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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 八駿奔騰 創建新局 清華 EMBA 2007 團圓日
【2007.04.09 科管院】今年是清華 EMBA 邁入第八個年頭，清華 EMBA
於 3 月 11 日假新竹煙波舉辦 2007 團圓日晚會活動，共有一百八十
多名校友、學員與眷屬相聚在一起，共同歡慶八週年。這次特別邀請
陳文村校長，率葉銘泉副校長，王茂駿秘書長與王天戈教務長一行參
與此次盛會。校長在團圓日開場致詞中特別嘉勉清華 EMBA 歷屆校友
與學員的支持和老師的努力，奠定了清華 EMBA 成為國內最頂尖的高
階主管經營管理在職進修的學府，他也期勉在場大家在這階段性目標
達成之際，再接再厲，開創另一高峰。
清華 EMBA2007 團圓日以「八駿奔騰、創建新局」為主題，除歡慶
清華八年有成以外，更強調聚合校內外與海內外產學合作，凝聚力量
朝目標持續邁進，再創新局。史欽泰院長指出，科管院不斷地匯集產
業實務經驗融合學術理論，期望打造一個產學連結務實經營作風的科
管院，除了參與國家科技政策專案外，積極與產業合作建構創新創業
平台，同步主持多項國際大師學術交流活動，同時 EMBA 提高至院級
單位，有更多系所的資源挹注，更從今（2007）年起學員招收人數由 25 位增加為 34 位，加上科
管院台積館的即將正式啟用，在各種條件的配合下，展望未來，清華 EMBA 將應更加努力，以更優
的教學素質，更緊密的產學互動，營造不一樣的科管院與 EMBA，向世界一流學府之列邁進。
清華 EMBA2007 團圓日活動相當
精采，由目前在學的第八屆學員擔綱
節目策劃與演出，包括拉丁熱舞、勁
歌歡唱、師生對唱、現代劇場。清華
EMBA 基金會特別製作了通訊錄與馬
克杯做為活動的禮品；EMBA 每一成
員案頭上都將有清華 EMBA 標幟彩繪
的馬克杯，又有一本完整的一至八屆
同學名錄，拾手取來，同學間的網絡
連結都是 EMBA 大家庭每位成員在工
作與生活上最大的資源。
一晚溫馨的團圓日晚會在師生
大合唱的快樂歌聲中劃下美好的句
點，大家相約明年科管院台積館再聚
首。
《校院首長舉杯祝賀科管院未來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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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上加清喜相逢 清大校友同聚歡
【2007.04.12 秘書處】3 月 31 日中午，在本校蘇格貓底餐廳有一場特別的午宴。是由本校校友服
務中心，為了校友們所舉辦的第一屆「清上加清」活動。參加的對象皆為清大畢業校友，年齡廣
泛，從去年剛畢業到畢業十年的都有。參與這場盛會不需要繳交費用，唯一條件就是必須是單身。
校友們攜帶著三百塊的小禮物，從各地回到母校參與，最遠還有從屏東北上的。活動於十一點在
蘇格貓底展開。報到時女生將收到一朵玫瑰，男生則是金莎，如果在活動中有了鍾意的對象，即
可贈與對方。

副校長葉銘泉教授為活動正式揭開序幕，他在致詞時說：
「這個活動很有意義，以後也還會繼
續辦下去。希望大家透過這個活動，可以多認識其他同學、學長姐、學弟妹。每個清大人都很優
秀，肥水不落外人田，如果因為這個活動讓你們有了結果，一定要致贈一面匾額，上面寫著『清
上加清』
。」
本活動由「尋找幸福的起點」開始，讓校友們依序上台自我介紹。邊自我介紹，邊享用蘇格貓
底提供的 Buffet。每位校友都十分出色，但普遍有著共同的心聲：「畢業後，能認識新朋友的機
會少很多。」
。也因此，來參加本場活動的校友們，皆努力的行銷自己，希望讓大家印象深刻。有
表演唱歌的、用 Rap 介紹自己的，還有二個人一起上台，以類似相聲的方式互相介紹等等。
EMBA 四位校友的參與，將整場活動的氣氛炒到最高。在李保羅學長的帶領下，即使還要考試、
還要趕著上課，四位校友們卻依然熱心的參與本場活動。有 EMBA 學姊們教導校友們該如何有特色
的自我行銷，並勉勵女校友們：
「挑對象不要急，不要隨便。但如果有好對象，也不要怕自己主動
追求會丟臉。幸福要自己把握。」
，並有學姐以說笑讓全場氣氛熱絡，更提出了製作本活動通訊錄，
方便活動結束後校友們彼此聯繫的點子。
當全部參與活動的校友都自我介紹完後，就是「當幸福來敲門」的分組交流時間。主辦單位將
校友們依照一組二位男士、二到四位女士的方式，分成八組。每組有十分鐘的時間可以互相認識，
時間到就由男士起身換組。而趁著交流時間也先讓每位校友抽禮物。校友們在交流時十分熱烈，
甚至十分鐘到，男校友們都會捨不得起身換組，足見每位女校友的魅力。在活動的尾聲，則像是
所有營隊結束會寫烏龜卡般，主辦單位也貼心的安排了寫小卡的時間。校友們可以藉由寫小卡，
將想說的話以及自己的聯絡方式傳達給鍾意的對象，藉此搭起友誼的橋樑。最後，由主辦單位統
一收齊小卡，分發給每位校友，並選出得到最多張小卡的「最佳人氣王」
。本屆最佳人氣王，分別
由余大全學長以及簡鳳甄學姊獲得。二人在發表感言時，異口同聲的說，除了感謝大家之外，更
希望以後可以和大家保持聯絡。相信這也是與會校友們共同的心願。
這場「清上加清」活動是由校友服務中心主辦。本校校友會許明德理事長表示，校友服務中心
目前由侯建良主任以及黃雅怡小姐二位負責，積極推動各項校友服務。除了提供清大的學校資訊
給校友之外，對於校友的建議也幾乎有求必應，像這次的活動就是由校友提出的點子。
而侯建良主任透露，目前在副校長葉銘泉教授的起始策劃下，校友服務中心計劃著下一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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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竹馬」的聯誼活動。新竹馬偕醫院長期以來和清大有著醫療上的合作關係。因此，校友服務中
心希望能夠把自清大畢業後，服務於社會的單身校友們，與新竹馬偕醫院的單身醫生、護士小姐
們結合起來，辦一場「清梅竹馬」的聯誼活動。侯主任表示，此活動規劃於單數月舉辦。至於偶
數月，則打算開拔到北中
南各地，舉辦各地的校友
分區聯誼活動。分區聯誼
不限單身校友參加，目的
是希望校友們彼此互相認
識，結交朋友。
第一屆清上加清活
動，總計有 48 位校友報
名、43 位校友參與，反應
熱烈。本場活動最年輕的
參與者，是去年剛從大學
部畢業，目前都在清大研
究所就讀的二位學姊。其
中，陳媺妼學姊表示，自
己會來參加這場活動，是
為了藉此認識更多不同領
域的人。
「因為不管現在在學校，還是將來出去工作，可能漸漸的生活圈就變小了。藉此認識其他
領域，甚至其他年齡的朋友，我覺得不只是聯誼，對新生活的擴展也很有幫助，甚至可以得到更
多的資訊，發展興趣。」

＊ 共教會 ＊
※ 樂在清華 4 月份節目
表演地點在圖書館穿堂和教育館一樓
時間是中午 12:00-13:00
4 月份表演時間如下
教育館

圖書館

4/16（一）郭權毅 吉他演奏
4/17（二）張師堯 口琴重奏
4/18（三）張逸翔．黃偉育 吉他彈唱
4/19（四）陳彥任 花式溜冰
4/20（五）張維軒 吉他彈唱
4/23（一）高睿甫 吉他彈唱
4/24（二）林劭品 好歌清唱
4/25（三）邱子瑋 吉他彈唱
4/26（四）陳聖文 吉他彈唱
4/27（五）吳守益 中國笛
4/30（一）郭權毅 吉他演奏
5/1 （二）張師堯 口琴重奏
5/2 （三）張逸翔．黃偉育 吉他彈唱
5/3 （四）陳彥任 花式溜冰
5/4 （五）張維軒 吉他彈唱

4/16（一）高睿甫 吉他彈唱
4/17（二）林劭品 好歌清唱
4/18（三）邱子瑋 吉他彈唱
4/19（四）陳聖文 吉他彈唱
4/20（五）吳守益 中國笛
4/23（一）郭權毅 吉他演奏
4/24（二）張師堯 口琴重奏
4/25（三）張逸翔．黃偉育 吉他彈唱
4/26（四）陳彥任 花式溜冰
4/27（五）張維軒 吉他彈唱
4/30（一）高睿甫 吉他彈唱
5/1 （二）林劭品 好歌清唱
5/2 （三）邱子瑋 吉他彈唱
5/3 （四）陳聖文 吉他彈唱
5/4 （五）吳守益 中國笛

※ 【美麗新民謠】演出：野火樂集
時 間：2007-04-18(三) 19:30•清大合勤廳 自由入場
「Haiyan」是原住民一個美麗的虛詞，它存在著一種美好，一個驚嘆，一個屬於靈魂不需要多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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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嚮往。它是任意的時空與視聽，幅員是遼闊的胸襟與歌聲。【美麗心民謠 Beautiful Haiyan】這
個概念，是環抱著台灣這片土地上，一群愛唱歌的人們，一起走到某個角落，就開始唱了起來的歌。
野火樂集由新一代原住民音樂人「美麗心民謠」
：卑台灣 海洋藍調民謠—陳永龍、阿美族詠嘆女聲—
小美、海岸山脈最年輕靈動的呼喚—紀家盈、太平洋與中央山脈的世界協奏樂—艾可菊斯 陳世川 &
姜聖民。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協辦單位：IC 之音．FM97.5

＊ 書報討論 ＊
日期／時間
地
點
96.04.18 (三) 工程一館
14:10~16:00 106 室

主辦單位
工工系

演 講 者
陳家豪 教授
成功大學 機械工程系

題
目
TRIZ Ideality and Trends of
Evolution in Minimal Manufacturing
and Eco-business

＊ 專題演講 ＊
日期／時間
地
點
主辦單位
演 講 者
96.04.18 (三) 工程四館 218 室 材料系
孫長征 教授
11:00~12:00
5715131#33830 北京清華電子系副主任
96.04.18 (三) 化工館 B18 會
15:20
議室
96.04.18 (三) 教育館 225 室
15:30~17:00

化學工程學系 邢雪坤總經理
Tel：03-5719036 興能高科技
Dr. Thomas M. Schwen
共教會
Tel：03-5742900 Indiana University

96.04.19 (四) 工程四館 511 室 材料系
15:20~17:30
5715131#33830
96.04.25 (三) 國際會議廳
諮商中心•人
9:15~12:20
事室

題
目
Fabrication of high-speed
semiconductor lasers and
integratedoptoelectronic devices
An Overview on Li-ion and Li-ion
Polymer Batteries
100 Years of Teaching Support:
Lessons from the past,
Opportunities for the future
From materials to Biomaterials

楊台鴻 教授
台灣大學教授
樊雪春 副教授
教職員心理衛生講座：開發
台北師範大學教育與心理輔導系 生命力，創造美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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