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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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新聞
＊ 電機系陳光禎教授當選本年度十大傑出青年
第三十四屆十大傑出青年於本月四日揭曉，本校電機系陳光禎教授以科技與學術的優秀成就當選。陳
教授於三十二歲時就選上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會 (IEEE) 資深會員，擔任二十多次國際會議分項主席
或議程委員，五種國際著名期刊編輯，並擔任電腦區域網路國際標準制定會具投票權委員，是國內首
次以自發研究成果主導重要國際標準者。而在去年十月，更以優異的科技成就，突破中共重重的外交
封鎖，於四年一度的聯合國科技高峰會議中演講，實為本校與全國之光。 本校三位教授獲「傑出人
才講座」 本校歷史所陳啟雲教授、黃一農教授，與化工系薛敬和教授，獲得「財團法人傑出人才基
金會」的八十五年度第一期「傑出人才講座」。
＊教務處＊
課程委員會開會決議
本學期第一次校課程委員會於八十五年十月五日（星期三）召開，主要決議如下：一、同意各學系八
十五學年度專業必修科目之修訂。二、軍訓、護理改為選修，不再列為全校共同必修科目。三、八十
六學年度起各學期開課之科目，其課程內容說明及修課相關規定將公布於網路，提供學生選課之參考。
各教學單位新開之課程須先將中英文科目名稱及課程內容說明（格式另訂），提教學單位之課程委員
會認可後送課務組建檔。過去已開課之科目尚未將課程內容說明送教務處者，以後再開課時亦須比照
辦理。課程內容有修訂時亦同。 讓數字說話 — 本校男女同學比例 根據教務處的資料顯示, 本校大
學部目前共有男生 2503 人, 女生 1027 人, 男女生比例是 2.43:1。 而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近三
年來, 每年所招收的大學部新生中, 女生佔全年級人數的百分比分別是前年的 27%, 去年的 29%, 以
及今年的 30%, 逐年提高中。只是若把研究所的學生一起計算在內, 那麼全校男女生的比例就成了
3.14:1。看來研究生的男女生人數差別還是蠻大的。 另外一個數字是， 本校今年招收大學部新生 1027
人， 碩士班新生 823 人， 博士班新生 144 人，合計本年度共招收新生 1994 人。因此各年級人數
為大學部 3530 人，研究所學生 2569 人，全校學生總計 6099 人。
＊學務處＊
暑期宿舍修繕逐步完成
本校學生宿舍計十九棟，每年由總務處編列數百萬元預算進行整修工作，然而大部份宿舍陳舊，致使
年年的宿舍修繕無法善盡人意。近二年來學務處頻獲同學與家長的反應，經多方協調，已自校控款撥
出四百五十萬元，由學務處主導進行今年暑期的修繕工作。 幾個月來總共進行一百多項工程。目前

所剩的工程為文齋頂層之防水防漏與原誠實餐廳之改建。因這兩項工程較大，程序上由總務處營繕組
發包，九月底開始施工，預計可在三十個工作天完成，我們也懇請包商盡量不要妨害到原宿舍或旁邊
周遭的安寧。去年我們爭取到一筆錢把原誠實餐廳二樓整修，做為同學的娛樂與休憩空間。另外義齋
地下室的球檯亦已完成。今年我們規劃把誠實餐廳的底層（原為廚房、管路間）改裝為讀書間，讓一
些想在深夜唸書的同學有一去處。另外，假如可再爭取到經費，學校計劃整頓洗衣間，並將周遭畸零
地整理成簡單的戶外休憩場所。最近，傳來清齋幾間寢室的牆壁有嚴重剝落問題，經學務長、生輔組
主任等人實地堪察，發現整棟清齋的牆有防水問題。學務處刻正緊急簽呈，請求校控款支援整修。 同
學們如對宿舍有問題，請隨時向管理人員及教官反應，如屬緊急或是以前的反應一直未獲回應者，可
逕自報告生輔組張主任，學校會儘速辦理。但請同學瞭解，一般宿舍修繕有其程序上之手續，有時無
法即時完成，敬請見諒。我們會盡量協調有關單位執行。不過，同時也要呼籲同學們發揮舉手之勞，
便可對宿舍整潔稍盡棉薄之力，請大家共同維護宿舍區的安寧與清潔，因為「我們不是過客，都是清
華的主人」。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調整游泳池開放時間
體育室為擴大對全校同仁及同學之服務，將週一至週五游泳池開放時間延至晚間九時。 游泳俱樂部
籌備成立近日對游泳有興趣之同仁正籌備成立游泳俱樂部。凡有意者請與通識教育中心唐國英教授聯
絡（分機 4570）。
＊ 專題演講＊
日期/時間地 點主辦單位演 講 者題 目 85.10.15.(星期二) 14:10 經濟學系會議室 (A401) 經濟學系
林向愷教授 (台大經濟) Private Consumption, Non-Traded Goods, and Real Exchange Rate: A
Cointegration - Euler Equation Approach 85.10.15.(星期二) 15:00 - 16:30 人社院 A 區 2 樓階梯教室圖書
館吳玉愛小姐 (人社分館) 中西文參考工具書之利用 85.10.16.(星期三) 10:40 - 11:30 綜三館 837 室統
計所趙維雄教授 (中研統計) The Analysis of Unequally Spaced Longtitudinal Catagorical Data: A
Continuous Time Approach 85.10.16.(星期三) 14:10 物理館 019 室物理系管惟炎教授 (清大物理) 玻色
- 愛因斯坦凝聚與高溫超導 85.10.16.(星期三) 14:30 哲學所研討室 (A306) 哲學所吳瑞媛教授 (清大
哲學) 精神分析理論的結構與定位 85.10.16.(星期三) 15:10 核工館 105 室核工系 陳碧灣先生 (台灣
光罩) 光罩製作技術 85.10.16.(星期三) 15:10 - 17:00 化工 B18 化工系 白蓉生先生 (電路板雜誌) BGA
85.10.16.(星期三) 15:30 化學館地下演講廳 (B07) 化學系 陳國美教授 (中山化學) V-J Correlations and
Fluorescence 85.10.16.(星期三) 15:00 - 16:00 綜一 168 軍訓室翁慶隆博士 (中科院航研所) 戰機結構
材料及系統 85.10.16.(星期三) 16:00 - 17:00 綜一 168 軍訓室鄧世剛博士 (中科院航研所) 戰機設計
製造及同步工程 85. 10.16.(星期三) 20:30 - 21:30 醫輔大樓一樓講堂衛生保健組劉鴻珠老師 (清大生
科) 輕鬆有趣的免疫學淺談 85.10.17.(星期四) 14:10 物理館 207 演講室物理系 張慶瑞教授 (台大物
理) Magnetoresistance in Magnetic Films 85.10.18.(星期五) 12:30 兩性與社會研究室 (C303) 兩性與社
會研究室范光棣教授 (成大藝術所) 性的謎思 85.10.18.(星期五) 14:00 語言所研討室 (B305) 語言所
李範文教授 (寧夏社會學院) 西夏語的支屬與未代漢語西北方音的關係 85.10.21.(星期一) 09:30 11:30 交大電子資訊大樓一樓會議室清大眷聯會四次元命理地理研究中心生命與生活 - 談如何將日
子過得更愉快 85.10.21.(星期一) 15:10 綜三 201 室數學系黃光明教授 (交大應數) 群試問題和應用

85.10.21.(星期一) 16:10 綜三 201 室數學系康素珍教授 (中研數學) Complex structures on tangent
bundles of Riemannian manifolds and some rigidity property
＊其他活動＊
清華眷屬聯誼會活動─跳蚤市場
日 期內 容地 點備 註 10/18（五）、10/19（六）跳蚤市場清大東院聯誼室 9:30 - 17:00 10/20（日）
跳蚤市場光明新村與科學園區竹村 9:30 - 12:00 一年一度的跳蚤市場義賣曾經幫助了少年觀護所、德
蘭中心、雛妓救援、創世基金會及清寒學生等等，而今年我們將和園區蕙竹社一起為新竹青少年中途
之家— 藍天家園募款。盼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讓我們積少成多，以棉薄之力為社會盡一份關懷。 若
您願意參與這個活動，捐出您的舊愛，請在十月十六日（星期三）之前與各區負責人聯絡，或直接送
往東院聯誼室。 詳情請洽行政單位負責人常東萍 ( 分機：5258) 或許家陵 ( 分機：4364)。
u 文藝與知性活動
日期/時間內 容地 點備 註 85. 10.15 (二) 19:30 - 21:30 漢唐樂府清華大學大禮堂票價 150 元 85.
10.16 (三) 19:30 中壢合唱團表演清華大學大禮堂免費欣賞 85. 10.17 (四) 19:30 美國長笛家與鋼琴家
- 柯琳寶與施嘉女士聯合演奏會交大光復校區活動中心二樓演藝廳索票電話: (03)5731958 85. 10.20
(日) 09:00 - 17:00 壓力免疫工作坊諮商中心團輔室請電分機 4725 報名 85. 10.20 (日) 14:00 - 16:30 文
化公園 - 流浪藝人系列清大成功湖畔免費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