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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甄試入學報名狀況
本校自七十七年舉辦碩士班保送甄試以來，每年均選拔諸多學子進入研究所深造。本學年度配合新大
學法之修訂，擴大舉辦。除錄取名額增為往年兩倍之外，並接受全國各大專院校學生之申請。 本次
總計申請人數為 308 人，其中以電機、動機、社人三所申請人數最為擁躍，依次為 51、44 及 34 人。
甄試申請人中，本校大學部學生共計 189 人，外校學生共計 119 人，詳細情形請見下圖。 表一：
各所申請總人數表二：本校學生及外校學生分布圖
＊清華之光＊
◆83 年度世界十大傑出青年
一九九四年國際青年商會在日本召開年會，我國中央研究院暨清華大學教授胡紀如教授榮獲世界十大
傑出青年。胡紀如現年四十一歲，畢業於台灣大學，後來留美獲得史丹福大學博士，旋即任教於美東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民國七十九年返台服務，任職於中研院暨清華大學，先後獲得美國仕朗獎、亞洲
傑出青年化學獎，去年榮獲我國十大傑出青年獎，這次更上層樓，獲得世界十大傑出青年獎，為國爭
光。
◆83 年度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頒授中山學術著作獎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公佈本年度中山學術著作及文藝創作二項得獎人名單，共有十人獲獎, 其中三位
係本校教授榮獲中山學術著作獎。
王俊秀教授（社人所）－環境社會學的出發－讓故鄉的風水有
面子。 許世壁教授（應數所）－氣體力學、彈性力學、數、理生態學論文共二十 七篇。 楊孝德教
授（生醫所）－生物訊號傳遞和疾病的作用機制論文共六十篇。
◆83 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十大優秀青年工程師
本校工學院電機系陳光禎教授，33 歲，馬里蘭大學電機工程碩士及博士， 從事無線電通訊工程科技
之研究，不僅在國際上獲得學術界肯定並擔任三種國際期刊之編輯，同時其部份研究成果亦獲得採用
為國際標準之架構，此次榮獲 83 年度中國工程師學會十大優秀青年工程師殊為難得。
◆ 83 年度教育部學術獎
本校資訊系陳文村教授榮獲八十三年度教育部工科學術獎, 得獎著作為平行處理系統及通訊網路論
文集。陳教授為加強研發電腦與通訊科技，促進我國電腦與通訊工業之升級，並於本校成立「電腦與
通訊研發中心」，該中心已於十一月份開始正式運作。
◆83 年度光學工程學會學生論文獎

本校電機系何明洲同學（ 81 年 6 月清大電機學士及 83 年 6 月清大電機碩士）參加 83 年光學工
程學會學生論文獎甄選獲頒學生論文獎榮譽。去年本校潘金山同學，亦獲頒此獎，指導教授均為曾孝
明老師。 光學工程學會以推動光學科學與技術研究發展為宗旨，今後將朝向擴大光學工程學會涵蓋
領域以增加服務之對象、技術標準化之制定、加強學會會員之資訊提供、擴大獎勵措施培養優秀光電
人才及增募資金以推展會務。
◆全國程式設計比賽
本校資訊系同學參加教育部所主辦之全國程式設計比賽表現優異，本次比賽大學部取特優一隊，優等
兩隊，佳作三隊。本校同學分獲特優（馮正青、潘仁義、鄭泰輝、廖立祥）
，優等（辜善群、馬南康、
劉沛川、林葵宏）及佳作（王輝龍、鍾一新、李金松、張秤嘉）。其中特優隊伍並將代表我國赴美參
加世界程式設計比賽。 ＊醫療保健篇＊ 家庭醫師制度 本校為維護及保健全校師生健康，特與省立
新竹醫院情商試辦家庭醫師制度，並先由專任教員 ( 含研究人員 ) 及眷屬試行，由省立新竹醫院推
薦五十餘位各科主治醫師負責義務諮詢等醫務相關問題，如果試辦情形良好，再作推廣。請同仁多加
利用。詳洽祕書室。
夜間緊急醫療服務網 學務長的話
學期初義齋管理員黃添福先生於深夜兩點多時因心臟病突發臥倒宿舍浴室，後送醫不治死亡。有不少
學生在網路上提出建立「夜間緊急醫療救護系統」，園訊上亦有呼應。幾個月，我們一直為校內危機
處理與意外事件處理的流程做溝通與規劃的努力，只是礙於人力財力限制，一直未能有突破，玆謹將
實情以報，並擬訂一些適時可行之道。 事實上，要成立「一個夜間緊急醫療救護系統，有專門的醫
療人員，具急救常識和工具以及送醫工具。」（引用學生的建議）是有實質上的困難，首先人員是一
大問題，現在學校的衛生保健組有護士兩人，醫生全是兼任，僅在白天時段為全校師生服務。我們曾
希望值晚班的醫生在晚上六點至九點駐校都無法達成，更遑論夜間的醫護人員。如需夜間醫療，則每
晚勢必至少有醫生、護士各一人，而又不能每晚都要求值夜班，故至少須有兩組以上之人員輪值，依
校方現階段之人事編組，根本不可行。再來，有關送醫的車輛亦無法添購，因校方的車輛數有規定，
並不是我們有錢就可以隨便買，即使有車，亦須有司機。同理，司機至少需兩人，人事上亦無此編制。
再者，徒具司機並不能完全解決突發事件，車上的醫療配備必須有某種程度上的裝置，才能在偶發時
及時給予救助，而這些設備費其實是一大筆數字。以上所言，都是一些受限制而無法施展的困境。但
玆事體大，吾人實不能坐視。不過，在現今台灣的大學中，除非學校內有醫學院附設醫院者，否則遭
遇的處境可說與清華類似，非常無奈，而這種無奈感也迫使我們想出一些應急的方式。 以現階段而
言，如學生夜間在校內有需急救或送醫者，請急電 3333 駐警隊與 6666 教官室。 駐警隊有一輛校
內巡邏車可提供必要的支援，而教官室每晚都有輪值教官可提供及時的人力支援與協調。（事實上，
義齋黃先生的事件，即是學生打電話至教官室，輪值的周教官再打 119 召來急救車）。 我已請總務
長囑咐駐警隊在此方面的車輛支援，日後應無問題。（上次義齋黃先生事件，因屬心臟病突發，大家
在現場時不敢搬動他，故未使用駐警隊之巡邏車，而乾乾苦等救護車計有二﹑三十分鐘之久，延誤時
機，殊屬不幸）。最近，清華的教官老師在總教官﹑主任教官的規劃及督導下，肩負起緊急救難的實
責。教官室除每晚必有一位輪值教官外，部分宿舍亦有值夜的教官（宿舍教官輪值表公佈於各宿舍公
佈欄），每晚平均有二到三位教官在校可提供協調、聯絡之職。事實上，總教官﹑主任教官大部份時
間亦都在校﹑遇有事故時，他倆可及時指揮﹑督導。另外，衛生保健組劉鴻珠主任係生科所教授，他

晚上時常在校，遇有緊急事件，亦可電請協助（ 3448 )。 看到學生因義齋管理員事故而呼籲建立夜
間緊急醫療系統，雖然阻礙重重，但見義勇為之舉令人敬佩。個人很贊同如此的理念，雖然現勢不可
行，但誠可為後日之一主要思考方向。校方現正有利用後山新購的校地作為爾後醫學中心之議，希望
此事可以順遂及早實現，除可健全新竹地區之醫療網外，亦可實質上嘉惠學子，提供清華學生在夜間
醫療與緊急事件的急救與支援。在這同時，我也呼籲同學們平時即學習並熟悉必要之急救方法，以應
臨時之需。（義齋黃先生事件時，教官警察﹑學生都在旁駐足不敢動他）這學期醫務室與學生社團羅
浮群合辦急難救助講習我要教官與宿舍管理員參與實習，亦建議在上軍訓課時，多方鼓勵學生去參加，
學會一些必要之急救方法，如ＣＰＲ之類的，必要時救人一命。日後，醫務室會在這方面多予協助，
我們亦計劃多辦此類之急救講習，讓全校師生學會一技之長，救己救人。
◎梅竹賽快訊◎
乙亥梅竹賽籌備委員會一籌一議會議決議 83 年 12 月 11 日
一、國立交通大學／清華大學籌備委員會組織簡則第五條，加入：各組得視 需要聘請數名工作人員。
贊成：13 票 反對：0 票
二、梅竹賽分項比賽辦法第九條，修訂為：各分項比賽之參賽選手應於
秩序 冊中登錄，並應於比賽前攜帶學生證，由執場籌備委員檢錄之。 贊 成：14 票 反對：0 票
三、
梅竹賽分項比賽辦法第十條，刪除。 贊成：13 票 反對：0 票 四、乙亥梅竹賽正式比賽項目：男
排、女排、棒球、羽球、桌球、橋藝、男 籃、女籃、足球、網球、棋賽等十一項。 五、表演賽項目：
交通大學提案--四百公尺接力、一千六百公尺接力、大隊接力。
清華大學提案--四百公尺接
力、一千六百公尺接力、拔河。
提案擱置，擬於一籌二議進行決議。
◎人事異動◎
◆新任圖書館館長－林則孟先生為工業工程研究所教授。
◆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萬其超先生為化學工程研究所教授。
◆本校各項會議決議事項 訓導處更名為學生事務處，簡稱學務處。
◎意見交流◎
近來，教育部為修訂共同必修課，徵詢各校校長意見。本校校長為了解師生的意見，特指示公關室對
本校大學部共同英文科做意見調查，並由統計所諮詢室朱至剛老師指導抽樣及統計方法。 問卷內容
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許多專
家以為：英文是今日國際社會最流行的語言，中學六年的英文教 育僅是基礎性的，是不夠的。因此
大學有必要繼續安排 英文課程，以加強大學生英文程度，有助於他們從事於 閱讀高深文獻或文化交
流活動。 結 論：清華大學大學共同科英文應繼續維持現狀 （二）許多專家以為：今日國際社會流
行的語言包括英文，日文，法文，德文 .. 等，英文只是其中之一。 而我們中學教育已經強制 學習
英文六年，基礎已經足夠，繼續必修英文，邊際效 益不大，而初學外語，最需老師指導，效益最大。
因此 ，有必要開放外語課程，讓學生自由選擇。 結 論：清華大學大學共同科英文應改為大學共同
必修外語 （即可選擇任一外語，包括英文） 對以上兩種說法，您是否同意。 贊成（一） 贊成（二）

無意見 ____ 性別︰ 科系︰ 年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問卷針對校內大三
大四各系同學作調查，共發出一百份，回收率百分之百。 結果：贊成共同必修外語（即選擇二）的
百分比估計值為 92.14% 贊成維持現狀（即選擇一）的百分比估計值為 3.26% 其他為無意見
◎機車與環保◎
在環保聲浪高漲的今日，如何減少污染是一項受社會大眾所重視的議題。交通委員會於今年六月八號
會議中決議自八十四年（即八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若機車未貼排氣檢測標準合格證者，不得請
領機車識別（通行）證。為服務本校師生了解個人機車狀況，總務處已於十二月十三﹑十四﹑十五﹑
十六日在學校大門，請新竹市環保局指定台林﹑新鈴兩家機車公司於學校大門免費為教職員工生眷機
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標準量作檢測服務。 新竹市機車空氣污染物檢測站認可證名冊檢測站名稱地址電
話 舜晟機車行新竹市西大路 514 號 230211 吉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和平路 56 號 1 樓 230693
吉祥車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南門街 1 號 231911 全德機車行新竹市中華路二段 552 號 224506 祥
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東門街 78 號 222758 榮新車行新竹市延平路一段 495 號 221642 新鈴車
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經國路一段 331 號 320795 祥泰輪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市西大路 143 號
261688 凱俊車業有限公司新竹市中正路 241 號 346566 協榮機車有限公司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217 號
712045
◎消費篇◎
竹市武陵保齡球館自即日起為本校特約商店之一。凡本校教職員工生持證前往消費者, 皆可享受比照
會員每局便宜拾元之優待價。本校同時另有多家特約商店,請參閱本期簡訊之附表。
◆本校特約商店一覽表
□飲食類特 約 商 店 │ 電 話 │ 住 址竹美餐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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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雅啤川菜餐廳 │ (035)250600 │ 新竹市中央路３５５巷１
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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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維格泡沫紅茶店 │ (035)715439 │ 新竹市建功路１８號一樓澎海漁村海味
餐廳│ (035)421069 │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３７９巷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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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339119 │新竹市民生路１６９號十二樓東南旅行社 │(035)253425 │新竹市大同路１７號長宏旅
行社 │(035)234177 │新竹市延平路一段３９巷１４號天鈴旅行社 │(035)220888 │新竹市北大路４２
４號 優惠服務：１．出國手續 ２．訂購機票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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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印佳美快速彩色沖印社
(035)71631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５２６號 １．九折優惠 □書局及體育用品大學書局 (035)711910 新
竹市建功路１０號 １．圖書八五折 ２．雜誌、玩具、文具、禮品九折 ３．消費四十元以下恕不折

扣。 文采書集 (035)729700 新竹市學府路４４５號 九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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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 裝璜 昱匠企業有
限公司 (035)226240 新竹市西大路５７８號六樓 C 室 ────────────────────────────────── 車輛
維修 永慶汽車新竹服務廠 (035)327173 新竹市經國路一段３３８號 定期保養、一般檢修、鈑金等
零件 皆九折優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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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