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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陳力俊校長獲頒2011年材料研究學會會士(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Fellow)殊榮

傑出校友 典範長存

百歲清華得以綻放風華，傲視群倫，在各行各界的校友兢兢業業

梁學長取得超過130篇美國專利，所建立之專利組合榮獲2008年

的努力，成就不凡。清大校友對母校的支持以及凝聚力，各界有目

12月美國IEEE Spectrum專利排名電腦週邊及儲存類別全球總排名第

共睹，這樣的力量是國內少有的。今年適逢創校100年暨在台建校55

10名，及2007年2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專利組合電子業總排名全球第

週年，共選出各領域的傑出校友八位，以作為後學的典範。八位傑

28名；科技內涵全球排名第1名。

出校友分別介紹如下（依系所級順序）：

李偉德學長

徐清祥學長
徐清祥學長電機工程學系81級畢業，現任力旺電子公司董事長。

李偉德學長核子工程學系69級畢業，現任偉德工作室主持人。李

他在業界及學界都有傑出表現，1992年他離開美國IBM華生研究中

學長在發展事業之餘不忘關懷母校，有鑑於母校發展綠能科技，全

心，返回母校任教，在學術研究上專注於新型半導體元件之研究，

力支持學校興建「綠色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期望拋磚引玉，

其論文多次為國際知名之元件研討會(IEDM及VLSI)接受，在當年極

協助本校向世界百大邁進。

為少數教授之論文能被此二大會議接受。

李學長年輕時即自行創業，一人獨立作業三十載，雖未有顯赫的

2000年徐學長創立力旺電子，持續利用其在半導體元件方面之

企業規模，但憑著堅強的意志、毅力與能力，終能有成。他秉持校

專長，發明利用邏輯製程即可製作之非揮發性記憶體(較傳統之作法

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高尚德行、傑出的專業表現與對母校的

省了10道光罩)。力旺電子表現傑出，擁有國內外超過250項IP及230

熱誠奉獻，足以做為清華人的學習楷模和精神表率，亦鼓舞著所有

項專利，榮獲2006年度經濟部技術處「產業創新成果表揚獎」、

清華人開創新的歷史，再造新的輝煌。

2008年度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國家發明創作獎貢獻獎」以及2008年

謝宏亮學長物理系73級畢業，創立譜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偉特
力生醫股份有限公司，現為辛耘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學長
自1979年創業迄今，已在半導體設備領域深耕30餘年，並跨足光電
產業及分析儀器，經營事業有成。他除贊助母校興建物理二館，並
提供菁英人才培育獎學金。今年清華百週年校慶，更捐贈了法國藝
術家羅丹紀念碑型青銅雕塑「沉思者」，對學校貢獻良多。

梁榮昌學長

度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

陳繼仁學長
陳繼仁學長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84級學士班、86級碩士班、
89級博士班畢業，現任國碩科技公司董事及總經理、碩禾電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長。陳學長在光儲存媒體產業界的傑出表現，獲獎無
數，對社會貢獻良多。
國碩科技為台灣成立最短時間即掛牌之上市公司，90年商業週

梁榮昌學長化學系75級畢業，現任台達電子技術長、旺能光電董

刊評選「國碩科技」為前年度成長最快速公司第二名。國碩科技自

事長。梁學長長期支持母校活動，並應邀至各系所、自強基金會主

93年開始投入太陽能的材料開發, 陳學長擔任碩禾電材董事長兼執行

辦之活動等當中發表演講，分享所學。他並擔任清華「水木化學基

長，目前已成為台灣結晶矽太陽能電池鋁漿的第一品牌，在中國也

金會」董事、「清華－台達電合作研究推動委員會」委員，持續關

成為市占率第二，總合全球近三成市場佔有率成為世界前三大的鋁

注母校發展，徹底落實產學合作交流、技術交流。

漿供應廠。碩禾電材99年12月獲得國際性會計事務所德勤(Deloitte)
評選為亞太區三年成長率第一名公司。

近年除了在本校教授「電影美學概論」、「紀錄片創作」、「台灣

邱德成學長
邱德成學長核子工程學系87級畢業，現任益鼎創業投資公司董事

電影賞析」等相關課程外，也常擔任台灣重要影展評審工作及相關

長及總經理、利鼎創投等多家創投公司總經理，投資績效傲人。他

文化補助之評審。2004年獲得輔仁大學優異傳播工作者<思恆獎>肯

為本校原科院第三屆傑出校友，曾參與母校「籌建核工館」等重要

定。她監製的戲劇作品多次獲得金鐘獎及亞洲電視獎入圍肯定。

工作，與學弟學妹互動良好，傳承經驗，對母校貢獻良多。

陳立白學長

邱學長個人願景，是以積極協助青年創業，利用已建立的綿密的投
資網路及產業關係，發揮創投業助人興業的功能，積極協助青年成功創
業，從而提高台灣就業機會，厚植產業生根昇級的機會。此外，他本著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將企業所得回饋社會。

陳立白學長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研究所06級畢業，現任威剛科
技公司董事長、台灣藝術電視台董事長。陳學長除了在業界有傑出
表現，亦熱心支持母校百週年校慶各項重要活動，拍攝六集「百年
清華 經典風華」專輯。陳學長分別於2003年榮獲由亞洲週刊主辦的
「華人青年企業家大 」、2004年榮獲由青創會主辦的「青年創業楷

蕭菊貞學姐
蕭菊貞學姐經濟學系94級畢業，現任大愛電視戲劇部經理。蕭學

模獎」，及2005年榮獲中華民國商業總會主辦的「金商獎」。

姐創作的紀錄片屢獲國內外獎項，如《陽光愛情》、《火鶴》等一

威剛科技公司目前擁有400多項國際專利，其中陳學長個人發明

系列記錄身心障礙朋友的紀錄片獲得三屆金穗獎肯定，而《紅葉傳

專利數就多達83項，為「台灣第一大記憶體應用產品供應商」。成

奇》和《銀簪子》更是連續奪得兩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立十年的威剛科技，榮獲國際及國內大獎超過50項，讓威剛科技可

除了紀錄片創作之外，蕭學姐對當代台灣電影環境亦有相當投

以逐步朝向「全球記憶體應用產品之領導品牌廠商」的目標邁進。

入。她經常參與規劃台北電影節、圓缺影展等國內重要電影活動。

陳力俊校長與八位傑出校友合影

李偉德學長全力支持學校興建「綠色低碳能
源教學研究大樓」

謝宏亮學長捐贈了法國藝術家羅丹紀念碑型
青銅雕塑「沉思者」

梁榮昌學長長期支持母校活動，並應邀至各
系所活動發表演講，分享所學。

徐清祥學長在業界及學界都有傑出表現

陳繼仁學長在光儲存媒體產業界的傑出表
現，獲獎無數，對社會貢獻良多

邱德成學長個人願景，是以積極協助青年創
業，及扶助弱勢族群

蕭菊貞學長創作的紀錄片屢獲國內外獎項

陳立白學長支持母校百週年校慶各項重要活
動，拍攝六集「百年清華 經典風華」專輯

北加州校友共慶百歲清華

4月25日創校百年校慶典禮結束的次

介紹的專書。陳校長表示，這一百年來，從

由於南北加州清華校友會皆由北京清華

日，陳力俊校長啟程前往美國舊金山，除

大陸時期的校友或教師，如胡適、林語堂、

與新竹清華校友共同組成，陳校長也特別利

接受材料研究學會會士(Materials Research

梁 啟 超 、 王 國 維 、 趙 元 任 ， 陳寅 恪 、 馮 友

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向校友強調今後將加強

Society Fellow)的殊榮外，也將母校在國內

蘭、朱自清、錢鍾書、黃自、李政道、楊振

與北京清華的學術交流，大家截長補短，共

的歡慶氣氛帶到舊金山灣區。在北加州校友

寧、陳省身等人，及至在台灣建校以來的俞

同合作為邁向世界頂尖前二十名做努力。

會及校友服務中心的努力下，校長於27日晚

國華、劉兆玄兩位行政院長，以及諾貝爾獎

晚宴席間，陳校長也與校友分享許多有

間與北加州校友餐會，同時頒發百人會獎牌

得主李遠哲院士等人，清華人對國家及社會

意思的小故事，而校友們除了連忙與校長、

給北加州百人會校友張有德學長、連加吉學

的貢獻良多。

財務規劃室副主任周立人教授、校友服務中

長及陳昱寧學姐等人。百人會募款活動當場

此外，陳校長指出，素有科技產業搖

心主任侯建良教授話家常及拍照留念外，清

立刻獲得校友們的熱烈迴響，姜維泰學長、

籃，執行長培訓所之譽的工業技術研究院包

華人最關心的梅竹賽話題也不斷出現。校友

樊德敏學姐、陳美智學姊及陳若文學長隨即

括現任院長在內的近四任院長中有三位院長

們向校長等人報告灣區梅竹賽戰況、北美清

報名加入百人會，加上回國出席百人會晚宴

都是清華人。而新竹清華校友中，至少出了

華高峯會簡介、矽谷清華百歲慶典宣傳等活

的孔繁建、李偉德二位學長，使得灣區百人

五百位高科技公司總經理級高級主管，在新

動，主客之間互動熱烈。

會陣容一躍成為九人。

興產業如面板、發光二極體、太陽能電池產

北加州校友特別準備了一個大蛋糕為母

陳校長感謝北加州校友會對母校的支

業更居舉足輕重的地位。清華位在新竹科學

校慶生，大家齊唱生日快樂歌，校長並許下

持，並在餐會中報告清華最新發展情況。他

園區之旁，園區當初設立時，清華即參與籌

校運昌隆的願望，會場氣氛融洽、活潑生

說，清華為慶祝百年校慶，規劃超過百項慶

建工作，本校學生畢業後投入各大廠商貢獻

動，晚宴最後在熱閙的摸彩活動中結束。

祝活動，並且出版12本百年清華相關紀錄及

所長，清華和台灣的科技界可說密不可分。

北加州材料系校友與校長合影

北加州校友齊賀母校校運昌隆

校長前往北加州頒發百人會紀念獎牌

「清華人」傑出創業家為台灣經濟發展貢獻斐然

百年校慶活動「清華畢業校友創業論壇」，4月23日上午於科管院孫運璿演講廳舉行。
開場時陳力俊校長即以清華有三寶：「校訓、校園與校友」讚揚校友在近一年中大量回饋捐
贈，幫助學校發展，俾益良多。今日的論壇主講人大多為清華「百人會」的創業家校友，熱
情前來參與並分享在創業上的秘笈。主講者長期來積極與學校、校友互動良好，校長以「清
華至寶」形容，確為名符其實。
針對今日的主題，本校「張忠謀講座教授」史欽泰博士開宗名義指出，「創新是以開放
式平台、雙向的發展」，就像校友與學校雙向互動，營造許多關連，是創新的根源。亦如矽
清華百年，企業家返校紮根，提攜後進自強
不息

谷vs.史丹佛大學，新竹科學園區vs.清華大

們親身描繪創業的激情歲月，分享創立公司

長；化學系美國VIVO Ventures共同創辦人

學，都是共同發展，營造出產業的生態，創

的商業哲學，價值觀與方法論，以及由創立

兼執行長孔繁建學長、鼎信顧問公司董事長

造機會。

和經營企業的過程中，體悟到對社會和人性

呂正理學長、旺能科技公司董事長梁榮昌學

林富元先生是美國矽谷的科技投資家、

的真實解讀。經營企業該如何辨證地理解和

長、工研院影像顯示科技中心主任程章林學

多元創投董事長、亦是一位多產的著作家，

拿捏 「不拋棄、不放棄」的哲學；堅忍不拔

長；晶元光電董事長李秉傑學長、上緯企業

他特地從矽谷來分享「生命中不斷謙卑學

與執迷不悟的一念之差在哪裡？怎樣及早嗅

董事長蔡朝陽學長、長春集團技術部經理楊

習」，鼓舞在座學子。他說，任何一個成功

到機會或是嘎然而止的氣息？原始積累的能

偉泰學長；閎康科技總經理謝詠芬學姐、碩

不是各種條件最完美時而到來，是每天都是

量要如何才能坐到「大位」。 創業者如何利

禾電子材料董事長陳繼仁學長；力旺電子董

在現有情況與有限條件之下盡情發揮自己，

用政策，帶領團隊、搏感情、衝實力；以及

事長徐清祥學長，以及奕力科技董事長黃啟

提升自己的新機會；淺顯意賅標出成功的秘

如何從研發的技術，到專業領導市場需求、

模學長等人。

訣，是他從遠地歸來特別準備給清華人的祝

創出機會。校友們的創業實戰，親身經驗，

百歲清華慶團圓之際，校友念茲在茲，

福與鼓勵。

不吝於與學弟妹分享，字字珠璣，彌足珍

將成果與母校分享，也在另一百年開始，讓

貴。

年長的校友牽著後進年輕一代，再走出清華

「清華畢業校友創業論壇」是由清華大
學物理系、化學系、化工系、材料系、電機

此次參與論壇的校友包括來自欣興電子

系、科技管理學院和清華企業家網絡協會

董事長曾子章學長、精材科技、采鈺科技董

（TEN）共同籌辦，集合了創業家校友，他

事長陳健邦學長，台積電副總經理蔡能賢學

校友高峰論壇，講述產業前景與現況思辨

陳力俊校長蒞臨致詞鼓勵

人共創的光采。

史欽泰博士，主講「創新新思維」

《百歲校慶-清華大學》
應用材料文藝季
應用材料文藝季邁向第十一年，誠摯邀您一起品賞莫內、夏卡爾與黃
公望，深入東西方繪畫的傳世驚嘆
主講：蔣勳（美學大師）
地點：清大大禮堂
【萬歲通天帖與南朝歲月】
05/14(六) 14:00-16:00

【黃公望與富春山居圖卷】

本講座為免費入場，當日中午12:00發放前100名對號入座號碼牌。

05/21(六) 14:00-16:00

13:30統一開放入場，未領取號碼牌之觀眾可於此時自由入座；貴賓
席請於1點45分前入座，逾時則開放給其他進場觀眾。如遇進場時人

一生逐光的印象派大師莫內追逐光影，

數眾多，敬請耐心排隊等候。

自萬物取材表現大自然的生命靈動。

主辦單位：台灣應用材料公司、新加坡應用材料(股)台灣分公司、財

夏卡爾揮灑彩筆轉畫內心感受，

團法人竹塹文教基金會

以詩意合成奇幻夢境。

協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台南市立文化中心、IC之音

源於對生命的體悟，

FM97.5、環宇電台FM96.7

高齡82歲的黃公望完成富春山居。

指導單位：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形諸藝術的內心寫照，

講座專線：03-5584485、03-5793401

東方西方形式不同，而其意則合。

公司網址：www.appliedmaterials.com/zh-hant

＊參加方式：

最新活動資訊：facebook 應用材料文藝季粉絲團

畫我清華
展覽日期：2011年4月25日∼5月19日
展出地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教務處》
學習講座：增進口語表達技巧與能力(partII)
「話」，人人都會說∼但能說的好又說的對，
在這重視溝通能力的現在社會中，往往成為至盛與否的關鍵之一。
在《大學教了沒？》一書中，
前哈佛大學校長提出：21世紀學生需要具備的八大能力中，
第一個就是「表達能力(寫作與口語溝通)」，
因此希望藉由口語表達技巧與能力，能為大家的專業加分，並增加自我競爭力。
歡迎踴躍參與∼一同學習並精進自我口語表達能力！
講者：劉文英老師(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教授)
時間：5月17日(二)19:00-20:30
地點：行政大樓2F遠距教室
報名方式：本中心線上報名系統http://ctld.nthu.edu.tw/content/default/act/?id=29
(報名並參加者，可列入學習護照記錄，集滿5次認證者，可兌換精美小禮物)
(全程參與之公務人員可登錄2小時學習時數)

《研發處》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32)

講題：Who Discovered the World? Sailors,

Magellan, James Cook and Alejandro

Soldiers, and Laborers on the Great

Malaspina. These leaders encountered a

Voyages of Exploration

work force hostile to the voyages’ goals,

講者：Evan Lampe, Assistant Professor,

demanding the creation of new systems

Department of History, Philosophy,

of control and discipline. I will also show

and Global Studies, St. Thomas

how examining a history of exploration from

University, U.S.A

below, we can ask new questions about

時間：5月13日 10:00

cross-cultural exchange. The “explorers”

地點：人社院C310

were never a uniﬁed group. They went to

內容：

the seas as a motley crew, divided by class

This paper shows that we can develop

and brining with them various values, goals,

the history of exploration by discovering,

languages, and concepts of the “other.”

analyzing, and incorporating the voices,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actions, beliefs, dreams, and sorrows of the

協辦單位：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清華大

working people who will never have their

學語言所

name associated with the great voyages of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科會

exploration. My research starts with some

聯絡人：徐歆怡(分機34606；rchss@my.

of the great expeditions that opened up the

nthu.edu.tw)

Paciﬁc to global capitalism, viz. Ferdinand

《圖書館》

【拯救驟變的地球】本週圖書館推薦強片
週一至週五中午12：00準時開播
5月09日 全球氣侯正熱的危機 Global Climate Change
5月10日 全球暖化的多變與災難 Global Warming- Caprice or Catastrophe
5月11日 綠色替代能源 The Fuel that Never Ends
5月12日 能源危機 - 最後一滴石油 The Last Drop of Oil
5月13日 肥料變能源 Turning Manure into Energy

《清華學院》
性／別座談會
主題：性∕別觀點下的身體策略與社會實踐
當事人A：和100個陌生人接吻的楊雅晴
當事人B：和43個陌生人結婚15分鐘的黃立慧
時間：5月10日(二)19:00-21:00
地點：實齋講堂

《自強工業基金會》
2011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理系列專題講座 (一)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每年為切合園區廠商之需求，特別針對「企業經營」、「人力資源」、「財務管理」、「品質管理」等四項領域，規劃一系列
精采的講座以服務廠商，協助企業扎根及促進創新技術與管理，以提升企業競爭力，在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擁有主要競爭優勢。
主辦單位：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代碼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I912

5/24(二)

前瞻創新~企業管理實務

清華大學

黎正中教授

I913

5/31(二)

團隊出擊~建構團隊戰力營

台灣教育訓練人才發展中心

郭託有執行長

I914

6/1(三)

主管私房學~如何經營部屬心

神腦國際

王建喬副總經理

I915

6/7(二)

說來自在~簡報技巧立即上手

中華產業人才發展協會

李廣義理事長

I916

6/9(四)

人資勞動法令實例探討

務實法律事務所

柏有為合夥律師

I917

6/14(二)

勞動三法增修因應作法(新竹場)

勞資人資管理顧問公司

黃才昱顧問

I918

6/14(二)

勞動三法增修因應作法(竹南場)

勞資人資管理顧問公司

黃才昱顧問

I919

6/15(三)

創新的人力資本~台灣訓練的新思維

自強基金會

徐秀燕資深處長

I920

6/23(四)

可靠度工程~產品壽命與加速壽命評估

中山科學研究院

許芳勳主任

I921

6/28(二)

研發專利佈局與規畫~美國專利申請實務

理律法律事務所

謝永成資深法務專員

I922

6/30(四)

人才拼圖~關鍵人才培育與發展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邱倉木處長

課程查詢：1. 自強基金會教育訓練網http://edu.tcfst.org.tw / 人文管理學院-科技管理
2. 科管局科技人才學習網站http://e-learning.sipa.gov.tw/edu
3. 電洽(03)573-5521 Ext.3165 王小姐
上課時間：1. PM14:00~17:00

完全免費

2. I917：AM09:00~12:00

上課地點：1. 新竹場—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勞工育樂中心第一會議室(新竹市新安路2號)
2. 竹南場—新竹科學園區竹南服務處會議室(苗栗縣竹南鎮科東三路10號)
上課方式：本會將於開課前二日發出上課通知單，請依通知單上之網址下載講義並攜帶至會場上課。
報名方式：1. 請至「自強基金會教育訓練處網站」線上報名
2. 請填妥下列報名表回傳至(03)572-6352

報名表
姓名
公司名稱

性別

□男

□女

學歷

□ 博士

□ 碩士

□ 學士

□ 專科

新竹科學園區內廠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竹科學園區外廠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統編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部門及職稱
E-mail
報名代碼

(備註) 以上資料請務必全部填寫，方能完成報名

《演講公告》

低成本、高效率薄膜太陽能電池

講者：謝嘉民組長(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時間：5月11日(三)15:20-18:20
地點：材料科技館418教室

To See Through a Battery-Study on Li-ion Battery Using In-situ X-ray
Transmission Microscopy
講者：吳乃立教授 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時間：5月11日(三)15:20
地點：物理館002演講廳

□ 其他

Cerebella Ataxia, A Model of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講者：宋秉文教授（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暨社經科學研究所
台北榮總神經醫學中心主治醫師）
時間：5月12日(四)10:00
地點：生科二館James D. Watson Hall 演講廳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
An innovation in Lawmaking, But Can the Outcome be Justified?
講者：Prof. dr. A.W.J. Kamperman Sanders
時間：5月12日(四)下午1:30-15:30
地點：台積館九樓905教室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ontaining Medical Device含中藥醫
療器材之開發
講者：董國忠博士 國家衛生研究院醫學工程研究組
時間：5月12日(四)15:20-17:00
地點：材料科技館418教室

從抗爭「跛腳」到認受的跛行之路—
一個文化命名的歷程
講者： 李燕（人民老大「異於常人算

主辦單位

障社會聯盟推動工作群」揪團

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

人）

清大人社院學士班文化研究學程

時間：5月13日10:30-13:10

清大中文系

地點：人社院C509

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藝文訊息》

【剪接師陳博文】影展－ Film Editing Eeacher Chen, Bo-Wen Film Festival

05.10(二) 《松鼠自殺事件》Amour-Legende (2006) ｜118min｜吳米森Mi-sen Wu
05.14(六) 《一年之初》Do Over (2006) ｜113min｜鄭有傑Yu-Chieh Cheng
05.17(二) 《黑暗之光》Darkness & Light (2000) ｜102min｜張作驥 Tso-Chi Chang
05.21(六) 《夜奔》Feeling By Night (2000) ｜119min｜徐立功&尹祺Li-Kong Hsu& Yin Chi
05.24(二)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 (1991) ｜237min｜楊德昌Edward Yang
05.25(三) 《紅葉傳奇》The Red Leaf Legend (1999) ｜70min｜蕭菊貞Chu-Chen Hsiao
05.28(六) 《跳舞時代》Viva Tonal (2003) ｜104min｜郭珍弟&簡偉斯 Chen-Ti Kuo & Wei-Ssu Chien
05.31(二) 《一一》Yi Yi (2000) ｜173min｜楊德昌Edward Yang
剪接師陳博文榮獲第十三屆國家文藝獎，持續在電影剪接領域投注生命熱情，嫻熟於電影、動畫、紀錄
片等剪接製作。剪接對他而言是一種美感的創造，再造電影靈魂。本影展邀請陳博文本人與蕭菊貞等知
名導演舉辦專題講座，並請台北電影節策展人游惠貞老師主持。

清大夜貓子部落格：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最新活動資訊｜清大夜貓子電影院粉絲團
播映時間：每星期二、六晚上8：30
播映地點：清大蘇格貓底咖啡屋．自由入場 ＊遇講座地點為合勤演藝廳
共同主辦：清大藝術中心、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台積心築藝術季【經典講座】

人間從到海 天上莫為河 － 李商隱詩歌的美麗、銳感與深情
主講：方瑜 / 台大中文系教授
時間：5/13（五）19：00
5/20（五）19：00
5/27（五）19：00
6/03（五）19：00
6/10（五）19：00
地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主辦：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洽詢：03-563-6688 分機 712-5030
* 所有場次皆為免費入場。

晚唐詩人李商隱（812-858），字義山，號玉溪生，其詩篇雋永唯

主講人：方瑜

美，為後人傳誦不已。

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台大中文系教授。方瑜教授國學造詣深厚，

李商隱因當時內憂外患的大環境，以及自己得失盛衰緊密相連的遭

源自家學，進入台大中文系後，深受台靜農、王叔岷的影響，將心

遇，深感時間摧毀一切的巨力，所有用心珍惜的人、事、物都難以

力投注於唐宋詩詞及老莊思想，尤擅中國古典詩學。曾獲中興文

長保，加以天生秉性善感、深情，義山對美麗、脆弱、細小、邊緣

藝獎章。著有︰散文集《交響曲的跫音》、《昨夜微霜》、《迴

的東西，特別關注、同情。而務去陳言、探究深思的個性，也讓他

首》、《陶杯秋色》。

對眾所熟知的素材，往往會有與眾獨異的觀點，這些都形成李商隱
自成一格的詩風。

李商隱是唐代唯美詩風的典範，其詩篇含納情詩、詠物、神話、詠
史，是中國古典文學寶藏中的一顆明珠。2011台積心築藝術季，特
別邀請國內古典詩學權威方瑜教授，5月13日起一連五週，由方瑜教
授細品選出李商隱的詩作，於清華大學合勤廳，邀您與我們跨越千
年的時空，感受義山的深情、銳感、美麗與哀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