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年 04月 30 日

● 校慶系友座談活動暨系友理監事改選結果

四月二十九日（日）是本校九十六年校慶，本系畢業系友近一百
二十位參與此盛會，中午全校餐會後，下午兩點正在系館205室
開始系友座談會及進行系友理監事改選，由現任系友會理事長
陳貴明系友(NE70)主持，首先頒發榮譽系友獎牌給金聯舫系友
(NE68)，然後邀請歐陽敏盛主委(NE71)、郭位院士（NE72)、許明德
董事(NE68)及系友、值年系友代表及系主任等人致詞。在此感謝
國內外系友專程回來，由於您們的熱烈參與，使本活動顯得更
加有意義。（當日系友活動照片請至 http://www.ess.nthu.edu.tw

系友專欄瀏覽）
為了讓失聯的畢業系友們也能迅速掌握母系現況及系友們的訊息，
期盼各級熱心的系友能提供該班最新的系友資料給母系。謝謝！
E-mail: alumni@ess.nthu.edu.tw 謝謝！

左起： 陳貴明理事長(NE70)、金聯舫董事長(NE68)



● 感謝捐款

梁天瑞系友(NE87)捐款新台幣陸仟圓整，籌建核工館用。

      收回選票：  理事 100 張， 監事 99 張 

96～98 年系友會理監事當選名單 （2007.04 ~ 2009.04）    

   理事長 陳貴明 (70) 

副理事長 徐懷瓊 (69) 

 

常務理事 許明德 (68) 歐陽敏盛 (71) 李  敏（系主任） 

金聯舫 (68) 江祥輝 (69) 陳台裕 (71) 

周懷樸 (72) 林文昌 (73) 黃小琛 (73) 

林明觀 (74) 林則棟 (74) 黃慶東 (75) 

開執中 (78) 邱德成 (87) 陳宏岳 (97) 

 

理 事 

陳琬琳 (98)   

候補理事 
姚俊全 (75)、高耿輝 (77)、邢憲生 (82)、陳光中 (98) 

（應選三名，第三名有兩位同票） 

常務監事 潘  欽 (79)   

蘇獻章 (68) 施純寬 (71) 蔡春鴻 (72) 
監  事 

林德福 (75) 江明峰 (97)  

候補監事 徐振湖 (74)   

    

常務總幹事 蔣玲英   

 

 



● 國際學術會議

會議名稱：1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uclear Engineering

時 間： 2007年4月22日至4月26日

地 點： 日本名古屋

左起：黃揮文(93,d07)、趙椿長(90)、裴晉哲(85)、李敏(77)、

蔡維綱(69)、林超(76)、施純寬(71)、胡玲文(89)、高梓木(80)

● 專題演講
 

時間 演講者 題目 

4/11 李敏鴻教授 師大光電所 軟性顯示的開發與進展 

4.18 張慶瑞教授 台大物理所 
From Electronics to 
Spintronics:A New 
Spinning Century 

4/25 魏明毅老師 清大諮商中心 生涯規劃 

5/9 陳謙斌教授 清大工科系 A Mew Atp,ozatopm/Spray 
Model including Liquid 
Turbulence Effect 

 



● 學術榮譽
① 林強教授(NE72)、王天戈教授(NE75)及張廖貴術教授榮獲九十五年度國科會

／原能會科技學術合作優良計畫，並列各研究領域第一名。
② 薛燕婉教授(NE74)榮獲原科院九十五學年度傑出教學獎。

● 專題報導—NE94楊迪華（摘自2007/03/31中國時報B2/投資線上）

【彭漣漪報導】 

挑戰更高自我 林政毅、楊迪華飛西雅圖尋夢 

  一位是研發經理，一位是業務經理，但他們優異的表現都引起總部注意，

最後並直接調派西雅圖總部，負責更大區域的業務。  

  微軟負責與合作夥伴溝通產品的業務發展經理楊迪華，去年十一月才到任，

目前帶著七歲的女兒在西雅圖，還在念博士的老公則在台灣帶三歲的女兒，全家

且戰且走。  

  楊迪華才六十一年次，清大核工研究所畢業，曾在宏碁、德儀等公司工作，

進微軟將近五年。「在台灣時，只看到產品的最後成果，卻不知為什麼。」楊迪

華表示，總部找她時，她著實考慮了一下，後來覺得如果能夠在產品成形之前加

入，會更有成就感，在老公支持下，她提著行李直奔西雅圖。  

  到美國最挫折的事，是食物不好吃，她很想念台灣到處都是的路邊攤和便利

商店；最快樂的事，則是買了一架鋼琴，有空就彈一彈，彈起鋼琴的快樂心情，

在美國或台灣都無差異。  

  楊迪華說，她現在還負責更多國家的業務，包括以色列、日本、南韓、中國，

晚上兩、三點開國際會議是家常便飯。「微軟吸引我的，是影響力，很少有公司

有這樣的影響力。」她表示。 

微軟徵才有道 對手也來投效 

  微軟近幾年有多項新產品推出，對人才的需求因此大量暴增。在 2 004 年那

年，微軟於全球大量雇用新員工，總數為 4400 人，比前一年增加 68％；2005 五

年差不多也是這個數量。  

  去年，微軟全球員工暴增到 7 萬 1 千人，在西雅圖總部一個地方就占了近一

半，以微軟獲利表現的優勢，在人才市場上頗有吸引力。微軟總部人力資源部門

經理克理頓魯比接受《西雅圖郵報》採訪時表示，新崛起的科技公司也積極搶人，

這的確使人才考慮的時間拉長，但微軟主動找的人才，有超過 9 成接受了微軟的

邀請。  

  本報特地前往微軟位於西雅圖的總部，訪問兩位剛從敵營轉來為微軟工作的

網路部門的高階主管，包括負責整合微軟網路搜尋業務及入口網站業務的技術主

管蓋瑞佛來克（Gary Flake）、負責微軟當前最重要戰略重地──網路廣告的總

經理賈庫布瓦斯基（David Jabubow ski），一探網路人才市場。  

  在微軟總部工作的台灣籍員工約有近千人，約一半為研發人員，一半為營運

人員，由於台灣負責與電腦 OEM 廠商的溝通要責，在特定軟體技術上也有獨到之

處，總部為增加指揮效率，特地把人調到總部。本報同時也訪問兩位剛從台灣調

派到美國總部工作的「區域最佳好手」，包括負責線上付費系統的程式規畫經理

林政毅、負責與合作夥伴溝通產品的業務發展經理楊迪華，請他們談談要有什麼

樣的能力，才能直升總部工作。 

 

 

 



● 考察活動［許明德系友(68)轉寄］
臺灣同學會 2007 年“關注臺灣政情，展望兩岸共同發展＂ 

討論會及山西考察活動 

邀請書 

時間及地點 ： 
1． 報名從北京出發者，請於 8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在北京西客站集合，集體坐 K609 次列車（11

時 12 分發車）赴山西太原（19 時 22 分抵達）。 

2． 沒報名從北京出發者，請自行前往山西太原市愉園大酒店（地址：太原市開化寺街 148 號，郵遞區號

030002 ； 電 話 ： 351-8823333 ； 傳 真 ： 351-2024433 ； 行 車 路 線 參 閱 愉 園 大 酒 店 網 頁 ：

http://www.yuyuanhotel.com）。 

活動宗旨及內容： 
2006 年以來，兩岸關係有了很大的發展。兩岸間的人員往來和經濟、科技、文化交流與合作，持續增加。

兩岸間展現著和平及共同發展的契機。 

然而，2007-2008 年，又是臺灣島內局勢處於大變化、大變動的關鍵時期。一方面，島內的選舉將決定島

內不同政治勢力的重新分配，這將影響著兩岸關係的發展；另一方面，今年也是臺灣某些勢力操縱“法理獨立＂

的危險時期。臺灣可謂處於何去何從的十字路口，兩岸關係也因此面臨著不確定，乃至有滑向危險的可能。 

為此，我們擬定的討論議題是： 
 
1. 探討未來一段時期，臺灣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可能的變化和緣由。 
2. 探討如何擴大兩岸經貿往來，如何加強兩岸間科技、文化、學術、教育、社會等各個層面的交流和合

作，以穩定兩岸關係，構建兩岸和平發展的架構。 
 
希望您能就上述議題，在討論會上發表寶貴的意見。 
另外，加速中西部地區的發展也是目前大陸的重要政策。希望您在參觀結束後，能對山西的發展建設，特

別是文物和環境的保護等各個方面，提出寶貴的意見。 
報名： 
    報名表、本人簡歷及論文題目和摘要(200-500 字)請在 2007 年 6 月 10 日前寄往報名表所列聯繫地址。也可

用 Microsoft Word 的格式，作為附件 E-mail 到臺灣同學會或林盛中會長、吳國禎副會長的電子信箱。開會前請

提交全文, 以便在會上交流和出版專刊時使用。 
由於名額有限，請及早報名。 

參加費用： 
1.境外專家報名，每人收註冊費 200 美元，學生每人收註冊費 100 美元。北京-太原火車軟席，大同-北京

空調大巴，討論會及考察期間住宿（雙人標準間）、伙食、交通費用、小費和景點門票免除。 

2.隨行專家家屬（18 歲以下恕不接待）每人收取 440 美元（3370 元人民幣）。 
3.要求全程單人住一間的，交住房差價共 195 美元（1490 元人民幣）。 
4.報到時請付美元或人民幣現金。 

 

 
會議報名表 

 
請將論文摘要、本人簡歷及報名表寄： 

        中國北京市萬壽寺甲 4 號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主樓 607 房間臺灣同學會（郵遞區號：100081） 

        臺灣同學會辦公室主任王憲收    或傳真：86-10-66706689 
聯繫電話：86-10-66706689（辦公室）；13693155981（王憲手機） 

或發至電子信箱：tw_txh@yahoo.com.cn （臺灣同學會辦公室） 
或  linsztw@hotmail.com  (林盛中會長)  或  wgz-dmp@tsinghua.edu.cn （吳國禎副會長） 
林盛中會長的聯繫電話為： 86-10-68999505（辦公室）；13671098197（手機） 

                               

姓名：                               國籍：                性別：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護照或臺胞證號碼：                          

工作單位： 

職務：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信箱： 

隨行家屬：有（  ）  無（  ） 

姓名：                               國籍：        性別：        關係： 

英文姓名：                           出生日期： 

護照或臺胞證號碼：                    

備註：全程單人房差：人民幣 1490 元/每人（195 美元／每人） 

是否需要住單人房間：（  ） 

是否報名：北京-太原火車軟席，大同-北京空調大巴：（  ） 

論文題目： 

 

附件： 

臺灣同學會－山西會議 10 天行程 

 

8 月 10 日（星期五）：北京－太原 

北京西乘火車（K609  11:12/19:22）赴山西太原，抵達後代表簽到，入住酒店休息。 

宿：太原愉園大酒店(4 星)或同級酒店 

8 月 11 日（星期六）：太原 

        上午會議，午餐，下午會議                     宿：太原愉園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8 月 12 日（星期日）：太原－平遙 

參觀喬家大院、平遙古城，午餐後平遙古城內遊覽：古城牆，日升昌票號、明清古街、古縣衙等。  

宿：平遙麗澤苑(4 星)或同級酒店  

8 月 13 日（星期一）：平遙－臨汾 

早餐後乘車赴臨汾市，途中在洪洞縣參觀廣勝寺、大槐樹、堯廟。                           

宿：臨汾綠苑大酒店(3 星)或同級酒店 

8 月 14 日（星期二）：臨汾－壺口－臨汾 

早餐後從臨汾赴壺口瀑布遊覽，之後返回臨汾。晚上座談會。     

宿：臨汾綠苑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8 月 15 日（星期三）：臨汾－太原 

早餐後赴太原，途中赴市郊遊晉祠，午餐後參觀省博物館、雙塔寺 

 宿：太原愉園大酒店或同級酒店 

8 月 16 日（星期四）：太原－五臺山 

早餐後乘車赴五臺山。抵達後參拜五臺山佛教寺院：藏傳佛教在五臺山的首領寺院、清朝皇家行宮

----菩薩頂；漢傳佛教在五臺山的首領寺院、始建於西元 68 年，中國最古老的佛寺之一、五臺山現

存規模最大的顯通寺；藏有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真身舍利子的塔院寺；五臺山最年輕的寺院普化寺；

相傳為文殊菩薩在五臺山第一次講經說法的寺院、並且是藏有五臺山最大的文殊菩薩像（高達 9.87

米，頭部是用蕎麵團捏制而成）的文殊祖庭---殊像寺等。    宿：五臺山銀都山莊（准 4星） 

8 月 17 日（星期五）：五臺山－懸空寺－大同 

早餐後參拜全國香火最旺的地方、五臺山許願最靈驗的五爺廟。後乘車赴世界“煤都＂大同，途中

遊世界三大奇塔之一的應縣木塔，午餐後乘車遊覽中國古建奇觀、始建于 1500 餘年前的空中樓閣、

北嶽恒山十八景中的第一景—懸空寺。抵大同後入住酒店。      宿：大同宏安國際酒店（4星）或

同級酒店   

8 月 18 日（星期六）：大同－雲崗－大同  

早餐後乘車（0.5 小時）赴市郊遊覽雲岡石窟，午餐後參觀華嚴寺，九龍壁，市容等。 

宿：大同宏安國際酒店或同級酒店 

8 月 19 日（星期日）：大同－北京 

酒店內用早餐後送往車站，與會代表乘空調大巴返回北京，結束愉快的山西之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