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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新聞＊
符東陽同學救人溺水事件說明
十一月十日 ( 星期日 ), 本校物理系三年級學生符東陽與竹北中學學生王明仁在本校相思湖為拯救
建功國小溺水學生李惠婷, 不幸喪生。 當日, 駐警隊在接獲報案後, 立即聯絡本校救生員葉進明先生
進行搶救, 軍訓室與學務處亦全力協助處理善後事宜。有關詳細經過, 請見本訊第 6 頁附件說明。 學
校對在校內發生該溺水事件, 深表遺憾。校長於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一 ) 下午三時召開緊急會議, 討
論處理辦法並通過加強校內湖泊安全管理措施。會議結論如下: 1) 舉辦追思會：請物理系於符同學喪
禮結束後籌辦一追思會，由校長親自主持。 2) 發動募款：請物理系統籌發起校內募款及校外募款事
宜， 募款帳號請公關室對 外發佈， 募款帳號為郵政劃撥 18950538，戶名：符東陽捐款專戶（帳戶
於 十一月十五日啟用）。 3) 表揚義行：本校將會表揚符同學之義行， 另由學校呈請教育部辦理表
揚符東陽 同學，並聯絡竹北中學同時循適當管道呈請表揚王明仁同學。 4) 設立永久性紀念設施：
對於此事件， 校方將在事件發生地點附近設立一永久性 紀念設施，除藉以表彰並紀念符同學義舉之
外，另具有教育、警惕之意義。 5) 協辦喪葬事宜：有關符同學之喪葬事宜，本校尊重家長意見，儘
量予以協助。 6) 加強湖泊安全管理： * 本校有多處湖泊，將統籌作一加強安全管理之規畫，總務
處將先在相思湖畔設 立警告牌（牌上加註緊急求救電話）
、加密柵欄、並備置救生圈、鉤桿及繩索 等
救生用具；校警巡邏時亦將特別留意，並加強勸導。 * 本校為一開放校園，假日時遊人如織，請公
關室發佈新聞，校內湖泊水深危險 ，遊人應自我警惕，特別留意照顧小孩。
＊教務處＊
八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決議事項
本學期第三次教務會議於八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召開，主要決議事項有： 1) 修正通過『國立清華大
學學生抵免學分辦法』
，其中較重要的修訂是： * 學士班學生修讀碩、博士課程，成績七十分以上，
且其學分未計入學士班畢業 之最低學分者，於入學本校碩、博士班後，得申請抵免碩、博士班之應
修畢業 學分數，但以畢業學分數之三分之二為限。 * 根據此項修訂，大四學生有規劃的修習碩士班
課程者，有可能於碩士班修業一 年即取得碩士學位。 2) 本校專任教師退休後， 經原系所聘為兼任
教師者，得繼續指導原有的研究生至 畢業，不須其他專任教師共同指導。至於是否可指導新的研究
生，由各系所決 定。
＊總務處＊
請提防不法份子
近日在校內工程一館女生廁所曾發現有男子偷窺之事，請各單位於各館之女廁內張貼明顯之警告標示，
如有任何狀況，請即電駐警隊（校內分機：3333）。

員工福利委員會訊
竹市新竹旅行社自即日起為本校特約商店。凡本校教職員工生持證前往消費者, 皆享有優惠價格。 新
竹旅行社地址: 竹市四維路十五號五樓 電話: 03-5244117 傳真: 03-5244100 ＊圖書館
＊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一年一度，由本校圖書館所舉辦的圖書館週已展開，共計四項特別活動，歡迎本校教職員工生參與。
1、書香共享－好書交換 收取書刊即日起至 11 月 27 日（四）止，週一至週五 8:30-21:00 週六、日
8:30-12:00 * 請將欲參加交換之圖書或期刊送至圖書館一樓參考諮詢台或出納台並索取點券。 * 計
點方式：圖書一本計一點，期刊二本計一點。 * 舉凡高中以下之參考書、宣傳性出版品、違反出版
法及著作權法與破損污穢之資料、有違善良風俗之出版品、84 年以前出版之雜誌等，不在交換之列。
交換書刊（有點券者） 12 月 3 日（二）～5 日（四），9：00～17：00 地點：圖書館地下室 交換書
刊（無點券者） 85 年 12 月 6 日（五），9：00～17：00 地點：圖書館地下室 2、漫畫大賽 創作主
題：凡與本校圖書館相關之人、事、物皆可。 作品規格：一律以 B4 尺寸之繪畫用紙作畫，並以四
格漫畫來呈現主題。創作方式 不限彩色或黑白。 獎勵辦法：經圖書館評選後，錄取前三名，第一名
獎金新台幣 1,500 元， 第二名 獎金新台幣 1,000 元，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500 元。 3、圖書館『WWW
首頁』設計比賽 創作主題：依據圖書館擬定的文字內容，請參考 http://www.lib.nthu.edu.tw。 作品
規格：符合 HTML 3.0 規格的文件。 獎勵辦法：取優等一名，給予 2000 元獎金；佳作二名，分別
給予 1000 元之獎金 評選方式：分為讀者票選（佔總成績 40%）與館員評選（佔總成績 60%）
。 評
選日期：讀者票選期間為 12 月 1 日～10 日；館員評選則為 12 月 10 日。 4、圖書館識別標誌設
計比賽 創作主題：網路資訊時代的清華大學圖書館。 作品規格：14.5cm×21cm。 獎勵辦法：取三
名，分別給予 1000 元之獎金。 評選方式：分為讀者票選（佔總成績 40%）與館員評選（佔總成績
60%）
。 評選日期：讀者票選期間為 12 月 1 日～10 日；館員評選則為 12 月 10 日。 上述三項比賽，
參賽作品本館保有著作權。 交件時間均為即日起至 85 年 11 月 30 日止；除ＷＷＷ首頁一律將作
品 e-mail 至 "ref@lib.nthu.edu.tw" 外，其餘交件地點為總圖書館一樓諮詢台，請面交值勤館員，聯
絡電話：5204。評選結果將於 12 月 16 日公佈在本館ＷＷＷ。 圖書館週活動的重點在於處促進讀
者與圖書館的互動，竭誠歡迎您的參與，如有任何問題或意見請電校內分機：5204，總圖書館參考諮
詢台。
＊專題演講＊
日期/時間地 點主辦單位演 講 者 題 目 85. 11.18.(星期一) 09:30 - 11:30 綜二館八樓清大眷聯會徐
上德醫師醫學氣功的奧妙 85. 11.18.(星期一) 15:10 - 16:00 綜三館 201 室數學系蔡文端教授 (加拿大
多倫多大學) Some Miracles of Mathematical Cranks 85. 11.18.(星期一) 16:10 - 17:00 綜三館 201 室數學
系盧信良教授 (東海數學系) A Convection-diffusion Problem with Tangential Sub- characteristic Curves 85.
11.19.(星期二) 10:00 - 11:00 資電館 411 室電機系閔應驊教授 (中國科學院) Research/Development of
Test Technology & FTC in Mainland China 85. 11.19.(星期二) 14:10 經濟系會議室 (A401) 經濟系滕曉雲
教授 (中央經濟系) Herd Behavior and Real Investment Flunctuation 85. 11.20.(星期三) 12:30 兩性與社
會研究室(C303) 兩性與社會研究室孫秀蕙教授 (政大廣告系) 性別與網路文化 85. 11.20.(星期三)
14:00 - 16:00 社人所研討室 (C304) 社人所莊英章教授 (中研院民族所) 福建社區田野的若干問題

85. 11.20.(星期三) 14:10 物理館 019 室物理系 Prof. William Bardeen (Fermilab) Meshanisms of
Electroweak Symmetry Breaking: The Role of a Heavy Top Quark 85. 11.20.(星期三) 15:00 - 17:00 綜一館
168 室 (交銀對面) 軍訓室應紹基博士 (中科院飛研所) 反登陸火箭 85. 11.20.(星期三) 15:10 原科大
樓演講廳原科系門中立組長 (核研所分析組) 感應耦合電漿光譜儀之儀器連線分析 85. 11.20.(星期三)
15:10 核工館 105 室核工系盧致遠博士 (世界先進積體電路公司副總) 微電子產業對工程物理專才之
期望與互動 85. 11.20.(星期三) 15:10 - 17:00 化工 B18 室化工系林松池教授 (中興化工系) 生物界面
活性劑產製與應用 85. 11.20.(星期三) 19:00 人社院大會議室(C310) 中文系陳萬益教授 (清大中文系)
從中國文學到台灣文學 85. 11.21.(星期四) 10:10 生命科學一館演講廳生科系陳培哲博士 (台大醫學
院臨床醫學所) Molecular Biology of Hepatitis D Virus: A Challenge and Chance to Explore Novel Cellular
Mechanisms in RNA Transcription and Editing 85. 11.21.(星期四) 15:10 工四館 511 室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吳聲昌總經理 (太巨科技)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FPC) Materials 85. 11.25.(星期一) 09:30 - 11:30 視聽
中心 5C 清大眷聯會呂正惠教授 (清大中文系) 管弦樂中獨奏樂器的欣賞解說 85. 11.25.(星期一)
16:10 - 17:00 綜三館數 201 室數學系 Prof. Klaus Schmitt (Univ. of Utah) Minimization Problems for
Noncoercive Functionals Subject to Constraints
＊其他活動＊
文藝與知性活動
日 期內 容地 點備 註 85.11.18.(星期一) 19:00 - 22:00 國際標準舞進修班教學活動中心展覽廳國標
社主辦 85.11.18.(星期一) 21:00 - 22:30 口琴初級班教學成功湖畔第二練習室口琴社主辦 85.11.19.(星
期二) 19:00 - 21:00 例行咖啡活動活動中心飲品社主辦 85.11.20.(星期三) 21:00 - 22:30 口琴初級班教
學成功湖畔第二練習室口琴社主辦 85.11.20.(星期三) 19:30 - 21:30 中國管樂示範解說 ─ 蔡介誠活動
中心演藝廳免費入場 85.11.22.(星期五) 18:30 & 20:30 電影(丈夫一籮匡) 清華大學大禮堂免費欣賞
85.11.23.(星期六) 08:30 - 17:00 新生學習成長營清大諮商中心報名電話: (03)5715313-4725
85.11.23.(星期六) 19:30 俄羅斯國家世紀民族舞團清華大學大禮堂寬宏工作室主辦 85.11.24.(星期日)
19:30 榮冠全國兒童鋼琴比賽清華大學大禮堂新竹市立文化中心主辦 85.11.24.(星期日) 風浪板的操
作與技巧成功湖帆船社主辦
附件: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三年級學生符東陽溺事件處理經過
85.11.10 12:30 校警隊據報相思湖有人溺水, 小隊長許俊雄立即前往處理, 並至游泳池請 救生員葉進
明先生協助。 12:36 救生員葉進明先生到達出事現場已有校警隊數人及圍觀人群, 而溺水三人 均已
沉入水中, 葉員立即下水救人 12:40 先救起建功國小五年級學生李惠婷。 12:45 再救起竹北高中一
年級學生王明仁,由 119 救護車送省立新竹醫院急救。 12:55 最後救起物理系三年級學生符東陽, 救
生員葉進明先生及路過之警消立即 實施急救, 但經測量已無脈搏, 隨即送往省立新竹醫院急救, 惟
省醫急診 室拒收 , 故轉送南門醫院。 13:07 軍訓室王志豪教官接獲校警隊小隊長許俊雄通知上情,
立即請胡漢平教官 前往省立新竹醫院處理, 並通知總教官, 學務長隨後趕到﹐同時查明學生 身份
( 當時溺水者身份不明 )。 13:35 瞭解學生身份, 立即通知學生家長、物理系呂助增主任及導師葉淑
卿教授。 14:10 南門醫院宣佈學生符東陽死亡。 14:40 獲知建功國小五年級學生李惠婷亦死亡。
16:40 符東陽父親趕至新竹南門綜合醫院。 17:10 經家屬同意將符東陽遺體移至省立新竹醫院太平間。
19:55 符東陽母親、阿姨、表姐等親屬趕至醫院。 20:30 學務長、胡教官陪同家屬至清大第一招待所

留宿。 21:00 胡教官與符生表姐陪同慈濟功德會約 20 人至太平間替符東陽頌經 85.11.11 06:40 胡教
官至醫院帶領法師與家屬至相思湖為符東陽招魂。 07:00 物理系呂助增主任在百齡堂與符東陽父親
早餐並交換善後處理意見, 致贈 慰問金伍萬元。 08:30 學務長、總教官、胡漢平、王志豪教官陪同
家屬至太平間等候法醫。 10:00 檢察官、法醫至太平間驗屍。隨即至相思湖現地勘查，並在駐警隊
召開臨 時偵查庭。 11:50 校長慰問家屬並由學生急難扶助基金撥貳拾萬元交符東陽父親。 13:00 青
工會、新竹市黨部、新竹慈裕同際會、長和宮管理委員會等代表至太平 間慰問家屬。 13:15 中國電
視公司代表於校長室向符東陽父親致慰問之意﹐並贈慰問金。 15:00 校長召集有關人員商討符東陽
同學義舉善後處理會議。 16:00 事務組陳青主任在百齡堂與家屬商討喪葬事宜﹐家屬同意委託新隆
發禮儀 社辦理喪葬事宜。 17:30 校長偕學務長、總教官、生輔組張任宏主任在第一招待所向家屬說
明校方 處理方案。 85.11.12 10:00 符東陽母親、妹妹回高雄處理骨灰安放事宜。 12:00 物理系同學
於小吃部前展開募款事宜。 20:00 符東陽父親將訃聞交給王志豪教官後趕回高雄。 85.11.13 08:30
軍訓室將訃聞分送各有關單位。 16:00 物理系同學於相思湖畔舉行追思會。 85.11.14 01:00 符東陽
父親返回本校。 10:00 學校發文給教育部﹐呈請表揚符東陽義行，並申請慰問金。 10:00 學務長請
王茂豐教官聯絡新竹慈濟功德會為符東陽頌經。 85.11.15 21:30 符東陽家屬於省立新竹醫院太平間為
符東陽辦理頭七祭祀。 85.11.16 10:30 王茂豐教官協助聯絡葬儀社人員與符東陽父親、總教官、事務
組陳主任、 宋先生洽商公祭事宜。 11:00 新竹聖心服務社來校慰問符東陽家屬。 14:30 軍訓室教官
洽請新竹蓮社為符東陽誦經。 85.11.17 20:00 校長召集主任秘書、學務長、總務長、總教官、物理系
呂主任、葉淑卿教 授、李家維顧問、學生代表討論符東陽公祭事宜。 85.11.18 09:30 符東陽家祭。
10:00 校長率全校師生代表及社會各界逐一進行公祭, 現場亦有多家新聞媒體採 訪報導。參加公祭者
有教育部長代表左少乙專員、省長宋楚瑜代表陳督學 、新竹市童市長勝男、高雄市長代表、中國國
民黨新竹市黨部主委、國代 、市議員及學校師生代表，場面隆重，備極哀榮。 11:00 公祭結束，由
王茂豐教官及物理系同學陪同符東陽胞妹至火葬場將符東陽 遺體火化。 85.11.24（預定） 14:00 符
東陽紀念碑落成，物理系將於相思湖畔舉行追思會，並有救生示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