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簡訊第 276 期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創刊 行政大樓公關室
本期共 6 頁 民國 85 年 10 月 21 日出刊 校內電話 1006 FAX：5721429
(本期簡訊同步刊登於電子佈告欄 NTHU. ANNOUNCE)
**簡訊訂於每週一出刊，截稿時間為每週四中午十二時正，請全校師生同仁多利用並提供訊息
**公關室電話自十月十八日（星期五）中午起更換為 DID 門號，校內分機 1006，校外可直撥(03)5731006
＊全校新聞＊
**八十五年全校運動大會
本校將於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二）在本校田徑場舉行運動大會。學生請向各班體育幹事或班代表報名，
教職員工請向所屬單位報名。報名表請於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下午五時以前，送交體育組職員辦
公室郭龍飛先生處（分機：4675）。新體育館備有趣味競賽器材，歡迎借用練習。
**學生議會第二屆議長選舉
本校學生議會於十月十六日（星期三）舉辦第二屆的議長選舉，參選人為電機九六級清班的陳宏銘與
中語九八級的翁銘華兩位同學。投票結果翁銘華以三十三票過半數獲選八十五學年度的學生議會議
長。
**有獎徵求人社院院景素描作品
目的：作為人社院發行明信片，以及美化院館之用。格式：不拘。對象：全校師生眷屬均歡迎獎金：
第一名 3000 元、第二名 2000 元、第三名 1000 元。收件截止日：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五）
。收件處：
人社院院長辦公室 李足卿小姐。（參賽者請捐出作品，提供人社院使用，謝謝！
**校際體育競賽成績
本校溜冰社在十月十二、三日所舉辦的全國大專杯溜冰比賽中獲得多項獎項，並獲得女子團體總錦標
第二名與男子團體總錦標第二名，僅敗於國手級的台東師院。 另本校男排隊參加「永信杯」大專組
（共 25 隊）比賽，獲得全國第四名的佳績。
＊教務處＊
**八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議召開
教務處將於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於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召開八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教務會
議，重要討論事項如下： 1. 學位證書「印信」是否採用套印案。 2. 指導教授需具專任教師資格後，
對退休教授繼續指導退休前所指導尚未畢業 之研究生，其身份認定事宜。 3.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
訂草案。

**學分費繳交事宜
本學期繳交學分費之日期訂於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一）在風雲樓一樓，統一集中辦理。學分費繳交標
準請見出納組在網路及各公佈欄之公告。
**二階段退選案徵求意見
依據本學期第二次教務會議討論，訂出二階段退選案，並徵求建設性意見。決議如下： 1. 課程退選
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退選截止日期與加選截止日期相同（開學後三週）
，第二階段退選自開學後第
八週開始至期末考開始前兩週截止。 2. 第一階段退選之科目不記載於學生成績單上。 學士班學生
退選後所修學分數第一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 3.
第二階段退選之科目仍記載於學生成績單上， 但成績登記為「退選」（英文成績單為「W 或
Withdrew」）。 第二階段退選需繳交退選手續費，退選後所修學分數不得低於第二條之規定
＊總務處＊
**風雲三樓新增攤位
本校風雲樓餐廳於十月十七日（星期四）起新引進牛排店與素食店，歡迎全校師生品嚐鑑賞。
**本校總務處營繕組工作業務分配表
責任區工作分配 區 域土木工程負責人聯絡方式水電工程負責人聯絡方式 所系教學區林榮武分機：
5093 徐朝宗分機：5094 公共建設區李燕佳分機：5095 廖忠獻分機：5096 眷舍區張國榮分機：5097
潘俊勳分機：5098 學生宿舍區林德嫻分機：5265 簡坤池分機：5266 專業任務分配專 業 項 目負 責
人聯 絡 方 式備 註 自來給水瓦斯系統電話管溝 許朝宗 分機：5094 緊急狀況電話： 5555
050-334641 高壓供電所系館舍送電 廖忠獻分機：5096 合約定期維護合約定期維護 消防發電機電梯
空調設備 潘俊勳 分機：5098 合約定期維護合約定期維護合約定期維護選擇性合約定期維護公用路
燈鍋爐設備簡坤池分機：5266 定期維護定期維護
＊圖書館＊
**歡迎您來試用 QPAT-US 專利全文資料庫檢索系統
l 試用期限: 自即日起至 85 年 10 月 31 日止 l 系統位址: http://www.qpat.com/ l 收錄範圍: 涵蓋 20
年以上的美國專利全文 (1974-present) l 查詢步驟: 1. 在『Welcome』畫面上選取 "QPAT-US FULL TEXT
SUBSCRIPTION DATABASE" 2. 在 『Full Text Subscriber Start Page 』畫面選取 "Begin Standard Section" 3.
鍵入 userid 及 password USERID: qpat <按 Tab 鍵> PASSWORD: fulltext <按 Enter> **IDS 資訊查詢系
統提供本校師生免費試用試用期限 ：自即日起至 85 年 11 月 15 日止 IDS 位址 ：http://www.csa.com
簡介： IDS(Internet Database Service) 是由 Cambridge Scientific Abstract 公司所提供之資訊服務， 使
用者可透過網路即可正確快速的查詢八十種以上科 技性期刊資料庫。 收錄範圍：以科技性資料為主，
包涵醫學、生物科學、環境科學、工程科學、水產及海洋科學。其收錄年限除提供近五年之最新資料

外並可回溯至十年，資料每月更新。使用者可依篇名、作者、關鍵字等檢索途徑並利用布林邏輯查得
相關資料。 (請利用本館 www 最新消息,可免輸入帳號密碼直接進入查詢) 系統查詢步驟： 1. 在
Home Page 畫面上選擇 "Access Internet Database Service" 項目 2. 在 Internet Database Service 畫面
上選擇 "Access IDS Version 2.1" 項目 3. 鍵入帳號密碼並選擇 *Access IDS* 項目 username： oct32
password： oct3232 4. 在 Subject Category Men**畫面上選擇您要的學科範圍 5. 在 Database
Selection List 畫面選定您要的資料庫（可多重選擇） 6. 在 Query Form 下即可依據您的需求輸入
author、title 或 keyword，並可加上布林邏輯、切截等功能進行查詢；於 expert box 欄位並提供指
令快速查詢（詳細操作說明請參考線上功能 "Searching the IDS"） 7. 檢索結果可利用"Mark"選定欲顯
示（View）或 download（capture） 之詳細書目資料或簡目，進一步存檔、列印或 E-mail 傳送
＊專題演講＊
日期/時間地 點主辦單位演 講 者 題 目 85. 10.21.(星期一) 09:30 - 11:30 交大電子資訊大樓一樓會
議廳清大眷聯會四次元命理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委員生命與生活 - 談如何將日子過得更愉快 85.
10.22.(星期二) 14:10 經濟系會議室 (A401 室) 經濟系張文雅教授 (輔大經濟) Anticipated Inflation in a
Monetary Economy with Endogenous Growth 85. 10.23.(星期三) 14:10 物理館 019 室物理系牟中瑜教授
(清大物理) Statistical Physics in Non- Equilibrium Surface Growth 85. 10.23.(星期三) 10:10 輻生所演講廳
(A307 室) 輻射生物研究所楊嘉鈴教授 (清大生科) Molecular Mutagenesis of Chromium Compunds 85.
10.23.(星期三) 15:30 化學館地下演講廳(B07 室) 化學系 Prof. W. Jackson ( Univ. of California)
Understanding the Photochemical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Comets through Laboratory and Hubble Space
Telescope Obersvations 85. 10.23.(星期三) 15:10 化工 B18 室化工系彭耀寰教授 (台北技術學院化工系)
Degradation of biorefractory compunds by ozonation- biotreatment process 85. 10.23.(星期三) 15:00 17:00 綜一 168 室軍訓室張以冠博士 (中科院飛研所副所長) 制空飛彈 85. 10.24.(星期四) 10:10 生命
科學一館演講廳生命科學系張固剛教授 (國防醫學院生化所) Identification of metal- binding site of
pigeon liver malic enzyme by metal-catalyzed oxidation and site-directed mutagenesis 85. 10.24.(星期四)
14:10 物理館 207 室物理系朱仲夏教授 (交大電物) Andreev Level Tunneling in Mesoscopic
Superconducting Junctions 85. 10.24.(星期四) 15:30 物理館 207 室物理系黃衍介博士 (Stanford
University) Photon-Electron and Photon- Photon Energy Exchange: Laser- Driven Accelerators and
Nonlinear Optics 85. 10.28.(星期一) 09:30 - 11:30 科學園區竹村三路 9 號 至善樓 蕙竹社清大眷聯會康
來新教授 (中大中文系) 紅樓夢的生活美學 85. 10.28.(星期一) 14:10 生命科學一館演講廳生命科學
系 Dr. P. Chock (NIH, USA) The mechanism of Substrate Channeling
＊其他活動＊
**文藝與知性活動
日 期內 容地 點備 註 85. 10.24.(星期二) 19:30 台灣告白—歲月流轉 50 年（演出單位：歡喜扮戲團）
清華大學大禮堂票價 150 元
**歡喜扮戲團簡介
本校「清華劇場籌備小組」於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邀請國內備受矚目的老人劇團「歡喜扮戲團」

前來新竹演出。該劇團為台南魅登峰劇團後第二個老人劇團，成立後便受到國內外各文化團體的重視，
曾於去年（民國八十四年）十月獲英國邀請參加「倫敦懷舊藝術節」
，在當地演出造成轟動。 十月二
十四日即將於本校演出的戲碼為「台灣告白—歲月流轉五十年」，此乃該團的第一個作品，以台灣光
復五十年為創作題材，由幾位老人演員結合台灣民粹藝術的靈魂人物，娓娓道出台灣近五十年的生活
變遷，讓觀眾一同回顧台灣歲月的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