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清華大學簡訊
本期共 5 頁

第544期 民國97年6月23日出刊 秘書處
民國77年3月24日創刊 電話 516-2007 FAX: 572-4038

E-mail: nthunews@my.nthu.edu.tw

＊ 全校新聞 ＊
※ 96 學年度「傑出教學獎」得獎人名單：
資工系 王俊堯、動機系 王訓忠、體育室 李大麟、化學系 洪上程、生資所 莊永仁
化工系 陳信龍、材料系 游萃蓉、數學系 程守慶、資工系 黃能富、電機系 趙啟超

※ 96 學年度畢業典禮-歡祝清華學子展翼高飛 鵬程萬里

【2008.06.18 秘書處】鳳凰花開，驪歌輕揚，雖是一個與往年一樣的畢業季，但對每位即將(或者
已經)畢業的莘莘學子而言，卻懷抱著不一樣的心情與憧憬。今年(2008 年)本校畢業典禮於 6 月 14
日(六)舉辦，難得邀請到中研院翁啟惠院長擔任貴賓，並與畢業生分享他的人生經驗。
首先，本校陳文村校長以大家長身分恭賀並嘉勉學子，他除恭喜 08 級畢業同學在清華已完成
的一趟充實豐碩的知性與感性之旅，也相信在清華所打下的基礎上，所有清華的畢業生將有足夠
的信心與勇氣，面對人生下一階段的挑戰。除此之外，以自
己人生過程為例，提醒所有畢業生，應儘早找出自己的興
趣，確立人生目標，好好把握機會，不斷充實自己，發揮自
己的潛力，並期望所有畢業同學能有個富有挑戰性及多彩多
姿的人生。
貴賓翁啟惠院長也恭喜在座畢業生，能在清華的一流師
資及優良的環境下學習，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緊接著，他
則以「學術研究與社會責任」為題，發表演說並勉勵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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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他說：「在大學裡所學到的知識，不足以瞭解或解決世界上許多複雜的問題。所以會慢慢
體認到學無止境，而養成終身學習的態度則是非常重要。」人們之所以要從事學術研究，不外乎
兩個動機，一是因為對某種現象好奇而產生學習的興趣；一是為解決某些重要問題而投入研究。
因為興趣，使翁院長勾勒出美麗的前景，懷抱夢想；也是因為興趣，支撐他經歷過無數的風雨，
而能屹立不拔。另外，翁院長也強調，除了學術研究外，更重要的是「對人類的責任感」。科技
的進步，縮短了人與人之間的距離，讓世界變得更小、更開放、更透明，但科技的進步也可能帶
來不幸。在人類科技文明推進的過程裡，我們若能從毀滅性的戰爭中看到和平 的可貴；從破壞大
自然帶來的災難中，瞭解尊重自然的重要性；或者從最近幾次的天災中，深切體會生命的可貴及
人性之光輝，他相信若每個人對社會有愛心、有責任感時，科技的進步一定能帶來經濟的繁榮及
人類的幸福。

校長頒發畢業證書予郭育廷同學

校長頒發畢業證書予吳守益同學

另外，在本年度畢業典禮中，最特別的是有二位大學部畢業生-經濟系郭育廷及電機系吳守益
同學，受邀上台領取學位證書。其中，郭育廷同學近乎全盲，課業上需要 比其他同學更努力，平
時必須利用點字書籍及電子書學習，校內資源教室也結合校內外各種資源提供最佳協助，他對田
徑運動相當熱衷，在國際級競賽中屢創佳績，榮獲 2008 年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會長盃田徑錦標賽
100 公尺短跑金牌、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跳遠金牌、100 公尺短跑金牌、400 公尺接力金牌。而吳
守益同 學則是於 93 年 1 月(大三那一年)，南下成大訪友發生車禍，昏迷 37 天後，奇蹟甦醒，但
因左腦語言區和記憶區受損，曾經「連名字都不記得」，校方除為他安 排無障礙宿舍，全班同學
更為他展開「搶救守益」行動，自動自發排班輪流陪讀，今年 1 月，守益終於完成大學學業。郭
育廷不屈服於天生的障礙，吳守益坦然面對人生重大的改變，他們樂觀、不放棄的精神，鼓舞每
位清華人。
整個畢業典禮流程，約莫於下午七時開始，典禮中除由校長、貴賓及畢業生代表致詞，並頒
發梅貽琦紀念獎章及畢業證書。最後，則在校歌聲中，歡祝所有畢業生展翅迎接人生另一個旅程，
並在璀璨煙火中，為本年度畢業典禮劃下一個溫馨完美句點。

＊ 研發處 ＊
※ 自強基金會─2008 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理系列講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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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管」、「會計實務」、「企
業法律」、「人力資源」、「品質工程」等五項領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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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碼

時間

執行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金會

講題

主講人

I098 7/08(二)

37 號公報~無形資產之會計處理準則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陳麗雲經理

I099 7/10(四)

製造業人員必修的基本統計知識

中山科學研究院

許芳勳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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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時間

I100 7/15(二)
I101 7/17(四)

講題
企業人法律加油站:如何面對刑事搜索、扣
押及通訊監察

主講人
常在法律事務所
前卡內基訓練協理&
廣東省總經理
明新科技大學

領導潛能與人際關係管理訓練

I102 7/29(二) 生產排程與產能規劃技術
8/01(五)
產業分析方法與運用
I103
<6 小時>

范清銘所長
鄧安迪總顧問
張哲明助理教授

工研院 IEK

黃素珍總監

I104 8/05(二)

35 號公報~資產減損之會計處理準則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洪嘉謙經理

I105 8/07(四)

從創新與變革談如何創造人力資源新價值

旭明光電

王維明副總

禾同國際法律事務所

蕭富山律師

禾同國際法律事務所

蕭富山律師

8/12(二)
簽約前一定要知道的法律風險(新竹場)
<AM9-12>
I107 8/12(二) 簽約前一定要知道的法律風險(竹南場)
I106

I108 8/14(四)

讓問題不是問題~談人與事管理技巧

中華工商研究院

陳明斌副教授

I109 8/21(四)

FMEA 於科技業實務應用案例演練

中科院系統維護中心

廖大偉副研究員

I110 8/28(四)

輕鬆打造專利雷達
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34 號及第 36 號-金融
商品會計準則解析

新聚能科技

朱新瑞顧問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陳勇龍經理

工研院能環所

蔡振球副組長
呂穎彬經理

勤業會計師事務所

陳光宇協理

I111 9/02(二)
I112

9/23(二)
綠色產品之研發與管理實務
<6 小時>

I113 9/30(二)

企業移轉訂價解析完全攻略

課程查詢： 1.自強基金會教育訓練網 http://edu.tcfst.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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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黃小姐
上課時間：I106AM9:00-12:00；I103 及 I112AM9:00-PM5:00；其他 PM2:00-5:00
上課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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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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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在開課前二天發出上課通知單，請依通知單上之網址下載講義並帶至會場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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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6782

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女

學歷

博士 碩士 學士 專科 其他

公司名稱 新竹科學園區□內□外廠商
公司統編

部門及職稱

聯絡地址

E-mail

聯絡電話

報名代碼

(備註) 以上資料請務必全部填寫，方能完成報名

＊ 理學院/工學院 ＊
※ 國立清華大學工學院及理學院合聘榮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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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場次
時間
JUNE 26
10:00~11:00
11:00~11:30
JUNE 26
15:00~16:00
16:00~16:30

演講題目

地點

Some Recent Statistical Work in Nanomaterial Research

工程一館 106 室

Q&A 時間
G-SELC: Optimization by Sequential Elimination of Level
Combinations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and Gaussian Processes
Q&A 時間

工程一館 106 室

《講座教授》
吳建福 教授 (Dr. CHIEN-FU JEFF WU)
美國喬治亞理工學院 可口可樂講座教授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榮譽教授
加拿大 Waterloo 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印度統計學院 Mahalanobis 紀念講座
潘文淵傑出研究講座
國立清華大學 台積電講座
COPSS 會長獎、美國品管學會 Shewhart Medal、Jack Youden 獎、Frank
Wilcoxon 獎、Brumbaugh 獎
美國統計學會、國際數理統計學會、美國品管學會 Fellow
專長與研究領域：Design and Analysis of Complex Experiments, Robust Parameter Designs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Applications to Statistical Problems in Electronics, Automotive Industries and Material
Sciences
主辦單位：清大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統計學研究所

※ 2008 清華大學工業統計研討會 Advances in Industrial Statistics
時
地

間：97 年 6 月 24 日(星期二) 上午 9:30 ~ 下午 4:30
點：清華大學統計所 (綜合三館八樓 837 室)

09:30- 10:30
10:30- 11:00
11:00- 12:00
12:00- 14:00
14:00- 15:00
15:00- 15:30
15:30- 16:30

鄭少為副教授 (清華大學)
A Defining Contrast Structure for Two-Level Nonregular Designs
茶會
吳建福院士 (Georgia Tech., USA)
Robust Design, Modeling and Optimization of Measurement Systems
午餐
劉月琴教授 (Rutgers University, USA)
Thresholding Events of Extreme in Simultaneous
Monitoring of Dependent Risks
茶會
唐正教授 (Purdue University, USA)
Optimal Designs of Accelerated Degradation Experiments for Wiener Degradation Processes
with Time-Censoring

＊ 藝文活動 ＊
4

※ 李小鏡系列展：1993~2007 DANIEL LEE/1993~2007
時
地

間：2008.6 月 2 日(一)至 6 月 26 日(四)
點：清大藝術中心•歡迎各界參加本展各項活動

《策展人 賴小秋撰稿》國立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與國立中央大學藝文中心自 2005 年起便商議要共
同舉辦藝術家李小鏡系列展覽，到 2008 年立夏之後李小鏡的作品終於進駐兩校的展覽空間，此
次較特殊的地方是兩校展覽採用雙軌並行，而非巡迴展模式，因此觀眾若想要對李小鏡 1993 年
到 2007 年間的作品有深度的瞭解與回顧，一定要勤快地走訪兩校的藝術空間，直接凝視作品，
才能感受其創作的震撼力與迷人之處。
清大展場的特色是特地為主要的兩系列作品〈1999 源 Origin〉與〈1997 ㄧ零八眾生相 108
Windows〉開闢出兩處 DV 放映處。〈源〉系列平面作品是甫由澳大利亞伯斯 電子藝術雙年展
“Impermanence＂(無常)展覽完畢，由澳洲直接運至清大展覽，這十二張作品由天地混沌之初開
始，涵括整個生物演進的四十六億年的時空；此系列作品也是 2005 年的奧地利林茲電子藝術節
Ars Electornica 的主題藝術品之一，揭示“混種＂Hybrid 的游移曖昧。〈1997 ㄧ零八眾生相 108
Windows〉DVD 全長共 15 分鐘，藝術家闡釋其創作理念來自蘇州寒山寺春節祈福的 108 道鐘聲，
展場每道鐘聲均投射出一個生物面像，讓觀者仔細思考宗教上的輪迴意涵與人獸同體所引發的指
涉性議題。
清大的作品以千禧年之前作品為主，作品大多單色調處理的肖像為主；央大則主要展出千禧
年之後的創作〈2001 夜生活 Nightlife III〉、〈2004 成果 Harvest〉、〈2006 夜生活/新天地
Nightlife/Xintiandi〉、〈2007 叢林 Jungle〉等系列作品，色彩繽紛，動感的物種呈現，引發更多生
物界議題的聯想：生物複製、無性繁殖、器官移植等等。誠如李小鏡所說：「…在這個半人半獸
的世界裡,我察覺到類似我們所有的喜悅和哀愁。在科學成功突破的同時，將無可避免地帶來更多
的疑慮。」
清大藝術中心(綜合二館一樓) 開放時間：週一至五 10:00~19:00，週末假日 10:00~17:00

※ 【德國電影三傑影展】New German Cinema Director Festival
時
地

間：週二、週六 20:30
點：清華大學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自由入場

播映場次：
6/24(二)《慾望之翼》Wings of Desire (Wenders)
6/28(六)《里斯本的故事》Lisbon Story (Wenders)
清大夜貓子部落格：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主
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地
點
97.06.26 (四) 工程一館
10:00~11:00 106 室
97.06.26 (四) 工程一館
15:00~16:00 106 室

主辦單位
工業工程與工程
管理學系、統計
學研究所
工業工程與工程
管理學系、統計
學研究所

演 講 者
題
目
吳建福 教授 (Dr.
工學院及理學院合聘榮譽講座：
CHIEN-FU JEFF WU)
Some Recent Statistical Work in
美國喬治亞理工學院 Nanomaterial Research
吳建福 教授 (Dr.
工學院及理學院合聘榮譽講座：
G-SELC: Optimization by Sequential
CHIEN-FU JEFF WU)
美國喬治亞理工學院 Elimination of Level Combinations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and
Gaussian Processes

《藝文表演活動，如需校園停車，請於校門口告知工作人員欲參加之表演節目名稱，以公益活動
單次入校 20 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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