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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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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 簡訊第 271 期第 4 頁『校園新興工程公告』
，景觀環境審議委員會成員名單漏列統計所趙所長
蓮菊， 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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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新聞＊
※第二屆東亞研究大學協會年會
東亞研究大學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簡稱 AEARU）係由包含本校在內
之東亞十三所研究型大學組成。其他十二所大學分別為香港科技大學、日本東京大學、東京工業技術
大學、大阪大學及筑波大學，韓國之韓國先進科技大學、浦項科技大學、漢城大學及大陸之清華、北
京、復旦及中國科技大學等。 該協會於去年組成，旨在探求協會各大學間之共同興趣，透過交流與
合作以促進東亞之教育學術與科技發展。第二屆校長年會及研討會於今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於日本
東京大學舉行，沈校長、理學院廖院長及工學院陳院長應邀出席。 本屆年會及研討會獲致數項具體
結論： 1.在網際網路上建立協會各會員大學之 home page。 2.籌辦「計算機科學」及「分子生物學
與生物技術」研討會，並研訂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交流 辦法。並決定「計算機科學」研討會由本
校主辦，將於明年三月下旬於本校舉行。 3.韓國浦項科技大學將邀請各校選派 3 至 5 名學生舉辦學
生營隊活動，以加強協會學生交流。 4.選擇代表東亞文化之圍棋為協會各校學生競技項目，明年開
始由韓國漢城大學、北京清華暨新 竹清華三校共同主辦。 另協會理事會（本校為五理事會員之一）
亦已決定明年三月間於本校召開。
※德州儀器公司捐贈儀器
德州儀器公司亞洲區副總裁李中興先生於 9 月 20 日下午代表該公司捐贈價值約 100 萬元的數位訊號
處理器系統與本校電機系。李先生並以「與成功有約」為專題演講，分享他個人成功的工作經驗與心
得。捐贈儀式由電機系系主任潘晴財教授代表受理。
※中華民國國立清華大學校友會成立，選出李遠哲院長為理事長
本校成立於民國元年與國同壽，台北市及新竹市校友分別於八十三年及八十四年成立台北市及新竹市

兩個地區性的校友會，該兩校友會於八十四年底發起籌組全國性的校友會並於今年九月七日舉行成立
大會，選出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擔任第一屆理事長。李理事長表示校友會除了連繫校友感情外，
應多關心學校發展，尤其是現在成立了清華文教基金會，希望校友多回饋母校，捐款協助學校而不是
只辦校友會的活動。
＊教務處＊
※期中學生意見調查表
教務處新設計一種教學意見調查表：
『期中學生意見調查表』
，適用於學期初或學期中，由教師自行調
查一至二次，做為改進教學之參考。『調查表』之磁片（word 5.0 版）及樣張已送給各教學單位。歡
迎各教師自行影印使用，其問卷題目及格式亦可自行修改以符合個別需要。至於期末之教學意見調查，
仍將由教務處統一作業。
＊研發會＊
※研發大樓社區小教室及 DIY 教室之使用概況及展望
一、使用概況 1.簡 介：由清華大學電腦研習社管理，包括 DIY 教室和社區小教室（分社區小教室一、
二）
。
目前僅開放社區小教室一，做為民眾網路室使用。 2.現有裝備：電腦１１部（８
台４８６，３台２８６）
，集線器。 3.使用方式：每人每小時１０元，須登記證件。 4.服務項目：電
子佈告欄 BBS、全球資訊網 WWW 及電腦諮詢。 5.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17:00~21:00
星期六：13:00~21:00
星期日： 9:00~21:00 6.電 話：03-5715131-5133 二、未來展望 未
來計劃擴充至二十部電腦，兩間小教室各十部。提供專屬電子公佈欄，WWW Server 電腦教 學服務
等。 如有任何問題及建議，請 E-mail 至 br841528@cs.nthu.edu.tw 或電洽分機 7388 黃力行。
＊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組團訪問北京清華大學
人社院同仁在前院長曹逢甫教授領隊下，於八月二十九日前往香港、大陸作為期九天的訪問，參加成
員有中文系的蔡雄祥、林聰舜，外語系的謝燕隆、梁耀南，經濟系的張國平、賴建誠，社人所的張維
安，哲學所的吳瑞媛、趙之振，歷史所的陳啟雲以及語言所的曹逢甫，共十一位教授。訪問了香港科
技大學、中文大學及北京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社會學院，上海復旦大學、社科院，其中的訪問
重點是北京清華大學。 在北京時，訪問團同仁住在清大的近春樓，此樓位在朱自清寓所「荷塘月色」
的荷塘畔，景色怡人。新竹、北京兩個清大的人社院同仁有數次溝通的機會，增進了彼此的了解並為
未來進一步合作交流奠定了基礎。地主的誠意感人，熱誠的接待令人難忘，訪問團也在甲所餐廳以洋
酒中餐回請以表感謝之意。他們很重視這次交流，每天行程結束後，接待人員還連夜在近春樓大廳中
交換意見，檢討得失。 明年六月初，北京清大人社院將會組團回訪，比較具體的交流計畫可望在彼
時達成。我們希望在北京清大回訪時也能熱誠接待，使雙方的交流能順暢的發展下去。 ※有獎徵求
人社院館公共空間使用規劃 目 地：讓人社院除教學、研究外，成為可以休憩、悠遊的地方。範 圍：
二樓大廳、三樓辦公區前通道、民主講堂（C 區 2F 電梯出口）
、蘇州庭園（C 區 4F）
等

處。方 式：文字、設計圖均可；全面或局部規劃不拘。對 象：全校師生均歡迎。獎 金：第一名 3000
元、第二名 2000 元、第三名 1000 元。收件截止日期：八十五年九月三十日。收 件 處：人社院院長
辦公室 李足卿小姐。
＊藝術中心＊
※1996 華婉藝文季－清大文化公園
活動日期：1996 年 9 月 22 日~11 月 10 日 每週日 13:30~17:00
地 點：清華大學成功湖畔
內
容：1.湖畔藝廊：主要展出攝影、原住民雕刻藝術、版畫作品
2.露天咖啡座
3.戶外音樂會：鋼琴、大提琴獨奏、弦樂四重奏、佛拉門哥吉他
4.戶外表演：小劇場、
布袋戲、兒童劇場、即興舞蹈、相
日期/時間：85.9.29.(星期日)16:00~17:00
地 點：成功湖
畔第二練習室前走道
內 容：中國笛/翁柏偉，鋼琴/簡明慧
現代南管/江之翠劇
團 ＊專題演講＊ 日期／時間
地
點
主辦單位
演講者
題
目 85.9.24(星期二)15:00
綜合三館 203 室 數學系
張景中院士 定理機器證明
楊 路教授 85.9.25(星期三)14:10 物理館 019 室
物理系倪 維斗教授
牛頓「自然哲學數學原
理」概念的形成 85.9.25(星期三)15:30
化學館地下樓
化學系
何世延教授
Effect of
dipole moment on the
演講廳 ( B07 )
polymerization reaction 85.9.26(星期四)15:00 綜合三館 203 室 數學系
張景中院士 定理機
器證明
楊 路教授 85.9.26(星期四)14:10
物理館 207 室 物理系
郭西川博士 Cavity QED without cavityapplication of Ion trap in quantum optics
＊其他藝文活動＊
※清華眷屬聯誼會活動
日期／時間
內 容
地 點
其 他 9/23(星期一)
家庭投資理財規劃 科
學園區竹村三路 9 號
台北投資理財專家 9:30~11:30
林建鋒先生
至善樓 蕙竹
社
9/25(星期三)
愛在心裡口常開
清大視聽中心 5C
台北新好男人-趙寧
9:30~11:30
趙 寧先生 9/30(星期一)從 原貌到變貌詮譯
第二行政大樓 8F
美國華盛頓大學歷史博士 9:30~11:30
張愛玲的小說
陳芳明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