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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材料系趙育伶、陸曉慈、林品宏、邱士鳴同學榮獲「工程倫理個案處理競賽獎」
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參加中國工程師學會青年工程師委員會在逢甲大學舉辦之首屆「工程倫理個案
處理競賽」，在五校共七隊中，計逢甲三隊、中原、成大、交大、清大各一隊，榮獲第一名，為吾校
爭光，特此祝賀！
◆八十四學年度校務會議各常設委員會及議事小組委（成）員名單
校務發展委員會：朱國瑞、沙晉康、彭宗平、潘晴財、王 旭、董傳義、 林永隆、李敏、周更生、張
維安、彭明輝。 校務監督委員會：黃光治(主席)、蔣亨進、趙蓮菊、李雄略、金重勳、 賀陳弘、王
懷權。 仲裁委員會：湯廷池(主席)、林哲雄、江祥輝、阮約翰、葉君棣、黃瑞星、 施純寬。 議事小
組：董傳義、開執中、葉銘泉、趙蓮菊、朱國瑞、蔣亨進、蔡春鴻。
◆「我是清華人」系列活動報告
「在現實的考慮中，不忘記理想。在理想的追求中，不脫離現實」壹．主辦目的：最近天下雜誌 1995
年四月份做調查最愛那個大學的畢業生，本校所得名次居十三名，為此我們想藉舉辦「我是清華人系
列活動」來探討清華人的特質，清華人對自我的期許及外界對清華人的看法。 貳．督導單位：課外
活動指導組。 主辦單位：學生會、電腦研習社、電子通訊社、雙週刊、園訊、經濟 商管學生會、中
工會、思言社、台研社、戲劇社、自然保 育社、攝影社、山地服務社等社團。 協辦單位：祕書室、
公關室、視聽中心。 參．活動時間：八十四年十一月及十二月 肆．活動系列：
一．問卷調查
及訪談：
(一) 問卷發出及回收
１.84 年 11 月 1-24 日問卷由學生會、經商會、雙週刊、
思研 社、山服社及中工會負責發出及回收。 ２.問卷回收狀況： 問卷調查項目 發出問卷 回收 回
收率 清華人對自己期許問卷調查 4000 1566 39.2% 清華同仁對清華同學及環境看法問卷調查 400
96 24.0% 清華校友對清華人的看法問卷調查 1000 98 10.0% 友校同學對清華同學之看法問卷調查
1000 203 20.0% 企業界對清華人印象調查 500 29 6.0% 3. 經統計結果如下： (A)清華校友對清華人的
看法問卷結果： (1)您對清華人的看法，你覺得清華人有那些特質？ 樂觀進取、學習能力強、研究
熱忱且專注、潛力無 限、專業知識豐富、自視過高、不太負責任。 (2)您覺得清華人有那些缺點？ 眼
高手低、不合群、不修邊幅、視野不寬宏、敬業精 神不足、個人主義太重、對社會關懷不夠、好高
騖 遠、無人生規劃。 (3)您覺得清華的師生關係、導師制度如何？ 大部分認為流於形式，無法發揮
實質效益。 (4)在清華得到什麼？在那方面得到最有影響？ 社團、課業、交友、志向之確立、資訊
完整、圖書館 功能強、不斷追求知識的慾望。 (B)友校同學對清華同學之看法問卷調查結果： (1)
你對清華的總體印象 1. 很好 24.6 % 2. 好 30.0 % 3. 普通 36.9 % 4. 不好 7.4 % (2)你覺得清華人的
態度上 1. 很親切 8.9 % 2. 很冷漠 10.3 % 3. 很高傲 28.1 % 4. 不清楚 56.1 % (3)你覺得清華學生處
理事情的方法 1. 很有條理、循序漸進 13.3 % 2. 很明快 8.9 % 3. 普通 39.4 % 4. 拖拖拉拉，沒效率
15.5 % 5. 其他 22.7 % (4)你覺得清華學生的讀書風氣 1. 好 49.3 % 2. 普通 13.3 % 3. 不好 3.9 % 4.
不清楚 32.0 % (C)清華人對自己期許問卷調查結果： (1)你以身為清華人為榮嗎？ 1. 是 55.6 % 2. 沒
感覺 33.4 % 3. 深以為恥 2.0 % 4. 其他 4.9 % (2)對你就讀科系 1. 滿意 67.9 % 2. 不滿意 17.1 % 3.

其他 12.7 % (3)你對清華最不滿意的 1. 交通問題 55.5 % 2. 行政效率 17.4 % 3. 師生關係 8.8 % 4.
其他 12.4 % (4)你與導師相處的關係 1. 融洽 18.1 % 2. 普通 48.6 % 3. 冷淡 24.9 % 4. 其他 7.2 % (5)
清華令你滿意之處( 可複選 ) 1. 理想的研究環境 59.8 % 2. 同學和睦 19.2 % 3. 與世無爭、美麗安詳
的世外桃源 51.7 % 4. 培養自己能力、發展抱負的好開始 32.1 % 5. 其他 10.8 % (6)清華令你不滿的缺
憾( 可複選 ) 1. 不是完全大學、偏重科技 47.2 % 2. 生活環境單調 47.8 % 3. 課業太重 24.9 % 4. 同
學間冷淡 17.3 % 5. 其他 15.5 % ４．綜合而言，有關大學教育，本校師生之看法，如下之對照表： 大
學教育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可複選 ) 清華同學 教職員 (1) 培養偉大的文豪、科學家、政治家 17.6 %
21.8 % (2) 培養專才促進社會發展 74.5 % 79.2 % (3) 影響社會風氣 48.4 % 61.5 % (4) 其他 9.3 % 9.3
% 大學教育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可複選 ) 清華同學 教職員 (1) 知識的傳授 54.3 % 83.3 % (2) 人格
的薰陶 44.4 % 65.6 % (3) 待人處事的培養 54.7 % 58.3 % (4) 瞭解自己的性格，發現自己的人生目標
70.1 % 61.5 % (5) 其他 5.0 % 6.2 % (二）訪談清華大學附近 46 商家，其題目及結果如下： (1) 你理想
( 期望 )中的清華學生應具備哪些特質？ 目前所見的清華學生符合你的期望嗎？ 答：有一顆謙沖而
善良的心。有氣質，活潑熱情，待人接物 親切有禮。守秩序，工作態度認真，善用時間。與社會 能
積極互動，熱心公益。符合期望度： 佳：10；普 通：20；差：3；沒意見：13。 (2) 你印象中清華
的學生有那些特別的優點或缺點？ 答：因人而異，大體來說-- 優點：有親和力，客氣、團結、進取、
活潑、有理想、 談吐佳、有禮貌、節儉、怕羞、自主性強、有書 卷氣。 缺點：車子亂停、自傲、
不重視工作紀律、小氣、玩得 太晚。 其他：頭髮太長、愛錢、拼命打工、脾氣火爆、穿著隨 便、
講話過大聲、瞧不起學歷低的人。 (3) 你有沒有特別對那一所大學的學生印象深刻？ 答：台大：常
上電視、有思想、有主見、高傲、名氣大、氣 質動人。 清華及交大：較不易分辨兩者。一般來說，
清華較親切 活潑。交大較重視工作，負責任。 (4) 你對本校有何寶貴建議，請提供？ 答：不要污
染環境，提供學校活動之資訊給社區，物價上漲 時、希望學 生不要電腦連線抵制，「文化公園」能
持 續下去，是否考慮增設夜間部，機車不要亂停，小吃部 的構造已經陳舊，希望多舉辦讓校外 人
士能夠參與的 活動，提供上課課程表或演講資訊、充實社區鄰居 的生 活，圖書館放寬開放限制。（三）
調查結果公佈： A: 讓數字說話： 時間：84 年 11 月 24-27 日 問卷回收後之分析報告張貼於海報
牆、各齋、網路、及系館 公布欄。( 由思言社及統計所做分析報告 ) B: 媒體宣傳： 時間：84 年 11
月 25-27 日 公佈訪調結果後，請師長及學生代表發表評論於網路及海報 牆上。( 由電通社廣播訪
調結果及評論 )
二．網路 call-in 節目： 84 年 11 月 27、28 日二天，藉由網路 call-in，師生共同
來討論 清華之人事物及清華人該有之形象。 三．2200 清華開講(大家談)： 84 年 11 月 29 日晚上 9:00
- 11:00，藉由本校電台邀請校長、三 長、各系系主任及教授代表對話，分別談談彼此對清華人的看
法、 學校之事務及清華人該 有之形象。
四．
「我是清華人」全校開講： 84 年 11 月 30 日晚上
假本校綜二 8F 國際會議廳。請校長、三長及 學生代表對訪調結果溝通座談。經由座談結果，讓清華
人瞭解理想 的清華人特質、自省及 未來。 (電通社廣播座談內容)
五．名人座談： (1) 84 年 12
月 1 日下午 15:00 -17:30，假本校綜二 8F 國際會議 廳，請國內知 名學者李遠哲、企業家張忠謀、施
振榮及天下 雜誌代表殷允芃等至本校演講。從天下雜誌分析企業界對各大學 評估到清華問卷結果，
藉由演講幫助清華人認識自己，談清華人 未來應走的路。 (2)座談會實況報告 國立清華大學，在台
灣一向享有盛名，而許多清大學生亦以 生為清華人為榮，於是在小小的清華園中，大家都自視為天
之 驕子，沉醉在自我的幻象之中。天下雜誌的一次調查，重重的 敲擊了這個夢幻的清華園。在企業
界的眼中，清華大學畢業的 學生，其受歡迎的程度竟排名第十三，清華人開始迷惑，認不 清自己，
乃決定走出這封閉的清華園，去問問別人，清華人究 竟是什麼；也問問自己，我是什麼。 名人座談
會是這次「我是清華人」活動的高潮，它究竟為這 次活動劃下了一個完美的記號；或仍是得不到任
何結論？以下就 是這一次座談會的重點摘要。這次的座談會，來賓均是重量級知 名人物。會中請到
了兩位企業界中享有盛名的人物：台積董事長 －張忠謀先生和宏碁董事長－施振榮先生。請他們來

談談在企業 界眼中的清大特質；在學術界方面則是現任的中研院院長－李遠 哲先生。請李院長以學
術界的角度來剖析清大的校風和制度，並 以校友的身份來談談清大；也請到了天下雜誌的召集人－
蘇育 琪，為我們解釋這次天下雜誌所做的調查，為何會如此的出乎我 們的預料。 座談會的前段是
由三位來賓做簡短的演講；後段則是問卷調 查結果和問答的部分。以下是這三段演講的摘要： 演講
者：張忠謀先生 主 題：未來四十年的世界（八十三學年度畢業典禮演講詞） 摘 要：張先生所看到
的為未來四十年有七個趨勢。第一個趨 勢：世界會繼續縮小，而國與國的競爭會更激烈。第二 個趨
勢：參與式的管理將成為未來的主流。第三個趨 勢：終身教育將成為人們之間競爭的重要條件。第
四個 趨勢：科技將瀰漫未來四十年的工作及生活環境。第五 個趨勢：法律將被依賴為唯一的行為規
範。第六個趨 勢：人際關係將演變到因個案、因事的短期結盟。第七 個趨勢：人生價值觀將被重估，
取金錢至上而代之的將 會是多元化的價值觀。 演講者：施振榮先生 主 題：宏碁邁向全球化企業的
心路歷程 摘 要：施先生認為宏碁以創新代替傳統，而宏碁的精神在於挑 戰困難、突 破瓶頸和創造
價值，以求龍夢成真。施先 生亦認為在國際上，台灣產品的形象並不好，因此定出 一套形象塑造策
略：要先求高定位，再求知名度；並不 斷以創新提高形象；運用媒體與廣告：分期付款長期累 積（放
長線釣大魚）
。 演講者：李遠哲先生 主 題：談學風和教改 摘 要：首先談到了學校給人的印象，舉
了北大、交大、清大及 廈門大學四所學校給與人的印象，引出了他認為每個學 校都要有自己象徵、
意味與意義。學校要有自己追求的 響亮目標。學生和學校要雙向選擇，學生為了要達成學 校理念而
來，而學校以訓練自己要訓練的學生為目的， 挑選自己需要的學生。李院長認為達到這目的，要先
由 辦學理念著手，從內部建立自己的校風，再以學校特色 吸引學生，而非分數高低。使每個清華學
生都是為了念 清華大學而來。又提到了訓練創造力、團隊精神、尊重 他人文化及不斷學習的重要，
而不要只重視「人類已經 解決過的問題」
。又認為大學是「革命團體」
，追求創 新，學生運動是可蓬
勃的。 雙向交流：對於將來台灣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兩位董事長都同意－「人」將是未來台灣最
大的優勢，因此培養高素質的人才，是未來學校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對於企業界在錄取時要如何判
斷一個人是否有能力這個問題，兩位董事長都認為學歷和學校分數不能太差，因為畢竟也只能參考這
些資料；另張董事長認為可以從面試看出一個人的能力，而施董事長則認為進入公司後，每個人都是
平等的，不再有學歷和成績的差別，而從工作中就可以看出一個人的能力。兩位董事長也都肯定學術
上的進步會帶動企業升級，因此企業和學術界要緊密結合，也都有意願投資學術上的發展。李院長提
到大學教育目前缺失時，再度重申大學真是一個「革命團體」。又提到目前訓練出來的大學生缺乏自
我探尋問題的能力，教授要加強學生自我學習能力，提供學生自我學習環境。而並非一味只是告訴學
生標準答案。施董事長則覺得目前學校太打擊學生「信心」
，他認為學校應該是提供人相當「信心」。
李院長也認為今日的教育是以智力為導向，而不注重能力的培養，但未來學校應注重能力的培養，並
以團體合作的方式來培養團隊精神。在學習方面，李院長認為學習應以社會為體系，以養成終身學習
的習慣。這也是李院長目前從事教育改革的目標。對於這次天下雜誌調查的真實度，蘇小姐認為毫無
問題，她覺得可能是因為清大較重視研究，因此從企業人才的角度來看才會排名如此。而李院長則以
半開玩笑的口吻，勸清華人不要太過緊張，他認為也許是清華人的專業人才太多、素質太高，大多數
的企業根本用不到，因此排名不如人，也許等我們的科技水準夠高了後，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這次
的座談會就在問答結束後，進入了尾聲。這次的座談會究竟是一次稱職的終章，又或只是個草草的收
尾，就留待清華人去判斷了。 六．自我認識戲劇營： 84 年 12 月 9 日由戲劇社辦理戲劇營之表演
訓練和情境模擬，認識 自我、反省自己。藉由活動以藝術表現認識自我，達到建立清華人 的認同以
及新形象。
七．清華校園巡禮活動： 84 年 12 月 10 日，由本校自然保育社主辦，與社會人士一
起倘在 水清木華的校園中，共享多彩多姿的大學生活，清華人本身認識自 己所身處的周遭環境。 八．
視障園遊會： 84 年 12 月 10 日，假本校大草坪由盲友會、炬服社及資源教室聯 合舉辦。藉此活動
以啟發清華人之愛心並發揮清華之愛。愛心溫暖 了社會，所帶來的關懷也照亮了清華人的心。 九．

關懷社會攝影展之記錄及回嚮： 84 年 12 月 20 日至 30 日，由本校攝影社假本校水木二Ｆ走廊，將 在
系列活動期間依藝術或記錄之眼光拍攝照片展出，並期引起師生 反省之空間。藉著「關懷社會」的
藝術之旅引領我們走入清華人圓 滿的人文心靈。 十．拍攝「我是清華人」系列活動之記錄及回嚮：
擬於 85 年三月份辦理，由本校台研社拍攝訪談結果及活動期間記 錄資料加以整理、放映、討論，活
動在於引起同學反省的空間，並 且經由一起反省建立新的清華精神。讓我們回顧活動期間點點滴滴
來策勵清華人的未來。 伍、結語： 經一個月的籌劃，由問卷及訪談展開「我是清華人」系列活動，
兩個多 月活動，主 要仍希望身為清華的每一份子能自省中，找出未來應走之 方向，就誠如我們在
問卷封面敘述「清華的進步，需要您的參與」
，進 入多元的二十一世紀，每一位清華人將會走他自己
選擇的路,但是,我們 希望「在現實的考慮中，不忘記理想。在理想的追求中，不脫離現 實」
。這個清
華精神,將永誌每一個清華人的心底。
◆總務處通報
一、有關本年度實施校務基金後，會計帳與財產帳相符而產生之壹萬元以下 之零星設備採購，仍以
經常費出帳；唯如有整批採購時，則保管組以財 產入帳，會計室以設備費入帳，耐用年限到期後，
再以整批一次報廢除 帳方式列管。 二、同類同項物品單價在壹萬元以下總價在五萬元以上以整批採
購為原則， 本年度暫以設備費列支，下（八十六）年度後，會計室配合支用原則邊 列經費資門比列，
年度執行時，則仍依規定辦理（耐用年限在兩年以下 或單價不得超過壹萬元者屬經常費）。
◆總務處有關「清大狼蹤、校警吃案」一事始末說明
有關 84 年 12 月 15 日自由時報、中國時報以及ＢＢＳ站等記載有關「清大狼蹤 校警吃案？」一
事本處說明如下。 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時校警隊接獲交大電信系傅姓學生來隊告知昨日（十二日）下
午十四時左右在梅谷有校外女生請求援助，謂一身高約 160cm 年齡不詳之中年人對兩女猥褻，由於
一名女生大聲呼救而驚嚇歹徒，故強暴未能得逞。現傅生於該地段發覺一可疑男子與昨日兩女所述甚
同，故請校警前往逮捕。 因玆事體大，校警通令各崗待命，由孫小隊長陪同傅生步行前往，機巡由
體育館方面包抄攔截，到達目的地果見一名傅生所指可疑男子。 由於被害人至今未正式提出報案，
且確實情形不詳，故傅生於當日下午與受害人聯 絡，唯受害人不願出面，且希望事件就此結束，更
要求傅生不要再與他們聯絡。
本案被害人始終未露面未報案，校警隊係根據交大傅生報案作以上
處理，而媒體卻以「清大校警吃案」作報導，如此容易誤導學生讀者且影響本校聲譽，本處在此提出
嚴重抗 議，並希望各類媒體爾後在處理類似事件宜多費心。 日前校園內再度傳出類似之事故，本處
除已要求校警隊加強防範外，最重要是提醒女同學仍要千萬小心，注意自身安全，決不可單身行經僻
靜處。師生仍若發現有可疑人物或事件，請速與校警隊聯絡。
◆各項會議決議事項
一.84 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討論決議事項 本校教務章則，配合大學法、大學法實行細則、暨大學學
生學籍共同處理規則之修訂，已重新擬訂修正，目前經教務會議通過修訂完成者有學生修讀「雙主修」
及「輔系」兩辦法，並報教育部備查中，俟奉准備查後，即行公佈實施。新舊辦法主要不同點： 雙
主修部份： 1.增訂：(1)「修讀雙主修學生，其畢業學分數須比本學系及加修學系最低畢業學分數較
多者多四十學分以上」
，以避免兩系學生，各互選對方學系為雙主修，而其畢業總學分有所差異。 (2)
「修讀雙主修學生，因故不願繼續以本學系為主修學系者，經本學系及加修學系同意，並依轉系之規

定與程序審查通過後，准予轉入加修學系，並註銷修讀雙主修資格。」，以避免轉系不成之學生以修
讀雙主修之方式達到轉系目的。 (3)申請條件須「未修讀輔系」者。 2.取消： (1)申請條件中操行、
體育及軍訓成績之設限。 (2)放棄雙主修應繳交所選修有關雙主修全部科目之學分費之規定。 輔系
部份： 1.增訂： (1)修讀雙主修之學生不得再申請修讀輔系。 (2)申請輔系須經本學系及輔系系主任
之同意。 (3)符合本學系畢業規定之學生，如未修滿輔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延長修業年限尚未屆
滿，得繼續肄業，但以一年為限。 2.取消：放棄輔系應繳交所選修有關輔系全部科目之學分費之規
定。 二.84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84.10.17,84.11.28)討論決議事項 1. 通過『仲裁委員會組織暨議決
細則』。詳如下： (1)國立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仲裁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乃依據國立清 華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二條組成，為本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之一。 (2)本會對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六條所規定提交本會仲裁之事項，進行調 查討論及仲裁，並將對第一項第一、二款之裁決結果送
交校務會議追認。 (3)本會在調查期間，得邀請相關之學術與行政主管或當事人列席，必 要時並得
召開公開或非公開之聽證會，以廣納意見協助各委員之判 斷。若牽涉法律相關問題時，並得諮詢本
校法律顧問。 (4)仲裁事項若遇到當事人為本會之委員、或由當事人提出正當理由聲 請本會委員迴
避者，該委員皆應迴避，並不計入「應出席全體委員人數」之內。 (5)關於仲裁事件之文書與言詞辯
論之記錄及錄音，由秘書室就每一事 件編訂卷宗以供結案後存檔，檔案內容除校長及本會主席外，
不得查閱。 (6)裁決事項之最後決定以應出席全體委員人數三分之二（含）以上為通過。 (7)投票採
記名方式。本會委員對非公開討論的內容及相關決議，有保密的義務。 (8)本細則經本會通過暨校務
會議同意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2.修正通過組織規程中教育部有意見條文。 3.通過資訊系增班 。 4.
維持校發會決議：「未來申請新設系所，其優先順序排列，授權校長視 整體需求排 列」。 5.追認通
過『仲裁委員會』所釋：凡領有『主管職務加給』者皆為『學術與行政主管』
。 6.通過『榮譽博士學
位授予辦法』。詳如下： (1)本校榮譽博士學位之授予依本辦法辦理。 (2)凡具有以下列條件之一者，
得為榮譽博士學位候選人。 a.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b.對文化、學
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c 對本校有特別重大貢獻者。 (3)榮譽博士學位候選人由各學院推
荐，經校長召集初審小組初審，再 提交本校榮 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複審通過後授予之。 (4)本校
榮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教務長、研究發 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共同教育委員會
主任委員、各學院院長、及教 授代表五人以上組成之。 (5)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經 84.11.28.校務會議附帶決議：第四條文中 "教授代表五人以上組成之"。教授代表由五學院
各至少推選一名。 7.修正通過教師升等審查辦法部份條文。
◆文化公園推出「夜之湖畔」營造溫暖而浪漫的聖誕夜
十二月份的「文化公園」戶外活動，廿四日晚上在清大成功湖畔舉行，環繞著「夜之湖畔」這個主題，
以營火、水燈、燭光、燈籠、彩繪玻璃、音樂和表演節目，營造一個既溫暖而又充滿浪漫氣氛，愉快
而不流於喧鬧的聖誕藝文晚會。 從今年四月份陸續展開的「文化公園」系列活動，定期在每個月最
後一個禮拜天下午舉行，節目包括湖畔藝廊、戶外音樂、林蔭表演、粉筆彩繪和露天咖啡。這個活動
曾吸引了從臺北到苗栗的數千人潮，清大附近商家並主動反應，希望該活動可以持續舉辦。十二月份
這場活動，除了改在夜間舉行，活動內容也將全部更新。 十二月廿四日下午四點，西田社布袋戲團
將在湖畔演出「虎鼻師」，為晚間的文化公園「夜之湖畔」暖身、造勢。布袋戲在五點落幕以後，湖
畔整個樹林將被亮片和彩帶裝飾起來，玻璃屋內的燈光照亮著一片片彩繪玻璃的絢麗故事、石桌上燭
光搖曳，而林梢則點綴著各種不同形態的燈籠，營造出浪漫而又截然不同於一般聖誕夜的氣氛。散落
在林蔭下的營火，除了營造氣氛，更可以驅除寒意。七點左右，數盞水燈將被引燃，漂蕩於湖面，拉
開「夜之湖畔」的序幕。七點半到十點之間，音樂與表演節目將陸續上場。表演節目除了短劇「？」

之外，還有以藝文界、學術圈及時局為題材的脫口秀。音樂節目將由兩個室內樂團擔綱，並配以銅管
和打擊樂器，以便在浪漫、溫馨而抒情的旋律中，穿插輕快、亮麗而溫馨的節慶色彩。此外，湖畔玻
璃屋內提供熱飲與糕點，怕冷的觀眾可以躲在裡面觀賞節目或聊天。 清大藝術中心策劃的「潤八月
中秋音樂晚會」，曾以動聽的中西名曲，吸引了五千人潮。這次以「夜之湖畔」為主題的藝文晚會，
同樣懷著「雅俗共賞」的企劃理念。不過，「夜之湖畔」和中秋音樂晚會最大的不同點，是強調觀眾
的主動參與。因此，音樂表演的曲目中，將會穿插些耳熟能詳的曲目，希望觀眾能隨興唱和；另外一
部份曲目，則安排給觀眾隨興起舞。除此之外，表演區外的湖邊空地也將築起數處營火，供觀眾圍聚，
自己進行唱歌、詩歌朗讀、演奏、講故事等自發性活動。主辦單位鼓勵觀眾帶自己喜歡的樂器、詩集、
故事和話題，來這裡和家人、好友共度一個難忘的夜晚。
◆洪瑞麟礦工系列
清大藝術中心於十二月十八日至元月五日展出「洪瑞麟礦工系列展」展出時間：週日至週五（週六休
館）十二點三十分至十九點。 出生於 1912 年的洪瑞麟，畢業於以前衛精神為其特色的日本帝國美
術學校，與楊三郎、陳德旺等同為台灣留日的前輩美術家。但是，回台灣後，他既沒有急著到歐洲再
進修，也不刻意維持他和畫壇同儕的聯繫，而在礦坑內當了三十五年的礦工，並娶了工頭的女兒，成
為礦工的一份子。這個抉擇，反應了洪瑞麟對繪畫和生命的態度，並從而建立了他在台灣畫壇獨特的
地位。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葉，是歐洲宣揚人道主意最熾熱的年代，不但文學如此(如法國的雨
果和俄國的托爾斯泰)，繪畫亦然(如米勒、杜米埃、吉爾倍)。在文學家和畫家的宣導下，一向被知識
份子漠視，其貌不揚而口拙於言的勞動階級，反過來成為知識份子贊嘆、感佩、乃至崇敬的對象。紅
瑞麟在學生時代深受這股信念與畫風的影響，使他決定既成為礦工的一份子，也成為他們的代言人。
在洪瑞麟的礦工系列作品中，我們完全找不到習見的繪畫特色：它不漂亮，色彩晦暗，線條不精緻，
結構不嚴謹。古典繪畫的特質在他的作品幾乎蕩然無存。但是，對洪瑞麟來說，他的礦工系列作品只
是想忠實呈現礦工真實的生活內涵與生命特質，而不想去雕鑿、藻飾。地底的生活是晦暗的，礦工的
生命氣息是質樸、直接、粗曠的，所以精緻優美的線條，以及過度講求而有的嚴謹結構，反而有悖洪
瑞麟在礦工系列作品中所想呈現的面貌。因此，在面對洪瑞麟的作品時，我們必需拋棄習以為常的成
見，從一個較不熟習的角度，去接近洪瑞麟的礦工系列作品。 為了引導觀眾去玩味洪瑞麟的作品，
我們特地徵得作者同意，將蔣勳一篇數萬言的論文重新輸入電腦，並輸入相關藝術史圖片近百張，做
成電腦導覽，以利觀眾閱讀該文。由於蔣先生這篇論文已涵蓋洪瑞麟的生長背景、學習過程、繪畫風
格與繪畫思想等多種角度，因此本中心未再另外規劃其它文字導覽。不過，為了幫助觀眾更直接地掌
握洪瑞麟作品的特質，我們特地設計了一個電腦導覽單元，比較洪瑞麟和盧奧、古爾倍等相近畫家的
異同。 此外，為了引導剛入門的觀賞者，不讓他們覺得無聊，我們特地設計了一個 Game：「礦工的
一天」，希望引導觀眾藉洪瑞麟的畫，粗略地體會一下礦工在地底的生活狀況，並進而對洪瑞麟的創
作背景有一粗淺的瞭解。最後，我們在現場提供一組「有獎拼圖遊戲」。我們從展出作品中取十件作
品的局部畫面當謎題，希望觀眾能設法去辨認出這些局部所屬的原畫。藉此，我們希望可以引導觀眾
較深入體會展出作品的線條和構圖特色。(藝術中心彭主任明輝編)
◆ 關懷視障園遊會
為配合全國十二月視障週暨清大盲友會之義工、讀者聯誼，清大盲友會與全國各視障團體於本月十日
上午九時卅分在清大大草坪舉辦一場熱鬧溫馨的「關懷視障愛心園遊會」。在教務長陳信雄先生的隆
重開鑼儀式後，活動正式展開。活動內容包括美食、童玩、遊戲、視力保健義診、眼鏡清洗調整服務、

視障者工作成果暨日用品展、視障體驗活動等，會中還穿插盲人「黑門搖滾樂團」與本校迴聲社的演
唱，而本校跆拳社同學也有精采的動感表演。 另外，十時至十二時在第一講堂亦同時舉辦「聯誼座
談」
。首先由主席暨清大盲友會創辦人李家同先生致辭，隨後由教育部科技顧問室陳文村主任進行「優
良義工表揚」，接著則進入座談會的主題：由北市愛盲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鄭龍水立委主講「認識視障
者」
，及伊甸殘障服務基金會主持的「視障者就業經驗分享」
。會中就「視障者工作機會與發展」
、
「庇
護性工廠與就業市場的注意事項」
、
「在新職種中的心理調適」
、
「視障者就業的困難與需求」
、
「視障者
適性的工作機會」等主題進行討論，而座談會也在台上、台下廣泛且熱絡的雙向溝通中圓滿結束。 下
午二時至晚上八時則於清大大禮堂舉辦「電影義演」，播放的是甫獲本年度金馬獎多項提名與最佳原
著劇本獎的影片－「熱帶魚」
，幽默逗趣的劇情，吸引許多盲友及附近民眾前往觀賞。 總括而言，此
次活動十分成功，當天暖暖冬陽裡隨處可見面露笑容的盲友與陪同志工，熙來攘往的人群中更不時傳
來燦爛笑聲，不但達到盲友與義工聯誼的效果，也吸引了不少附近民眾的參加，且進而關心「視力保
健」與「視障」的問題。除了感謝許多團體和民眾的參與、贊助外，我們更期盼下一次「打開心窗，
關懷視窗」的愛心盛會早日到來！
◆ 特約商店一覽表
《餐廳》特 約 商 店 電 話 住 址 悅棧港式酒樓 (035)729777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95 號 2 樓 (帝國
大廈)西餐廳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95 號 23 樓 聚豐園餐廳 (035)322099 新竹市光華一街 63 號 2 樓
竹美餐廳 (035)326336 新竹市自由路 95 巷 12 號 活力餐廳 (035)230301 新竹市中正路 28 號
海
霸王圍爐 (035)335571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470 號 阿伊達西餐廳 (035)335301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838
巷 2 號 哈薩克餐廳 (035)255305-6 新竹市經國路二段 166 號 天天自助火鍋城 (035)346033 新竹市民
主路 146 號 2 樓 滿慶樓大餐廳 新竹市中正路 175 之 6 號 4 樓 雅啤川菜餐廳 (035)250600 新竹市中
央路 355 巷 10 號 半分利小吃店 (035)728769 新竹市建功一路 38-2 號 京華茗園行 (035)727015 新
竹市千甲里水利路 83-3 號 澎海漁村海味餐廳 (035)421069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379 巷 12 號 可口亞複
式餐廳 (035)612110-1 新竹市公園路 216 巷 34 號 註：竹美餐廳喜慶宴會訂席１０桌以上，需事前簽
妥訂席合約。 以上餐廳本校教職員工生憑證享受九折優惠。 《旅遊》鳳凰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分公司 (035)339119 新竹市民生路 169 號 12 樓 東南旅行社新竹分公司 (035)253425 新竹市大
同路 17 號 長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公司 (035)234177 新竹市延平路一段 39 巷 14 號天鈴旅
行社有限公司 (035)220888 新竹市北大路 424 號 優惠服務：出國手續、訂購機票及相關事項查詢。
《旅館》中信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035)257852 新竹市中央路 106 號 璞園商務旅館 (035)422727
新竹市民權路 193 號 新竹優仕大飯店 (035)213151 新竹市少年街 47 號 台北優妮大飯店
(02)3943121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1 號 7 樓高雄星辰大飯店 (07)7252918 高雄市中正一路 134 號 台
南優仕大飯店 (06)2265241 台南市民權路二段 118 號 7 樓 優惠服務：房租八折優惠，需外加一成服
務費。 《租車》八達、空港租車旅遊股份有限公司 (035)721139 新竹市東光路 104 號 福特新天王
星 富 豪 九人座巴士 三陽雅哥 (VOLVO) (2000 cc) (940GLE) 單程 雙程 單程 雙程 單程 雙程 基本
時數清大 一 中正機場 1000 1300 1200 1700 1300 1600 ３清大 一 台 北 市 1300 1600 1600 2300
1600 2300 ５ 清大 一 基 隆 1600 2000 2100 2800 2100 2600 ６ 清大 一 桃 園 1000 1300 1200
1700 1300 1600 ３ 清大 一 苗 栗 700 900 800 1100 1200 1600 ３ 清大 一 台 中 1500 2000 1900
2500 2100 3000 ５ 備 註 :１．富豪車未含過路費。 ２．天王星、雅哥及九人座巴士含駕駛、公路
費、乘客險。 ３．每逾一小時加收 200 元 《沖印》佳美快速彩色沖印社 （九折優惠） (035)71631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526 號 長鏡頭專業沖印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490 號《書局》文采書集（九折優惠 ）
(035)729700 新竹市博愛路 《體育用品》人人體育用品社 (035)518586 竹北市中正西路 38 號 １．

鞋類、衣服、配件：七五折 ２．球類：八二折全勝運動器材行 (035)720279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396
號 １．鞋類及各項運動器材：八折 ２．運動服裝七折, 名牌八折。 ３．桌拍：八五折。 ４．特價
品恕不折扣。 《娛樂》武陵保齡球館 (035)336696 新竹市武陵路 242 號 １．比照會員辦理 ２．每
局便宜十元。華揚保齡球館 (035)788148 新竹市關東路 23 巷 66 號 《裝璜》昱匠企業有限公司
(035)226240 新竹市西大路 578 號 6 樓 C 室 《車輛維修》永慶汽車新竹服務廠 (035)327173 定期保
養、一般檢修、鈑金等零件皆九折優惠。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338 號重光實業有限公司 (035)322137 新
竹市中華路一段 34 號 汽車保養、維修之零件、工資皆以九折計價。榮獅汽車有限公司 (035)7251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818-1 號 《鐘錶》精準鐘錶眼鏡行 (035)720385 新竹市建功路 11 號 １．時鐘及
換鏡片九折優惠 ２．錶及隱形眼鏡六折優惠勝美隱形眼鏡公司 新竹市東門街 155 號 １．鏡架六折
２．鏡片五折 ３．隱形眼鏡六折
４．太陽眼鏡六折 祝福佳節※歡樂連年 願您新的一年充滿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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