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簡訊第 274 期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創刊 行政大樓公關室
本期共 4 頁 民國 85 年 10 月 7 日出刊 校內電話 5060 FAX：5721429
(本期簡訊同步刊登於電子佈告欄 NTHU. ANNOUNCE)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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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學友之家開幕了
籌備多時的「新竹自然學友之家」，將在普天同慶的十月十日正式的開幕。開幕當天將安排各項精彩
的活動及演講。上午十點為開幕典禮，接著將介紹如何使用自然學友之家的資源及活動內容。下午兩
點，將舉辦第一場的演講，由台灣鯨類研究專家，台灣大學動物系周蓮香教授主講「尋鯨記」
。 「新
竹自然學友之家」位於本校研發大樓（大門與東側門之間紅磚色二層樓房）的一樓。最初設立的目的
是沈校長提出了建立學校與社區之間的互動關係，讓學校資源也可以提供給社區民眾分享的觀念。之
後經由本校當時借調至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擔任館長的李家維教授提議，在校區內最精華的地段，設
置了這一個提供社會大眾認識與學習自然的地方。 國內第一處「自然學友之家」設立在自然科學博
物館，新竹「自然學友之家」是第二處。本校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合辦的「新竹自然學友之家」的
設置經費是來自學校的支援，加上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贊助。但是未來各項的經營經費將朝向爭取地方
各界人士的支持；未來的工作人員與義工，也都希望由地方人士參與。所有的標本和收藏，儘量以地
區性的自然生物為主，希望這裡會有新竹地區的特色。目前內部設置有靜態展覽室及動態操作室兩大
部分。展覽室內搜集了各式各樣的標本，有植物、螃蟹、鳥類、貝殼等等。除了許多同學們自行製作
的標本之外，也有一些熱心民眾捐贈的珍貴標本，和借自科博館、新竹鳥會及本校生科系的珍藏。靜
態展覽室是希望教導認識自然生物的知識、觀察及研究方法的介紹。例如各位愛好自然的朋友，可以
將家裡的收藏帶到自然學友之家來，讓大家分享大自然之美，或是查閱標本名稱與詳細生態資料等等。
在動態操作室內，有標本製作及顯微觀察的工具，讓民眾可以自己動手觀察及製作標示，並將其成果
直接展示出來。除了這些開放的空間之外，新竹自然學友之家亦會定期舉辦活動，除了有演講之外，
也會有實際操作的活動，讓民眾不只是用看、聽，更能有機會學習動手做。 新竹自然學友之家，期
望能成為新竹地區的自然資源中心，除了繼續擴充展覽內容、舉辦演講及活動之外，更計劃利用新竹
地區充沛的網路資源，將台灣的自然世界與生物資訊廣送到全世界。 以後民眾將可非常方便的利用
各地的全球資訊網 (WWW), http://web.nthu.edu.tw/~nca/home 直接看到自然學友之家的收藏、書目
及活動， 達到全民教育的目的。 自然學友之家未來的開放時間將是星期一至五 15:00 ~ 21:00， 星
期六、 日為 13:00 ~ 21:00，
（全年正確開放時間將隨時公佈在網路上）
。 除了不開放給六歲以下的幼
童使用，以及小學生必須由家長或大人陪同之外，歡迎所有的人前來利用。相關的活動預約、 問題
解答、 標本捐贈、 參加義工服務或是捐助基金， 都可以利用電話 03-5715131 轉分機 5130 查詢。
＊ 教務處＊
網路選課
本校擬於八十六學年度起實施《網路選課》，取消劃卡方式的選課流程。新的選課步驟將分為：初選

（分二階段）及加退選。選課時間暫訂如下： (一) 初 選 第一階段：期末考前一週至期末考後３天。
興趣選項及人數限制科目事後以亂數 處理，選課初步結果會送學生電子信箱。 第二階段：開學前３
天至開學後 3 天辦理補選或改選其他課程。選課結果於網路 上即時顯示，人數限制科目依選課順序
至額滿為止。 課務組依此階段 選課結果印出點名單， 學生加退選表（一式二聯，導師、課務組各
持 一聯）供學生辦理加退及導師輔導選課。 (二) 加 退 選 開學後第３週在網路上辦理。 不論是否
辦理加退選，加退選表均須經導師、系所 主管輔導簽核後，由系所辦公室彙整送課務組。 課務組依
此最後加、退結果印出 學生選課查對表（一式二聯，導師、學生各持一聯）。 選課結果如有疑義，
以導 師簽核之加退選單為準。 (三) 第二階段退選 自開學後第八週起至期末考開始前二週截止。 學
生至課務組索取退選單辦理（人工處理）
。 本校師生如對新選課方式有任何寶貴的意見, 歡迎大家利
用內線電話 5052 提供給課務組做為規劃改進的參考。
＊ 總務處＊
化工館前廣場規畫
千呼又萬喚，化工館前的廣場近日已展開公共藝術景觀空間之規畫。預計於十一月由藝術中心對外公
開徵求各界設計作品。完工後將使水木清華的校園更加出色。敬請期待，並請多多提供創意卓見。
＊ 學務處＊
諮商中心活動
本校諮商中心本學期舉辦「美術心靈成長工作坊」，提供參與者一個自由揮灑的空間。在林惠愛老師
的帶領下, 參與者無須具備特殊的繪畫技巧, 只需盡情地用「心」彩繪出內心的世界, 藉此在過程中
察覺內在的情感, 開拓心靈的領域, 深入潛意識中探索自我, 增加對自己的瞭解及成長。 本活動自
10 月 9 日起每週三下午六點至八點半在本校諮商中心大團諮室舉行。活動共九週, 費用 ( 含講師費、
材料費 ) 為 2500 元。有興趣者請電 5715131 轉 4725 清華大學諮商中心報名。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計通中心十月份服務課程列表
日 期/時 間類 別 課 程 名 稱主 講 人 85.10.14.(星期一) 19:00-21:00 DOS 中英文文書處理-漢書
5.0 介紹姚素雲 85.10.15.(星期二) 19:00-21:00 WIN31 資料庫系統簡介彭勝龍 85.10.16.(星期三)
19:00-21:00 UNIX UNIX 上的 Mail System 林貞伶 85.10.17.(星期四) 19:00-21:00 WWW WWW 世界與應
用周文正 85.10.18.(星期五) 19:00-21:00 OZ OZ 區計算環境陳世明 85.10.21.(星期一) 19:00-21:00 MAC
麥金塔入門(一) MUC 85.10.22.(星期二) 19:00-21:00 WWW WWW 的安裝與設定黃立岐 85.10.23.(星期
三) 19:00-21:00 UNIX UNIX 上的環境設定林貞伶 85.10.24.(星期四) 19:00-21:00 DOS PC 的工具程式謝智
泓 85.10.28.(星期一) 19:00-21:00 MAC 麥金塔入門(二) MUC 85.10.29.(星期二) 19:00-21:00 WWW 如
何建立 HomePage:HTML 之使用周文正 85.10.30.(星期三) 19:00-21:00 DOS PC DIY (上) 伍 智 注意事項：
1. 上課地點:綜二大樓 5 樓訓練教室。 2. 報名地點:請於每次上課日期前一星期至綜二大樓 2 樓諮詢
室登記。 3. 登記後因故不克參加者,請於開課前告知,以便將座位讓與他人使用。 4. 登記人數不滿

10 人者,則取消課程,並於上課前一日公佈於 nthu.ccc 與本中心佈告欄上,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5. 缺課
若達(含)3 次以上者,將停止本學期的登記資格。
＊專題演講＊
日期/時間地 點演 講 者 題 目 85.10.8.(星期二) 14:10 經濟學系會議室（人社院 A401）江永裕教授
A schumpeterian Model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Growth 85.10.9.( 星期三 ) 12:30 ~ 14:30 歷史所研
討室（人社院 A302 ）黃一農教授明清傳華紅夷大砲測準技術之研究 85.10.9.(星期三) 12:30 兩性與
社會研究室（人社院 C303）趙彥寧博士裝扮與呈現—從交感巫術談起 85.10.9.(星期三) 15:10 ~ 17:00
化工 B18 化工系蔡春進教授氣膠科技與環境工程
＊其他藝文活動＊
清華眷屬聯誼會活動
日期/時間 內 容 地 點 10/14 - 11/3 觀賞余進長鄉土繪畫展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 十月十四日上午
9:30 於清大藝術中心舉辦素人畫家余進長鄉土繪畫展。余進長以放 大鏡用白圭筆像繡花般一絲絲地
勾勒出一幅幅充滿鄉土味的動人畫作。當日上午十一 點鐘有開幕茶會，他本人並將為大家進行導覽
解說。 大禮堂活動 * 「漢唐樂府」本月 15 日晚間 19:30 於本校大禮堂舉辦。 「漢唐樂府」以優
雅的南 管音樂與「梨園劇」細膩婉約的曼妙舞步所融合創編而成，今年九月並於歐陸各國巡 迴演出。
從十月一日起於市立文化中心、展書堂、清大水木書苑、交大書局及科學園 區福利社售票，票價 150
元。詳情請恰清華劇場籌設小組 TEL:(03)5723685。 * 光輝的十月十日晚上七點半， 於本校大禮堂
有吉他大師艾略特‧菲斯克（ ELIOT FISK ）的表演，艾略特是古典吉他大師安得魯‧塞哥維亞的嫡
傳弟子，曾經在 1980 年的義大利國際吉他大賽獲得首獎。新竹場免費入場，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