合機制取得跟動詞直接複合的
依據，在中古與近代之交發展出動補式「動[＋]已」
，到了近代初期很快被「動[＋]
了」替換。此後「了」分居在兩個不同的語法位置上，一是附於動詞之後，二是
附於謂語之末，即為「了 1」和「了 2」。「了 2」逐步替換（「矣」＞）「也」的
功能，「了 1」進一步虛化，發展出註記「條件」的功能。
***歡迎參加***

〈語言所｜3/10～3/11

Nanzan-Tsinghua workshop〉
人社院：96/03/09(五)

Nanzan-Tsinghua Consortium
Informal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and Forum on Object Fronting
March 10-11, 2007
Room C310,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點此或按 Home 鍵返回目錄頁

3/10 (Sat) Informal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Mamoru Saito (Nanzan University)
9:30-10:30

N'-ellipsis and the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Chinese and Japanese

10:45-11:45

Takita Kensuke (Nanzan University)
Chinese is head-initial. How about Japanese?

13:30-14:30

Livy Chi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 Feature-based Analysis on Argument Realization —
The Example of Gei-Construction in Chinese

14:45-15:45

Jiewu Wei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Transitivity and Aspect in Mandarin Chinese

16:00-17:00

Eriko Watanabe (Nanzan University)
UG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
The L2 Acquisition of ReflexiveBinding
3/10 (Sat) Informal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3/11 (Sun) Forum on Object Fronting

9:30-10:30

Barry Ya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Object Shift and Focus Movement
Dylan Tsai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mmentaries

10:45-11:30

General Discussio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Email: ling@my.nthu.edu.tw Tel: 03-5718615 Fax: 03-5725994

〈中央大學｜3/17

第七屆『性/別政治』超薄型國際學術研討會〉
人社院：96/03/09(五)

主
題：色情無價 Taking Pornography Seriously
日
期：2007 年 3 月 17 日（六）
地
點：中壢中央大學文學院國際會議廳（台灣中壢中大路 300 號）
主辦單位：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合辦單位：行政院國科會人文處、中央大學、台灣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
相關網址：http://sex.ncu.edu.tw/conference/slim/super_sli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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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蔡明亮導演校園巡迴講座 3/13 於清大座談〉
人社院：96/03/09(五)
時
地

間：3/13 晚上 8：00
點：清華大學蘇格拉底咖啡館

Map
: http://arts.nthu.edu.tw/faint/frame/images/ZSmap.jpg
相關網頁：
http://blog.sina.com.tw/sleepalone/article.php?pbgid=35117&entryid=363611

〈民族音樂學堂－台灣客家八音 3/18，於國家劇院演出〉
人社院：96/03/09(五)
節目介紹 ：
音樂會上，是否曾經為傳統音樂演出感到不解？對於老袓宗的文化遺產，經
常感到不得其門而入？
由國內著名學者聯手打造，完美結合學術研究、文化經驗、和音樂宴饗的民
族音樂學堂系列，將引領我們進入民族音樂的理性與感性。
兩廳院邀請臺灣戲曲學院鄭榮興校長及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共同呈現臺
灣客家八音的多元性；身兼局內人（樂手）及局外人（學者）的不同觀點，鄭老
師更將在這場講座音樂會中從個人成長過程的故事，來呈現客家八音在臺灣社會
中的傳承與變遷。這必是一場您在音樂探索或賞析道路上，不可錯失的音樂經
驗。
演出者：
策劃製作／蔡燦煌

主講／鄭榮興 苗栗陳家班北管八音團

曲目：大吹打─《大團圓》、小吹打─《大開門》、絲竹細樂─《一串連》、弦索
八音─《糶酒組曲》、《六板》、嗩吶吹戲─《九腔十八調》等
時間：3/18 下午 2：30
地點：國家演奏廳（台北市中山南路 21-1 號）
票價：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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