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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本校陳力俊教授獲邀進入 TMS 材料學界名人堂
【2007.11.15 秘書處】本校材料系去年甫當選中央
研究院院士的陳力俊教授，今年又獲美國礦冶與材
料學會（The Minerals, Metals and Materials Society,
TMS）宣佈頒予 2008 William Hume-Rothery Award，對
其長期在材料學界的優越表現給予最高的肯定，身
為國內第一位獲 TMS 大獎之學者，陳教授的傑出學
術成就不容各相關學界忽視。
William Hume-Rothery Award 為美國礦冶與材料學
會紀念英國牛津大學材料系創系講座教授
Hume-Rothery 而於 1972 年所設，旨在肯定合金材料科學有傑出研究成果的學者，多年來歷屆得
主名單猶如世界材料學者名人堂，本校陳教授今年獲得進入名人堂門票，可見其於材料領域成
果之亮眼。
Hume-Rothery 獎牌將於 2008 年 3 月在美國奧良市 TMS 年會中頒發，屆時陳教授亦會在研討
會中發表主題演講（Keynote speech）。現兼任台灣聯合大學系統副校長的陳力俊教授獲得獎牌
為實至名歸，同時於此勉勵清華學子於各界皆能盡一己之力，挑戰自我。

※ 探索大腦記憶新突破
腦科學中心江安世主任的研究團隊，繼今年三月破解了果蠅的嗅覺神經網路後，再度發現果蠅
腦橢圓體極可能是儲存長期記憶的所在，此項研究成果係與美國頂尖研究機構冷泉港實驗室合
作，並共同發表於本期（2007 年 11 月）『自然神經科學』（Nature Neuroscience）期刊上，這
也是台灣研究生（本校生技所博士生吳嘉霖）首次以第一作者身分發表於該期刊之研究論文。

※ 恭喜江安世教授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及傑出人才講座
腦科學中心江安世教授繼獲得本年度教育部學術獎與清華講座後，再度榮獲第四十二屆中山學
術著作獎與 96 年度傑出人才講座，可謂錦上添花，足見江教授的學術成就已受到多方肯定。
中山學術著作獎是中山學術文化基金會為鼓勵內容具有創見之書籍或學術論文而設立，本年度
共三人獲獎，江安世教授以「果蠅腦內蕈狀體的嗅覺神經網路地圖」發表於世界頂尖學術期刊
『細胞』（Cell）中而獲此殊榮。另傑出人才講座是由前中央研究院院長李遠哲博士創辦的傑
出人才發展基金會所設立，目的為鼓勵自海外回國服務及國內的傑出學術研究人才，本年度第
一期生物組共三人獲獎，江教授為其中之一。

※ 恭賀化學系胡紀如教授及生技所江安世教授榮獲 96 年度第一期傑出人才講座
數理組 -- 化學系胡紀如教授，專長領域：奈米生化科技、有機合成、矽化學
生物組 -- 生技所江安世教授，專長領域：腦科學、生物影像、奈米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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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國際化，本校舉辦 2007 年二十一世紀台日韓尖端材料研討會
【2007.11.12 秘書處】本校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今年承辦二十一世紀台日韓三國六校尖端材料
研討會，與會的學校包含日本京都大學（Kyoto University）、日本東北大學（Tohoku University）、
韓國浦項大學（Poh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韓國光州技術學院（Gwangj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onology）、韓國科學與技術高等學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ology）等日韓優秀學校。2005 年，透過材料系周立人教授、杜正恭教授的努力，本校得以
獲得他們的邀請，加入原本只有日韓的材料科技交流會，2006 年本校由杜教授規劃的日本訪問
團，由材料系戴念華教授領軍參加日本仙台舉辦的聯合研討會，於該會中爭取到 2007 年的主
辦權。台日韓為亞洲三大科技重鎮，這樣的交流活動，是材料領域學者不可忽略的研討機會。
此次尖端材料研討會研討的方向
與往年大致相同，主要交流本年度三
國學術單位在材料科技上的研究主題
與成果，內容包含金屬、陶瓷等材料
的進展、熱門的奈米能源材料，及半
導體、光電、薄膜等領域的先進製程
技術。本次研討會受到各校重視，與
會師生總人數接近 150 人，其中京都、
浦項大學更是派出包含系主任 15 位教
授團來訪。整場會議由博士生以英語
主持研討會進行，除了學術上的交流
外，也培養學生的國際觀與成果共享
的觀念，對本校國際化有實質上的幫
助。會期中，在學術研討會外，亦安排日韓學者參觀相關研究機構，與故宮博物院、鶯歌陶瓷
博物館等文化重地，呈現我們悠久深邃的歷史文化。

＊ 研發處 ＊
※ 自強基金會訊息─2007 新竹科學園區科技管理系列講座(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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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125

11/19(一)
AM9-12
新竹場

因應『分紅配股費用化』的薪酬對策

聚芳管理顧問張瑞明總經理

I126

11/19(一)
PM2-5
竹南場

因應『分紅配股費用化』的薪酬對策

聚芳管理顧問張瑞明總經理

I127

11/27(二)
PM2-5
新竹場

智慧財產爭議訴訟法庭實戰演練

世界法律事務所李旦律師
江俊賢律師

I128

11/29(四)
AM9-12
新竹場

領導統御與人才管理

中央大學 EMBA 林文政執行
長

I129

11/30(五)
AM9-12

國際物流供應鏈發展趨勢及發貨倉模式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林宜賢合
之國際稅務議題分析
夥會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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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代碼

時間

講題

主講人

新竹場
I130

11/30(五)
PM2-5
竹南場

國際物流供應鏈發展趨勢及發貨倉模式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林宜賢合
之國際稅務議題分析
夥會計師

I131

12/5(三)
PM2-5
新竹場

解讀高績效管理的達文西密碼

旺宏電子人事行政處邱泰弋
副處長

1.
2.
3.
4.

自強基金會教育訓練網 http://edu.tcfst.org.tw
科管局科技人才學習網站 http://e-learning.sipa.gov.tw/edu
電洽(03)573-5521*3232 黃小姐
上課地點：新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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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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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上課方式：科管局系統會在開課前二天發上課通知，請您自行在網路上下載講義後攜帶至會
場上課。
6. 報名方式：(1)請透過「科管局科技人才學習網」線上報名系統報名
(2)請填妥下列報名表回傳至(03)571-6782

＊ 工學院 ＊
※ 工工系訊息─綠色供應鏈管理—方法論發展趨勢及實務研究 國際研討會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 Trend of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96 年 11 月 26 日(一)~96 年 11 月 29 日(四)
清華大學工程一館 106 演講廳
主持人：王小璠教授
主辦單位：國立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 運籌與作業研究卓越中心計畫、企業電子
化中心、財團法人清華工管文教基金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 顧問室
即日起接受報名
報名請上 http://140.114.55.124/LOREC/1126 報名.html 報名
議程請上 http://140.114.55.124/LOREC/1126 議程.html 查詢

＊ 共教會 ＊
※ 吳京蔓鋼琴獨奏會 Wu Ching-man Piano Recita《音樂表演系列 獨奏家系列 Soloist Music Series》
演出：吳京蔓/鋼琴
時間：2007-11-21(三)～2007-11-21(三) 19:30
地點：合勤演藝廳‧自由入場
鋼琴家吳京蔓近來因為在奧地利音樂會中
的精湛演出，受到奧地利音樂戲劇協會會長
Franz Eugen Dostal 先生的讚賞，而獲邀定期於
該音樂廳演出。此次音樂會的曲目包含了貝多
芬、蕭邦等古典大師的作品，透過她靈巧指間
演出一場美麗的音樂饗宴。
主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協辦：環宇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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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藝文表演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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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7 呂學堯個展 Lu Hsueh- Yao 2007 Solo Exhibition
藝術家：呂學堯 Lu Hsueh- Yao
時 間：2007-11-18(日)～2007-12-22(六)
地 點：藝術工坊
生命之中總有一些值得紀念和紀錄的事情，這些事情反映了我的任性，天真，不羈，我用我
的方式記錄了下來，時間增加了生命的豐富度，我不知道我做的對不對，好不好，我的老師羨
慕的告訴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一種幸福，這是我 2007 年的個展，我做了我要的事情。
盒子，禮物，黑絲帶和蝴蝶結，成為我作品之中的主軸，盒子，禮物，黑絲帶和蝴蝶結，可
以是一份禮物，一份教訓，盒子，禮物，黑絲帶和蝴蝶結，也可以是一份不想面對的問題，包
裹著不同的記憶，封存著不想被打開或解釋，也許只是單純的生日禮物，節慶禮物，我只想做
我的黑絲帶，黑蝴蝶結，他們因為我的任性而存在。

※ 樂在清華
地點：圖書館穿堂、教育館一樓
時間：中午 12:00-13:00
教育館
11/19
11/20
11/23
11/21
11/22
11/26
11/29
11/30

圖書館
11/27
11/29
11/19
11/20
11/22
11/23
11/21
11/26
11/28
11/30

林劭品 好歌清唱
王銘宏 吉他彈唱
洪暐桓 吉他彈唱
11/28 陳彥任 花式溜溜球
張逸翔 吉他彈唱
陳聖文 吉他彈唱
吳守益/楊宗中 中國笛/唱歌
顏廣愷 吉他彈唱

王銘宏 吉他彈唱
張逸翔 吉他彈唱
陳聖文 吉他彈唱
李奕賢 吉他彈唱
吳守益/楊宗中 中國笛/唱歌
朱政綱/宋秉程 對口相聲
林玉羚 吉他彈唱
伍信翰 口風琴獨奏
林劭品 好歌清唱
范期赫 吉他彈唱

～您的駐足欣賞將是對表演同學的最佳鼓勵！～
※ 【小津安二郎影展】Ozu Yasujirō Festival
2007.11 月播映場次：
11/20 (二)秋刀魚之味 An Autumn Afternoon
11/24 (六)彼岸花 Equinox Flower
11/27 (二)秋日和 Late Autumn
清大夜貓子部落格：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播映時間：每星期二、星期六晚上 9:00
播映地點：清華大學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購票方式：免票、免低消
共同主辦：清華大學藝術中心、蘇格貓底二手書咖啡屋

※ 【風的旅人】新宮晉個展
Ｗind Traveler：SUSUMU SHINGU Exhibition
藝術家：新宮晉 Susumu Shingu
時 間：2007-11-05(一)～2007-12-07(五)
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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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宮晉(Susumu Shingu)擅長利用「自然動力」，風、
水、雨、陽光在他作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這些元
素是其機動藝術雕塑的動力，結合藝術造型與自然
動力的科學原理，是少數藝術家之中能夠將科學融
入藝術中，創造力與美的結合者。
這個星球不斷的旋轉 人們因此四散 人類在地表浮
現 不斷的演化和再生 風和海 終究帶著人們 散佈
在又遠又廣的各處 就像看不見的命運 我們繼續被
風引導著。
在【風的旅人】作品中，藝術家創作了一個讓人可以坐下來休息的地方。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地
點
主辦單位
96.11.19 (一) 人社 C403 教 中國文學系
13:00~15:00 室
(03) 5715131
ext.34340

演 講 者
林順夫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
語言與文化系教授
96.11.20 (二) 人社 C403 教 中國文學系
林順夫教授
13:00~15:00 室
(03) 5715131
美國密西根大學亞洲
ext.34340
語言與文化系教授
96.11.21 (三) 化工館 B18 會 化學工程學系 景虎士總經理
03-5719036
15:20
聯華實業
議室
96.11/26 (一) 人社 A316 教 中國文學系
13:00~15:00 室
(03) 5715131
ext.34340
96.11.27 (二) 人社 C310 教 中國文學系
15:45~17:15 室
(03) 5715131
ext.34340

趙園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研究員
李如茹教授
英國里茲大學副教授

96.11.28 (三) 化工館 B18 會 化學工程學系 劉貴生教授
03-5719036
15:20
台灣大學高分子研究
議室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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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與研究生座談--文與道之間

談莊子哲學及文學裡的遊

法令與使用者習性的改變對製成
上之影響—以參與經營之公司為
例
緣人物進入歷史－以明遺民研究
為例
跨文化中的莎士比亞演出─三個
走上中國舞台的人物：查理三
世、貝特麗斯和哈姆雷特
Synthesis of Triarylamine-Containing
Aromatic Polymers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