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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清風勁節．華箏高飛」--親子放風箏
【2007.05.02 秘書處】
欣逢清華創校 96 週年暨在台建校 51 週年校慶，
本校首度於「新校區景觀草原」舉辦大型活動--親子
放風箏，並廣邀校內教職員工生、眷屬、校友及市民
參與。老天賞臉，連日多雨之下，96 年 04 月 28 日
(六)—是個陰天、清涼、有風的絕佳放風箏天氣，當
天不到 9:00 就湧入不少熱情的參與者。
上午約 9:30，首先由熱情洋溢的清華旗隊開場，
表演結合動感、節奏與舞蹈之美的旗舞。隨後由陳校
長向在場參與民眾致詞表示歡迎，緊接著則是活動的
重頭好戲--由陳校長施放代表清華的造型風箏，當校
長風箏一離手隨即神速高飛，引發在場的同學及民眾
一陣歡呼，也象徵著清華校務展翅高飛。
本次活動相當的成功，吸引了數百人參加，隨處
可見大手牽著小手，自由奔馳草地，雖然偶爾因為人
潮集中，造成風箏於天空打架，或者因為風向不定，
造成風箏卡在樹上的窘狀，家長在樹下絞盡腦汁，苦
思不得如何取下樹上的風箏，伴隨著小朋友嬉鬧聲，
一片歡樂。當日並邀請知名風箏表演大師—雲林阿福師現場表演，包括魚、楓葉、龍、雨傘節…
等各式造型風箏，很受小朋友喜愛。當然，最受矚目的，還是有著清華標誌的造型風箏，同學們
爭搶著與之合影。
此次活動地點--新開發的南校區，本年度展現出迥然不同的風貌，寬敞而平整的校園道路，
矗立於校區西南的台積館，同時搭配萬坪景觀草原，相映出一幅清華欣欣向榮的景象。另外，不
同於往年，清華熱烈邀請市民共同為清華慶生，亦希望促進學校與社區良好的互動。

※ 清交校友老梅竹 溫馨氣氛添情誼(2)-老梅竹羽球賽
【2007.04.30 秘書處】
時

間：96 年 4 月 15 日（星期日） 13:30~16:30

地

點：交大室內羽球場

清大球員：林文傑（輻生 92 級）
、楊中道（材料 90、95 級）、顏如敏（工工 04、06 級）
、廖又儀
（材料 03、05 級）
、林雋（工科 02 級）
、張家銘（資工 00、02 級）
、陳耀倫（化學 00、
1

05 級）
、楊雨芹（外語 03、06 級）
、曾文男（化學 98 級）
、馬紹仕（核工 87、93 級）、
林銘崇（統計 98 級）、賴玉菁（經濟 02 級）、吳貞興（資工 96、01 級）
、林盈達（動
機 96、98 級）
本活動相關資訊/照片亦可參見校友服務中心首頁
http://my.nthu.edu.tw/~secwww/secretary/alumni.htm

「經歷了三月熱鬧的梅竹友誼賽，來到了繁花盛開的四月，正是清華大學與友校交通大學的
校慶季節。今年的校慶，在二校熱鬧的校慶活動之外，尚有一項溫馨又懷舊的活動—清交校友老
梅竹，陸續於二校校慶之日展開。
首先在四月十五日交大校慶日登場的，是籃球賽以及羽球賽。隨後，尚有於四月二十八日清
大校慶日開打的排球賽與網球賽。四月十五日下午二時整，精采的老梅竹賽事於交大籃球館、交
大羽球館同時開打。」
相較於已經舉辦第二屆的老梅竹籃球賽，老梅竹羽球賽則是第一次登場。此次羽球賽共七點
制（採總分制），分別為第一點，年齡加總為八十歲以上的男雙、第二點女雙、第三點男雙、第
四點夫妻雙打、第五點男雙、第六點男女混雙以及第七點男雙。各點採三戰二勝制，先奪得 21
分為勝。為了縮短比賽時間，各項賽程分成三個場地同時進行。
首先進行第一點男雙、第二點女雙以及第三點男雙的比賽。雖然第一點男雙是由年齡加總 80
歲以上的學長們組成，但體力卻一點也不輸給年輕人。其中，還有服務於清華羽球隊多年，同樣
是清華校友，現年 47 歲的林文傑教練。在雙方你來我往的精采較勁中，林文傑學長與楊中道學
長以 21：15、21：13 的成績，替清華拿下第一點勝利。而第二點女雙（廖又儀學姐與顏如敏學
姐）以及第三點男雙（林雋學長與張家銘學長）
，則以些微之差落敗。
接下來登場的是第四點夫妻雙打、第六點
男女混雙以及第七點男雙。第四點夫妻雙打
由清華羽球隊隊長，化學 00 級的陳耀倫學長
以及他的夥伴楊雨芹學姊迎戰交大傅旭正、
李雅婷。雙方勢均力敵，在第二局賽到 22：
20 的成績，足見二方皆實力堅強，但清華最
終還是在第三局以 15：21 輸給交大。第六點
的男女混雙，林銘崇學長和賴玉菁學姊替第
清華出了口氣，以二比一的成績贏得第六點
勝利。接下來的第七點男雙，由吳貞興、林
盈達二位學長對上交大李建龍、莊力中。比
賽如火如荼的進行，雙方比數持續拉鋸，互
不相讓，甚至出現了 23：21 的結果。唯最後，
清華終究還是以 16：21 落敗。
最後進行的第五點賽事，曾文男、馬紹仕二位學長也打出了一場精采的好比賽。清交雙方在
一、二局分別以 19：21、21：19 的比數互不相讓，最終則是 17：21 將勝利讓給了交大。老梅竹
羽球賽，由交大以 05：02 拿下第一屆勝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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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羽球隊長陳耀倫學長說，老梅竹羽球賽今年是第一次舉行，他覺得這是一個十分不錯的
活動，如果以後有續辦，當然願意再度招集隊友來參與。
而這場老梅竹，對陳耀倫學長而言，其實不像大學時的梅竹賽那麼競爭意味濃厚。他表示，
畢業後，清交雙方同學許多都成了同事，平常可能就是台積電等的公司球隊隊友，或者是常常約
出來打球練身體的球友，其實彼此都認識。與其說是老梅竹，不如想做是互相切磋球技的友誼賽，
大家動動身體也好。
這一點，可由賽後雙方的大合照，以及現場此起彼落的招呼聲、互約晚點喝酒聊天的熱情窺
見端倪。清交校友老梅竹，氣氛不同於競爭激烈的梅竹賽，透過運動交流，更可見到二校之間的
濃厚友誼，在畢業之後依舊源遠流長。

＊ 共教會 ＊
※ 與記憶調情 Flirt with memories
藝術家：Miquette Rossinelli
時 間：2007-04-16(一)～2007-05-10(四)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瑞士藝術家 Miquette Rossinelli 生於 1951
年，定居於瑞士巴塞爾，從事專業藝術創作已有 25
年的經驗。
我所感興趣的是自然，我將我的記憶與長在樹上
的菌類聯想在一起，多重色彩、攀延、生長和固定
在樹幹上。記憶則是不斷被取代、擴張、改變，開
放於新和隱藏的空間中，讓人看見事物而不能忽視。
「與記憶調情」有 5 個標題：與陌生人的對話、
手與樹枝、光與絲帶、我母親的花園、保存的記憶。
上述的重點是與我的生活經驗和思想結合，包括我的過去與未來。
在「與陌生人的對話」中，我檢視個人過去的舊照片，喚醒一些似曾相識的空間和不確切的
記憶。藉由改變電腦的色調值，令人驚訝的是家族式的相似性展現在不同的世代和性別上，這是
之前沒有被發現的，而且在色調值又改變回來之後，這種相似性又會消失。
在「我母親的花園」和「光與絲帶」中，令人屏息之美的花和舉手可得的香味將思想繫在絲
帶上，飛揚在地形圖上，讓我看到記憶的力量與脆弱。
在「手與樹枝」中，思想從不被看見和遺失的挫折感中，走入穩定、永恆的狀態、進入生命
的終點，而轉化昇華。
在「保存的記憶」中，都是一些小尺寸的石膏粉打底的作品，這一系列已經有 4 年的創作時
間。照片不再被使用，而是被保存在石膏
粉底中，將最新的聯聯放入這些舊有的記
憶中，加入顏色、造型和物件。
我以不同的技法來表現我的創作，包
括噴漆、繪畫、素描和噴墨輸出，無拘束
地以不同的尺寸和觀點、以及最適切的技
法來表達我的聯想和感覺。

※ 體育室─國立清華大學 96 年全校游泳賽競賽辦法
一、 宗旨：提倡游泳風氣、鍛練強健體魄、聯絡班系際情感及提昇游泳技術。
二、 主辦單位：體育室
三、 比賽日期：民國 96 年 5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5:40 (4:00 游泳池開放練習，5:30 分開始檢錄)
四、 比賽地點：本校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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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參加組別：
(一) 學生組：
1. 甲組：游泳代表隊學生
2. 乙組：大學部及研究生
(二) 教職員工組
六、 比賽項目：
(一) 學生組個人項目：（每人至多報名三項，接力不在此限）
1. 男生：50 公尺自由式、100 公尺自由式、50 公尺蛙式、100 公尺蛙式、50 公尺仰式、50
公尺蝶式、200 公尺個人混合式。
2. 女生：50 公尺自由式、100 公尺自由式、50 公尺蛙式、100 公尺蛙式、50 公尺仰式、50
公尺蝶式。
(二) 學生組團體項目：（大學部以班或系，研究生以所為單位）
1. 男生 200 公尺混合式接力：每隊 4 人，每人游 50 公尺。
2. 女生大隊接力：每隊 8 人，每人游 50 公尺。
3. 男生大隊接力：每隊 12 人，每人游 50 公尺。
4. 大一新生大隊接力：以班為單位，男女不拘，每隊 12 人，每人游 50 公尺。
(三) 教職員工組項目：（以系所為單位，接力項目男女不拘）
1. 男生：100 公尺自由式，100 公尺蛙式。
2. 女生：50 公尺自由式，50 公尺蛙式。
3. 200 公尺自由式接力：每隊 4 人，每人游 50 公尺。
七、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五月十六日（星期五）下午五時止。
八、 報名地點：體育室李大麟老師。
E-MAIL：physical@my.nthu.edu.tw
九、 獎勵：前三名優勝者頒發獎牌、獎狀。
（全部賽程結束再行頒獎）
十、 備註：
(一) 請根據賽程表，於參加項目之前三項時至檢錄處點名。
(二) 200 公尺個人混合式順序為：蝶式、仰式、蛙式、自由式
(三) 200 公尺混合式接力順序為：仰式、蛙式、蝶式、自由式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96.05.07 (一)
16:00~17:30
96.05.09 (三)
14:10~16:00

地
點
工程四館 216
室
工程一館
106 R

主辦單位
材料系
Tel:571-9035
工業工程與工
程管理學系

96.05.09 (三)
15:20
96.05.09 (三)
15:20~17:00

化工館 B18 會
議室
醫環系一樓
102 演講廳

化工系
Tel:571-9036
原科院
Tel:571-9773

96.06.13 (三) 大禮堂
15:00~17:00

人事室

演 講 者
廖楷輝 教授
美國田納西大學材料系教授
Dr. Anthony SF Chiu
De la Sall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何國川教授 (台大化工系)
陳正己 教授
(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放射腫瘤
學系分子生物組教授兼主任)
李昌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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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
Fatigue Behavior of Bulk-Metallic
Glasses and Composites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Sense
Electrochromic Materials and
Devices
Live cell imaging and in situ
analysis of DNA damage
responses in mammalian cells
神探再現-分享人生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