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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三學年度校務會議之各級代表名單
行政主管：沈君山、陳信雄、杜正恭、葉銘泉、胡 德、廖俊臣、朱國瑞、沙晉康、
紀
文鎮、林文偉、林永隆、周若珍、陳文華、周更生、王志宏、彭宗平、
王小璠、溫于平、
潘晴財、蘇青森、鍾 堅、林 強、潘榮隆、郭博文、
王安祈、曹逢甫、黃寬重、張光宇、
周碧娥、張國平、蔡英俊、陳若璋、 尤政工、黃秉乾、吳文桂、董傳義、劉旭輝、林南榮、李德義、
陳良弼、 王天戈、吳茂昆(42 人)。 教師代表： 理學院：陳 通、蔣亨進、張達文、閻愛德、顏晃徹、
韓建中、陳秋炳、汪炳鈞、 季 昀、林哲雄、陳樹杰、王懷權、郭忠勝、蘇豐文、黃能富、黃婷婷、
趙蓮菊(17 人)。 工學院：汪上曉、鄭西顯、陳國誠、賀陳弘、林世昌、洪英輝、李雄略、陳建瑞、
葉均蔚、黃倉秀、陳茂生、林垂宙、桑慧敏、陳飛龍、李雅明、黃仲陵、 祁忠勇、張 翔(18 人)。 原
子科學院：董傳中、洪益夫、李敏、潘 欽、開執中、周懷樸、譚世特(7 人)。 人文社會學院： 胡萬
川、呂正惠、王 旭、陸怡惠、黃宗煌、王秋桂、陳 華、 吳瑞媛、湯廷池、張維安、楊敏京、林安
梧、林文治、張素珠(14 人)。 生命科學院：黎耀基、張袞君、林志侯、徐邦達。(4 人) 職員代表：
孫法寬、錢安娜。 研究人員代表：戴念華。 技術人員代表：曾茂森、劉裕文。
研究生代表：
張英倫、蘇筱斌、吳坤熹。 大學部學生代表：朱城山、蕭延晉、彭國展。 本學年度校務會議代表應
出席人數為 113 人。
◆八十二學年度連續服務本校教職員工名冊
30 年：許俊男、魏如津、廖廷風、賀惠甲、王晴祿、曾甘珠。 20 年：夏宗匯、李大中、閰愛德、
顏晃徹、倪維斗、鍾崇燊、邱紀良、儲三陽、楊露萍
萬其超、林世昌、陳理定、阮約翰、曹
鏞、陳棟樑、孔筱芳、謝修美、楊正焰
劉朝錦、彭源進、徐俊昌、毛正心、黃天養、毛光偉、
范登清、賴裕欽。 10 年：馬振基、洪英輝、葉 莒、吳振名、黃倉秀、黃雪玲、趙 煦、連振炘、
蘇克毅 林 強、吳又熙、楊莉莉、梁國源、黃敏枝、李亦園、黎耀基、楊孝德、謝秉銓 簡坤池、劉
美宜、張月梅、陳美雪、孫廣福、葉屏東、楊金財、彭火坤、羅清河 張碧海。
◆八十二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名冊
30 年：李怡嚴、陳登嶽、李萃英。 20 年：沈君山、李大中、閰愛德、顏晃徹、儲三陽、邱紀良、瞿
寧若、吳文騰、黃光治
林世昌、吳信田、阮約翰、金明明、呂興昌、曹 鏞。 10 年：洪英
輝、葉 莒、吳振名、黃倉秀、黃雪玲、林 強、梁國源、黎耀基、楊孝德
劉志明、連振炘、
蘇克毅、吳又熙。
◆八十三學年度學生參與各級會議名單
大學部學生 研究所學生 校務會議：蕭延晉、朱城山、彭國展 張英倫、蘇筱斌、吳坤熹 教務會議：
賴森林、賴森林 方文良、吳坤熹 訓導會議：歐青峰、彭國展 廖于婷、康東耀、張英倫 總務會議：

彭國展、賴森林 蘇筱斌、應維良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彭國展 李和榮 研究發展委員會議：
蘇筱斌、張英倫、王述經、梁世明 申訴委員會議：張致中 施宜昌 圖書資訊委員會議：朱城山 潘家
添 交通委員會議：畢中林
方昭訓 急難救助委員會：
邱建彰、
張英倫
◆校務會議開會日程
83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訂於本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二時卅分，假本校綜合大 樓八樓國際會
議廳召開，討論主題為本校組織規程第一、二、五章、推選校務會議下常設委員會委員等。
◆圖書館的新嚐試--最新期刊目次查詢
相信不少人有到圖書館瀏覽新期刊的習慣。10 月 3 日起，您可以不必親至圖書館、不 受開館時間限
制、透過網路，即可瀏覽新到館學術性西文期刊的目次。查詢的途徑有二 ： （A）利用現有的圖書
館書刊目錄查詢系統（OPAC）的「期刊館藏查詢」功能，在館藏 顯示的畫面下選擇「目次」選項去
瀏覽該期刊的目次。 （B）將「最新期刊目次查詢系統」的查詢軟體安裝在您的硬碟中，除了可經由
刊名去 瀏覽目次外，並可作篇名關鍵字、作者、刊名關鍵字等等的查詢，及列印、轉錄 期刊目次。
「最新期刊目次查詢系統」的查詢軟體附在本館的「書刊查詢系統（OPAC）」之中， 不管您的 PC 是
否已有 OPAC 的查詢軟體，10 月 3 日起，您都必須(1) ftp 至 y5 的"PCOPAC" 子目錄下抓取。（2）自
備磁片至各圖書（分）館拷貝 PCOPAC 的軟體，再依照說明自 行安裝即可。安裝或使用上有任何問
題，請電詢：5204，總圖參考諮詢台。由於查詢軟 體及目次均受校園版權的限制。本館已分別與廠
商情商，在試用期間（83 年 10 月至 84 年 6 月 30 日）開放供台灣學術網路所有讀者查詢試用。 「最
新期刊目次查詢系統」是我們的新嚐試，也是圖書館界第一次與期刊代理商合作 提供目次網路查詢，
因此，仍有一些困難待克服，例如，目次到館時間與期刊到館時間 無法完全配合，部份期刊目次需
待 84 年元月起方可提供，其他方面的疏失自然也在所難 免；歡迎讀者在試用期間多給我們意見，作
為改進的參考。
◆各項會議決議事項
一、83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報(83.8.9)討論結論事項 1.擬請同意成立『電腦與通訊科技研發中心』
。結
論：請研發會提送校發會通過後再送校務會議討論定案。 2.請研發會儘量協助教員如何維護及申請
專利權有關權益。
3.請總務處提供新進教員本校附近房屋租借訊息。 4.有關申請博士後研究員
其研究計劃審核標準將請研發會提出運作及評估辦法。 5.就自強社目前業務涉及行政人員上班地點
仍在原地較宜，教室使用儘量配合所系
合辦。為使順利遷回校內請重新提出及配合校園文化
建議，提校務會報及校發會
中討論。 二、83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報(83.9.6)討論結論事項 1.
學生申請於宿舍裝設第四台有線電視事，請於學務會議中先討論。 2.為求總務工作有效運作下，有
必要釐清綠地條款原則。 3.有關眷舍收費互助辦法，務必於校務會議中討論通過，另，立體停車場
機械式建 築先於校發會中報告及討論。 4.中秋節前一天彈性放假，原則上不再補行上班上課，惟職
技員工應於〝寒休〞中 扣抵。 5.校務會議代表需親自出席，不得代理，本案請議事小組提案送校務
會議通過。 6.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聘任辦法。 結論：修正通過如下。
※※國立清華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聘任辦法※※
(1)本校為促進整合性研究，培養研究人才， 提昇學術研究水準，特
訂定本辦法。 (2)本校聘任之博士後研究員，不限國籍，但以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博士學位 為

限。 (3)本校聘任之博士後研究員，任職期間以參與研究為主。 (4)本校聘任之博士後研究員，其聘
期為二年，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一年。 (5)本校聘任之博士後研究員，其名額依年度經費多寡而定，由
各學院依研究發展 計劃之實際需要向校方提出申請。 (6)各學院申請聘任博士後研究員時，應將研
究計劃及擬聘人員之學經歷證件影本 、學術性著作目錄及代表性著作等，一併送校方審查，審查辦
法另訂之。 (7)本校聘任之博士後研究員比照國科會標準補助工作酬金，由學校酌情審定之， 並可
參加勞工保險。 (8)本辦法經陳奉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7.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評
審委員會審查辦法草案（研發會提）
結論：修正通過如下。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後研
究員專案審查辦法※※
(1)依據『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聘任辦法』第六點，特設立博士
後研究員
專案審查委員會，以下稱本會。
(2)本會由校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研究發展
委員會代表及研究發展委員會主
任委員組成之。由校長擔任主席，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為
執行秘書。
(3)本會決定本校所需之各學門博士後研究員名額並審議有關博士後研究員聘任
事項。
(4)本會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5)本辦法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8. 有關申請本校補助三百萬元以上儀器設備之審查作業要點 （研發會提） 結論：
修正通過如下。
※※國立清華大學補助三百萬元以上儀器設備之審查作業要點※※ (1)為落
實本校科際整合，充實研究設備，提昇科技水準，凡本校各單位向校方 申請儀器設備補助款超過三
百萬元（含）者，必須經過適當程序審查之。為 審查該款項可購置儀器設備之使用是否達成預期之
綜合效益，本校將成立一 審查委員會 (ad hoc) ，召集人由校長指定之，由其負責聘請專家召開審查
委員會審查。 (2)為使所申請之儀器設備有妥善之維護及管理，申請人須於申請書內詳列該項 儀器
設備未來放置空間，維護、保養管理工作及其維修費用來源。 三、83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
會會議(83.9.22)討論決議事項
(1)本校組織規程第一、二、五章條文。 結論：修正通過。請
參閱本簡訊第 5、6、7、8 頁，原條文及校發會通過之條 文對照表。 (2)擬請同意成立『電腦與通訊
科技研發中心』，本案校務會報決議請研發會提 送校發會通過後再送校務會議討論定案。 決議：通
過成立「電腦與通訊科技研究中心」，未來如正式報部需經校務會
議通過。另，
請研發會草擬校內成立中心之程序及評量辦法。 (3)各項會議規範及委員會章程、職掌希有所周知。
主席結論：有關以上章程待下次討論組織規程時，將會逐項檢討，並提校務 會議到時便會周知。
(4)送校發會討論提案，是否需經相關會議通過﹖ 結論：校發會討論提案，由各處、院、委員會提出
者，需經相關會議通過。
◆新聘教師歡迎會
為增進新聘教師對本校之瞭解，循例於開學後舉辦新聘教師歡迎茶會，介紹一級單位 主管，各單位
介紹新聘教師，清華校況簡介等，會場並備茶點招待。 時間：八十三年十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 10:00
地點：綜二八樓國際會議廳
◆員工福利委員會快訊
竹市佳美快速彩色沖印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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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洗照片，即
可享受優惠價格。
地址：竹市光復路二段 526 號（光復高中正門右斜對面） TEL：(035)716310 竹
市昱匠企業有限公司自即日起為本地特約商店之一，凡本校教職員工生委託其施作 室內設計皆可享
受優待價格。
昱匠地址：竹市西大路 578 號 6 樓 C 室 TEL:(035)226240、226005 FAX：242692 負
責 人：林烔源先生 -- ------------------------------------------------------------------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rts
Center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Tel: (035)716544 (035)715131 Ext.4573 (Office) Fax: (035)726819 4761

(Exhibition Venue) E-mail:art@net.nt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