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清華
全球心‧清華情
2018年馬來西亞清華盃
化學科及物理科能力競賽暨清華之夜

主辦單位：

承辦單位：

協辦單位：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清華大學教務處
–綜合教務組
–招生策略中心
–跨領域科學教育中心

˙吉隆坡坤成中學

˙馬來西亞清華大學校友會

˙化學系
˙物理系

˙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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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校長／賀陳弘博士

親愛的全球清華人大家好！

在校區發展方面，南校區相鄰的公有地約6公頃，可

熱情的大紅花國度，熱情的校友，主辦首屆《全球

以發展成美麗的新校園；我們也希望南大校區的師生與教

心，清華情》活動，非常感謝馬來西亞校友藉由「2018

研活動五年後能夠整合遷入到校本部南校區來，南大校區

年清華盃化學與物理科能力比賽」，號召全球清華校友相

將可在學校與高科技產業、國際化以及未來社會的連結方

會於馬來西亞，從發想到實現，展現校友對母校的向心

面發揮新穎的功能，為母校增添新的發展機會。如果您從

力，在此祝福活動圓滿成功，清華人遍佈全球，清華情源

母校南校門進來，會發現有個醒目而美麗、由知名西班牙

遠流長。

地景藝術家黃荷諾維亞（Juanjo Novella）以紫荊葉為意

2017年清華學術表現持續領先，連續四年為兩岸四
地大學排名前3名，台灣第一；值得注意的是以全世界教

象，為清華製作的公共藝術品「葉子」（LEAF），已經
成為大受歡迎的新地標，歡迎您與家人親臨欣賞體驗。

師人數在一千人以下規模的大學做比較，清華是全球第8

戊戌梅竹清華獲得總錦標，在梅竹50的今年獲勝特

名，連續三年在前10名。清大在創新應用科技上也表現

別有意義，特別感動的是選手們在落後的情況下仍不慌不

亮麗，獲得美國專利件數是全臺各學術機構中連續四年第

亂，發揮實力，尤其是女子排球的表現令人驚艷，球員堅

1名，在全世界所有學術機構居第23名。

韌的心理素質相當難能可貴，顯示清華學子能文能武，動

清華持續創造更彈性更多元的教育，每年具有雙專

靜皆宜，充分實踐自強不息的精神，令人欣慰。

長畢業的學生已超過20%；我們希望幾年內能夠達到畢

特別要提的是，母校與馬來西亞校友會互動頻繁，

業生單雙專長七與三的比例。本校與Liverpool大學的雙博

每年舉辦「清華盃化學與物理科能力比賽」、參加教育

士、與北京清華的雙碩士、與香港科大的2+2雙學士計畫

展，以積極招收馬來西亞籍學生。馬來西亞綠野集團創始

都發展得很好。繁星、旭日與拾穗計畫，提供城鄉、社

人丹斯里李金友先生捐贈母校新臺幣1600萬元成立獎學

經與才性三方面多元學生族群組成的管道，約佔新生的

金，母校於今年6月授予榮譽校友，以表彰其貢獻。今年

20％。在學生的國際化教育方面，近年來訪的交換學生

亦將規劃開辧「馬來西亞EMBA專班」，未來母校與馬來

也有相當的成長。清華將在跨國、跨領域及以院為核心的

西亞的連結將更加活絡。

人才培育上，繼續發展知識創新，以因應高等教育新的挑

在此衷心感謝校友對清華的支持，祝福所有校友

戰！

吉祥如意！闔府安康！
母校增加了藝術學院、教育學院，「藝術學院學士

班」及「藝術與創新科技碩士學程」於107學年度開始招
生，期許培養兼具創作與程式設計的藝術人才，投入逐漸

清華大學校長

擴大的數位藝術產業。在此同時母校也獲得「深耕計畫」
五年五十億的支援，充實母校的研究經費，研究能量表現
更具空間。

2018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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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會長的話

清華大學校友會
理事長謝詠芬
（材料81B 83G 87D）

馬來西亞清華大學校友會
會長高順發（化工94）
「全球心．清華情」──就是這份情，才會有這次的

親愛的校友們：

晚宴。我也希望今年由我們馬來西亞校友點燃「清華情」這

在此代表校友會感謝馬來西亞清華校友會排除萬難主辦首屆

份熱和光，往後能延續到世界各地校友會，讓清華情不斷。

「全球心‧清華情」活動，凝聚旅外清華人的情感，此一創舉，展

回憶求學當兒，我們是在風城的一所大學，風刮得

現清華校友的力量，提高清華知名度，也希望更多的校友接續辦理

大，我們的僑生卻很少，但能夠相聚就是緣份。我們當年相

此一有意義的活動，薪火相傳，讓清華情永流傳。

聚相識，彼此像一家人，畢業後也如此，感情是無法以言語

清華建校107年在台復校62周年，孕育出無數清華人，遍佈世

形容的。

界各地、在全球開枝散葉，校友會也一直致力於建構網絡，讓校友

畢業後，大家各奔東西，有些返馬的校友，還經常相

們在海內外得以共享資源、聯繫情感，目前世界各地已然成立36個

聚聯誼，但無法成立校友會。一直到2011年母校百年慶，

清華海外校友會，在北美、歐陸、東南亞及中國，都能找到清華人

各地成立校友會，馬來西亞的就在那一年籌備成立。校友會

的足跡；今年度，校友會不單持續擴展海外據點，亦深耕國內，中

成立至今，我們盡力協助母校，在馬招收新生。

部、南部校友會已於6月成立，相信能夠加深更多清華人的情誼。

2017年3月，校長賀陳弘教授和副教務長陳榮順教授

2017年校友會通過了「學生社團活動申請經費補助辦法」，

訪馬與校友相聚，在聚餐中閒聊提起化學盃的競賽。5月，

經過審核補助了九個優秀的學生社團，讓他們能夠充分發揮個人的

我們就被告知此賽將在7月在馬舉行。我們在百忙中分工合

才能、培養課外能力；同時支持「來清華，走進新竹城鄉」、「電

作，戰戰兢兢地把第一屆在馬的化學盃辦了起來。這比賽在

影‧故事‧清華拍」、「印象清華-物聯網科技藝術展」三個母校

台灣已辦了13屆，我個人覺得馬來西亞的金牌獎得主能到

大型活動專案，其中「印象清華」揭示了母校科技與人文藝術的整

台參賽是一項很棒的體驗，對個人的提昇有非常大幫助。

合，校慶期間開展，造成不少迴響。校友會也將舉行大型校友嘉年

除此之外，我們也與教務長洽談2018年比賽事項，當

華活動，讓校友們能夠有更多機會見到往日同窗，也能攜家帶眷，

時除了化學盃，校方也有意把物理盃納入。我當時提議除了

在清華的校園中創造美好回憶。在此清華校友總會竭誠歡迎馬來西

比賽，也把晚宴一併舉辦。
因此，就有了今天的「全球心．清華情」晚宴的出

亞校友返校參加，共襄盛舉。
最後

現。我希望藉著這樣的比賽、晚宴，讓馬來西亞的學校認識

敬祝

「全球心‧清華情」活動圓滿成功

台灣清華大學，並推動科學教育至各校，協助提昇科學這方

諸位身體健康

面的學科，讓學生與老師們從生活中了解科學，從趣味科學

闔家平安

中，讓學生產生興趣。
清華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最後，我要感謝世界各地的清大校友撥冗不辭千里遠
來吉隆坡參加「全球心．清華情」晚宴。祝福大家，清華情
不斷。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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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簡介

址為北平西郊的清華園，最初名稱為
「清華學堂」。
民國三年冬天，梁啟超先生來校
演講，引述易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勉勵同
學以君子自期，自此以後「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便成為清華的校訓。
民國十七年，本校校名正式定為
國立清華大學。對日抗戰爆發後，遷校
昆明，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組為西
南聯合大學，勝利後復員北平。四十五
年在梅貽琦校長主持下又在台灣新竹復
校。
本校畢業校友活躍各界，尤其在
學術界，前後共有三位諾貝爾獎得主及
一位數學伍爾夫獎得主為清華校友，足
見清華光榮的歷史傳統與優良的學風。
清華大學復校初期重點為原子科
學，其後則擴展至理工方面，近十幾年
來更積極發展人文社會、生命科學、電
機資訊與科技管理；漸漸地，清華已成

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教學單位

清華大學成立於民國前一年，校

理學院
˙理學院
˙數學系
˙物理學系
˙化學系
˙統計學研究所
˙天文研究所
˙理學院學士班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
˙計算與建模科學研究所

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
˙歷史研究所
˙語言學研究所
˙人類學研究所
˙社會學研究所
˙哲學研究所
˙台灣文學研究所
˙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華文文學研究所
˙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士學位學程

為一文、理、工均衡發展的學府。
105年11月1日起，國立清華大學
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併為「國立清華
大學」。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
驗國民小學」同時更名為「國立清華大
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教務處
˙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
˙跨院國際碩士班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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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生命科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學士班
˙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醫學科學系
˙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
˙分子醫學研究所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
˙生物科技研究所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通訊工程研究所
˙電子工程研究所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科技管理學院

竹師教育學院

清華學院

˙科技管理學院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經濟學系
˙科技管理研究所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MBA）
˙科技法律研究所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國際專業管理碩士班（IMBA）
˙服務科學研究所
˙公共政策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MPM）
˙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MFB）

˙竹師教育學院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幼兒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體育學系
˙數理教育研究所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英語教學系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竹師教育學院學士班
˙學前特殊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清華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體育室
˙軍訓室
˙藝術中心
˙語言中心
˙寫作中心
˙住宿書院
˙清華學院學士班

原子科學院
合校過渡單位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系
˙藝術學院學士班

˙系所調整院務中心
˙應用科學系
˙應用數學系
˙中國語文學系
˙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原子科學院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
˙環境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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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跨界力

而後經教育部推廣成全國性招生計
畫，國立清華大學自創立以來，不但一直
都有很高的學術聲望，在教育創新面也十分成
功，除了是全台第一所創立研究發展處及通識中
心的學校；同時也篤信人才的多元發展性，致
力推廣「雙專長」、「繁星計畫」、「旭日計
畫」和「拾穗計畫」，及早替學生培養三大
跨界力：跨知識界、跨國界及跨社會
界，希望育成多元人才。

口述／賀陳弘
文／林郁宸（本文刊於台灣《今》週刊）

跨知識、跨國、跨社會
──

清大培養學生多元能力與職場接軌

身為繁星計畫的創始校，

培養雙專長

樂當產學接軌的高速公路

跨知識界指的是跨領域能力，就學時期若能多方培
養能力，自然會成為日後左右逢源的養分來源。清華大學
望能厚植跨域力，因而獨創「雙專長」學位，其設立標準
不像雙主修、輔系嚴苛，不僅沒有申請成績門檻的限制，
還能讓學生在相同的128個畢業學分數內，同時獲取兩個
不同科系的學位。
然而，雙專長衍伸出的問題為，畢業生不知道該隸
屬證書上的哪個學系，因此我們在各學院成立院學士班，
申請雙專長的學生須選擇院內科系為第一專長，第二專長
則可從其他系所中自由選擇。推行至今，約四分之一的學
生有雙專長畢業證書，比例相當高，這是目前清華已做
到，但其他學校還在追趕中的教育創新。
跨國界，顧名思義是國際移動力，清華推行國際化
成果顯著，校內外的國際交換生增幅極快，2016年取得
學位的國際生有1,126人，申請來台交換的學生也有698
人。校內推行的國際志工，幫助拓展眼界，更可從世界中
提升自己的執行力，清華每年至少有五到六團的國際志工
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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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陳弘希望透過招生弭平城鄉貧富與才性差距，達到實質教育平等。（照片提供／清華大學）

第三是跨社會界，清華從去年首度開放，讓學生可

住宿書院三層次

致力養成多元人才

利用整學期實習，及早與社會接軌。同時提供許多長期的
產學合作機會，與聯合研發單位合作，如：台積電、中鋼

清華打破對宿舍生活之刻板傳統，設立住宿書院，

等。校內近期也積極推行「產學小聯盟」，透過學校內部

讓學生在宿舍生活中組織各種活動，如讀書討論會、知識

具特殊專長的老師和企業交流，進而促成產學合作。於去

講座等；同時也開設特色課程，安排各種社會參與活動，

年成立的「Bio-App生物科技產學研聯盟」，整合清大生

希望學生們從生活中學習。住宿書院目前分成三大書院，

命科學院內多位教授的研究成果，並與國家衛生研究院、

各有不同訴求。

工業技術研究院等單位結盟。這些產學接軌計畫，就像是
學生銜接職場的高速公路，幫助學生及早適應社會。

其中，「天下書院」以拓展國際視野為旨，推行系
列活動，如大使系列講座，目前已成功邀訪來自美國、法

相較傳統升學主義，清華更重視培養多元人才，同

國等國的大使現身說法，由不同的文化觀點對談，培養國

樣選才機制下，學生同質性高，相似的經驗背景往往較難

際視野。另有致力於創新、創業的「載物書院」，開設跨

讓他們理解社會的不同面向，眼界也會因而變得狹隘，清

領域課程，經由課堂上的參訪，期望激發思辨力，育出各

華希望藉不同的招生管道，開放差異標準，達到實質教育

域人才。還有「厚德書院」，培養由做中學的態度，加入

平等。

各類型的社會服務工作，如社會志工及公民記者等，提倡

現今全國性的招生計畫「繁星計畫」，便是清華首

服務學習與社會關懷的活動。

創，期望能縮小城鄉差距，達到區域平衡。此外，「旭日

清華大學自104學年度，微幅調升英文畢業門檻，如

計畫」是近年由清華率先提出，祭出獎學金，給予經濟弱

多益由700分調至750分，為了替學生的職場進路及早奠

勢的學子力爭上游的機會。清華另積極提倡的特殊選才

基，一開始的畢業門檻只是試水溫，但其實每屆受限於門

「拾穗計畫」，至今邁入第三年，目前無制式審核標準，

檻而不能畢業的學生少之又少。我想清大學生不應以門檻

只要具備讓人信服的特殊專長，都歡迎申請。透過此計畫

分數為滿足，高中時期的被動學習，老師須像牧羊人趕羊

入學的學生，大二會藉學校的輔導機制，依能力興趣，分

般地督促學生；但大學是自由放牧，羊群需要離開牧羊

流到各系就讀，希望能適性揚才，弭平才性差距，目前透

人，找尋自我學習的能力和動機，轉換主動學習的模態。

過拾穗計畫入學的學生，有程式寫手、帆船選手等。

記2017年馬來西亞
清華化學科能力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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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14日，母校副校長信世昌博士、教務長戴念華教授、總監李金振博士、周陽山教授、陳國華教授來訪。

一．清華盃簡介

四．莘莘學子來遠方

母校清華大學主辦的化學科能力競賽，在台灣已有

2017年7月16日，清華大學在隆中華迎來了237位來

十多年的歷史，很受當地高中老師和學生的重視。競賽提

自全馬30所獨中的學子。遠自吉打、檳城、新山等的高

供了一個平台供全台灣高中生互相切磋及學習化學，並提

材生都前來觀摩和參賽。

升中學生對化學的興趣和推廣化學教育。

比賽獲得隆中華的童子軍和學警的支援。清華校友

自2004年舉辦，到2017年已經辦了十四屆的化學科能

們也不辭辛勞地工作，其中有半夜開車南下的檳城女校友

力競賽，最近的3年，每年都有超過3500名學生和120間以

懷能，半夜從南馬開車北上的在籍學弟妹──峇株巴轄的

上的學校參加，可見這活動是台灣高中生年度的一大盛事。

沈來興和同是書券獎得主的中文系翁慧倪。來興和慧倪在
清華優異的學術表現，也讓他們繼續享有綠野提供的優厚

二．海外第一屆的緣起

的獎學金。實為兩大佳話。
散會時，臺北辦事處章代表離場的同時，美玲和懷

2017年3月17日，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教授和副教務長
陳榮順教授訪馬，在綠野的金馬宮酒店與大馬清華校友相

能貼心地給每位參賽者送上了小點心和飲料各一份。無名
的校友，也贊助了巴士一部以便送趕車的學子到車站。

聚，並且頒發感謝狀給綠野集團創辦人兼主席丹斯里李金
友，感謝他在2014年捐贈新台幣1600萬元（約馬幣175萬）

五．尾聲和展望

給台灣清華大學，成立「馬來西亞綠野孝悌學生獎學金」。
席間，陳副教務長提及2017年7月將在馬來西亞舉辦

經過一番龍爭虎鬥，來自麻坡中化中學的張浩田奪

一日清華盃化學科能力競賽，希望這個海外「第一屆」的

得金獎。麻坡中化的師生也參加了2017年11月11日在台

競賽能獲得大馬校友和獨中的支持。聚會結束前，賀校長

灣新竹清華大學校園舉行的化學競賽第二階段的實作／實

帶頭唱起了「莘莘學子來遠方……，行健不息須自強」的

驗競賽。我們的會長高順發、校友廖美玲、白依莎和李汶

校歌，並暗示這是校長來訪的「必考題」，提醒校友把校

超老師也自費回到母校觀摩，為大馬中化隊加油打氣。

歌重覆溫習……

2018年3月14日至17日，大馬清華校友會和坤成中
學合辦了2018年春季科學教育交流。這個物理交流活動

三．行健不息須自強

在母校物理系戴明鳳教授的主導下圓滿地結束了。校友李
汶超老師和鄭德發等熱心教育的校友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母校在2017年4月24日來郵附上了清華盃化學科能力
競賽簡章的草稿，大馬清華校友會很榮幸的成為主辦單位

可以籌足經費，把這個科學教育交流活動帶到馬來半島東
部和北部的學校。

之一。在10天內，校友會接洽了吉隆坡幾所獨中後，隆

最後，祝福2018年清華盃化學科及物理科能力競賽

中華謝上才校長捷足先登，大力響應，2017年馬來西亞

和清華之夜活動圓滿成功。也趁此機會大聲地說出大馬清

清華盃化學科能力競賽就敲定了在2017年7月16日（日）

華校友們的心裡話：感謝母校多年來讓大馬學子享有珍貴

在隆中華獨中大禮堂舉行。

的清華學額和優美的學習環境。感恩清華!

在會長順發的帶領下，期間得到友會和隆中華競賽
處葉謀詮老師的多次提點及經驗分享，加上多位社團經驗
豐富的校友們大力的支援下，把籌備工作扛上來了。

文：洪聲興（材料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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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馬來西亞清華盃
化學競賽後記與感想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陳貴通副教授

2017年的7月是清華高中化學科能力競賽第一次在馬

深的印象，相較於臺灣學生，他們都覺得獨中生有較好的

來西亞的吉隆坡舉辦，本人有幸與化學系的洪嘉呈教授及

態度。雖然有些同學的化學知識還有待改善，但是也有好

周佳駿教授一起出題，並有機會到吉隆坡參與此比賽的盛

几位學生獲得了很高的分數。相較于我讀書的那個年代，

會。在臺灣，清華化學盃已經舉辦了14屆，此競賽全稱

整體獨中生的數理水平都有顯著的進步。在清華大學化學

為「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化學科能力競賽」，其宗旨為培

系，馬來西亞學生的學術表現比起其它國家的學生都要

養高中生在化學實驗操作、觀察測量、思維想像、數理邏

好，而且有好几位獲得書卷獎（前3名）的同學都是馬來

輯、學習應用、語文表達以及人際合作等八大智能，藉以

西亞的華校生，這在以前是很少發生的。經過筆試之後，

激發其思考與創造能力，並鼓勵學生間與校際間的互相觀

其中一所華文獨中的參賽隊伍也獲得清華大學的邀請，來

摩學習，提昇科學教育品質。臺灣清華化學盃開放給全台

臺灣參加實驗實作的決賽。去年臺灣清華化學競賽的金牌

的高中生組隊參加，是一個辦得非常成功的化學競賽，每

隊伍為曾經代表臺灣獲得國際化學奧林比克金牌的國手，

年的報名的人數都超過3200名，是臺灣最多高中生參加

很遺憾的在這麼激烈的競爭下，獨中生因第一次參賽且比

的化學競賽，沒有之一。清華化學盃的一大特色是有實驗

較不熟悉實驗而沒有獲得很好的名次。不過我相信假以時

操作，這一點和國際化學奧林比克競賽是一樣的，因為學

日，如果華文獨中可以加強實驗的課程，獨中生是可以有

好化學不只需要有好的理論基礎，實驗操作的技巧及能應

機會拿到較好的名次的。在這裏，我預祝2018年的馬來

用所學的理論到實驗更是非常的重要。受限于實驗室空間

西亞獨中化學及物理競賽順利舉辦，圓滿落幕。

及器材，只有筆試排名前12名的隊伍（4人為1隊）有機
會進入決賽，最後實驗分數的高低將決定最終金銀銅牌的
歸屬。在2017年初，清華大學教務長希望化學系也可將
這項有意義的化學競賽帶出臺灣，在馬來西亞舉辦化學競
賽，希望不僅可以提升馬來西亞華校生對化學的興趣與能
力，也可以增加國際交流，所以我們就在當年度舉辦了第
一届的馬來西亞清華化學盃競賽。
第一屆化學盃競賽的成功舉辦要歸功于許多人的幫
忙，尤其是馬來西亞清華校友會的校友們，他們的熱心協
助使到清華化學盃可以第一次在馬來西亞華校被認識。在
這一次的比賽中，臺灣教授對于獨中生的良好紀律留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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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馬來西亞清華盃
化學競賽後記與感想
清華大學化學系洪嘉呈

過去到清華大學就讀的僑生人數不多，尤其是馬來

當不錯，在參加的200多人中，平均成績約50分，排名前

西亞的僑生人數遠不如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和成功大

一半的平均成績約60分，後一半則約40分，這樣的成績

學等校，本校為了鼓勵和招攬馬來西亞的高中生來清華大

分布與在台灣的競賽筆試成績分布類似。因為我們的命題

學就讀，近年來積極利用教育展與邀請獨中校長和老師到

內容主要根據台灣的高中教材，在台灣化學上課時數多且

清大交流，以增加馬來西亞師生對清華大學的認識。有鑑

內容較難，加上有不少題目是超出課本範圍的，所以我覺

於馬來西亞成大校友會長期在馬來西亞當地舉辦數理學

得馬來西亞的同學有如此的表現已是很難得。

科競賽，顯著提升了成大在當地的能見度和知名度，去

另外，我們也很高興邀請到一組（4人）馬來西亞的

年（2017年）本校教務處提出到馬來西亞舉辦數理學科

同學在去年十一月初到清華大學化學系與台灣本地的高中

競賽的建議。由於清大化學系和系友會自從2004年起，

生一起進行實作的比賽，雖然未能獲得前三名，但據我的

就開始舉辦全國高中生的化學科能力競賽，此競賽有兩階

了解，這四位同學在實驗的表現很好，成績還贏過好幾組

段，分為第一階段筆試，筆試成績優異才能進入第二階段

台灣本地的學生。我必須指出的是，這些來參加實作的台

的實作比賽，舉辦以來每年都吸引3000名左右的高中生

灣同學是從3000多人中經過第一階段筆試篩選出來的其

參加，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高中生交流的平台；因此學校方

中48人，他們有些都還是曾經或將來要參加國際化學奧

面就希望由化學系打頭陣，到馬來西亞舉辦高中化學科能

林匹亞競賽的選手，因此能夠與他們同場競技與交流應該

力競賽。有了學校行政方面的支援、本系教授在命題部分

是很難得與寶貴的經驗。

的幫忙及馬來西亞清大校友會的大力協助，使得第一屆馬
來西亞清華盃化學競賽得以在去年順利舉辦。

在化學的學習上，給馬來西亞的高中同學建議是，
除了課本的專業內容外，要多接觸一些化學新知與報導，

本人有幸參與此一活動，並來到馬來西亞與當地的

培養對圖表與數據的判讀和分析能力，因為根據過去化學

高中生實際接觸。當我第一次踏入吉隆坡中華中學時，發

競賽的結果和我本身教大學普通化學的經驗，發現同學們

現校園雖然不大，但是設備完善，並且感受到非常濃厚的

在牽涉到計算的化學問題上表現稍差，所以加強相關計算

中華文化氣息，學校的教育理念涵蓋了許多優良傳統文

分析能力將有助於自己將來的化學學習；更重要的是有機

化，對於學校在中華文化保存和傳承所付出的努力，讓我

會多動手做實驗，化學畢竟是一門實驗的科學，能夠實際

印象深刻。此外，更令我驚豔的是，所有參加競試的同學

觀察到實驗的結果將可加深印象並對化學有更深的了解。

都穿著自己學校的制服，很守規矩且有禮貌，個個都很認

最後也希望大家在參與此一清華盃化學競賽後，能更喜愛

真在準備競賽的考試，這是我們在台灣辦比賽時所沒有看

化學，持續學習化學。

到的現象。至於此次馬來西亞同學競試的表現，我認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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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馬來西亞清華盃
化學科能力競賽
金牌獎得主張浩田訪談
1

去年你如何預備自己參加
第一次在馬舉辦的清華盃
化學科能力競賽？

答：我 事先預習還沒學到的部分，也
參考了台灣區清華盃和成大數理
比賽的歷屆賽題，不明白的部分
就向老師詢問，或是上網查詢。

4

2

答：通 過這項競賽，才知道國立清華
大學。大學位於新竹，風景優
美，學習環境好，是我對於該大
學的印象。

對於該次競賽題目的設計及水平難
度，你有什麼看法？

答：相對於學校考試，競賽題目是更加困難了些。
有些題目的內容也超出了學校課綱，但是這種
挑戰對於同學們是件好事。它讓大家更加靈
活地運用課本所學的知識，推敲出自己未曾探
討的知識，在這平台上發揮所長，開拓視野。

6

這樣的競賽，會對本地獨中生起什
麼刺激或鼓勵的效應嗎？

答：那是肯定的。畢竟對於本地獨中生，很少有
專屬化學的平台，讓喜歡化學的同學發揮所
長。再加上今年增加了物理的元素，讓更多
的同學能夠獲得這寶貴的機會，跳脫課堂，
利用所學，盡情發揮。

8

你對清華大學校園及師生
有什麼印象？

答：大 學的學習風氣真的很好，師生
們都很和善，風景優美，實驗室
設備齊全，其它公共設施也非常
完善，真的是不虛此行。

11

留學台灣，優勢是什麼？

答：能 夠對中華文化有更深一層的瞭
解，聽學長姐說留學台灣也能夠
與美國高等學府連接。

對於國立清華大學，你有
什麼認識或印象嗎？

9

5

對於這場比賽，你有什麼
期待？

答：我 抱著平常心參加這項比賽，也
希望能藉此得到一些新知識、新
體驗。

這裡學校所學的，能應付化學科能力競賽的題目嗎？有什
麼難度是本地學生應該要加強以達到應試水平的？

答：同學們足以通過學校所學的知識應付賽題。為了達到應試水平，我認
為我們馬來西亞的同學需要補充有關電子軌域方面知識的運用，畢
竟賽題對於該領域的要求比學校課綱高得多。另外，比賽中禁用計算
機，這個規則對於參賽者也是個挑戰，參賽者需要經過練習才能更有
效地應付賽題。但是經過了賽前練習，同學們一定有不少的收穫。

7

赴台參加實驗賽，留下什麼體驗？

答：在這次實驗賽中，第一次擁有長時間操作實驗器材的機會，而且是
使用平常少見的器材。題目的設計別開生面，解題方法出乎意料。
總的來說，第一次在實驗室待了那麼長的時間，是個寶貴的體驗。
台灣的同學面對這類難題時還能很好地應對，令我再次領悟到天外
有天的道理。

你理想中的大學教育是什
麼樣的？

答：老師樂教，學生愛學，師生彼此取
長補短。也希望學生們時常有機
會將自身所學的知識在實驗室裡
和生活中實踐、運用，充實自己，
若有能力也能藉此幫助他人。

12

3

你瞭解到清華大學的學術
水平及教學嗎？它的特色
是什麼？

答：清 華大學的化學科水平很高，非
常著重於各領域知識的靈活運
用、融會貫通。對於其它科系我
就不太清楚了。

10

對於台灣有什麼概念？

答：台 灣科技高速發展，是「亞洲四
小龍」之一。人文氣息十分濃厚，
是中華文化的寶庫之一。風景宜
人，是個旅遊、學習的好地方。

13

對化學有興趣的學弟妹，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答：學習化學的過程中，不怕慢，只怕
站。無論有多麼困難，堅持下去，
一定會有所收穫。盡情地沉浸在
化學的海洋中吧！與大家共勉之。

13

14

2018年馬來西亞清華盃
化學／物理科能力競賽參賽者名單
學校

參賽者

學校

參賽者

學校

參賽者

學校

參賽者

巴生興華中學

黃冠華

曼絨南華獨立中學

陳學樂

永平中學

林偉盛

利豐港培華獨立中學

楊軍

巴生興華中學

劉凱銣

金寶培元獨立中學

郭恩儀

永平中學

楊惠隆

利豐港培華獨立中學

葉孫璇

巴生興華中學

朱汶炅

金寶培元獨立中學

溫舒伊

永平中學

林福豪

巴生中華獨立中學

陳彥揚

巴生興華中學

黃靖翔

金寶培元獨立中學

鍾慧欣

永平中學

林豐隆

巴生中華獨立中學

符彰乘

巴生興華中學

羅國駿

金寶培元獨立中學

楊信義

檳城鐘靈獨立中學

莊愷信

巴生中華獨立中學

鄺峻豪

巴生興華中學

陳嘉慶

波德申中華中學

陳子益

檳城鐘靈獨立中學

許育恩

巴生中華獨立中學

王和有

巴生興華中學

黃品浩

波德申中華中學

石佳宏

檳城菩提獨立中學

張芷誠

巴生中華獨立中學

籃維瑩

詩巫公教中學

江順英

金寶培元獨立中學

王紹恆

檳城菩提獨立中學

謝彤

巴生中華獨立中學

呂立磊

詩巫公教中學

林成鍇

金寶培元獨立中學

鄒雯惠

檳城菩提獨立中學

駱宏煌

馬六甲培風中學

黃彥禎

詩巫公教中學

胡慶旖

金寶培元獨立中學

嚴婷娜

利豐港培華獨立中學 謝靖涵

馬六甲培風中學

李澤延

詩巫公教中學

紀勇劭

金寶培元獨立中學

張雪璇

利豐港培華獨立中學 李佳潔

馬六甲培風中學

李政揚

詩巫公教中學

江昌力

山打根育源中學

鄔德恩

利豐港培華獨立中學 丘啟圓

馬六甲培風中學

張穎慧

詩巫公教中學

陳馨慧

山打根育源中學

羅文駿

檳城鐘靈獨立中學

駱家豪

馬六甲培風中學

戴睿文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林雪楹

山打根育源中學

胡耀康

檳城菩提獨立中學

李泰勛

馬六甲培風中學

劉建宏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黃崇量

山打根育源中學

張詠征

檳城菩提獨立中學

郭俊諺

馬六甲培風中學

鄭沐潔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郭紫盈

山打根育源中學

朱家樂

檳城菩提獨立中學

章陳慧金麗

馬六甲培風中學

張格敏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柯婕兒

山打根育源中學

陳昭源

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 雷凱翔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黃富總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何振輝

芙蓉中華中學

饒宇軒

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 顏泳澔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吳琛庭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李名洵

芙蓉中華中學

洪靖淮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黎恩瀚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黃雯莉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葉鎮語

芙蓉中華中學

李佳駿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羅淵騰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潘佳宏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鄧仲為

芙蓉中華中學

吳毓琴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李千誠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劉秋君

吉隆坡坤成中學

張貽晴

芙蓉中華中學

朱莉雯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何卓耀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翁敦源

吉隆坡坤成中學

謝鈺明

芙蓉中華中學

石凱欣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李傑軒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羅展毅

吉隆坡坤成中學

黃凱怡

芙蓉中華中學

張佩琪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李侑俊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劉勇涵

吉隆坡坤成中學

湯子瑩

芙蓉中華中學

植宇涵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陳漢宜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陳詠悅

吉隆坡坤成中學

曾微絲

芙蓉中華中學

譚筱穎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姚呈宇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黃彥彰

吉隆坡坤成中學

文俊傑

芙蓉中華中學

鍾靖軒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蘇湞傑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林譽康

吉隆坡坤成中學

林孳珅

芙蓉中華中學

張毓潔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林寶誠

巴生光華（獨立）中學 邱珺儀

吉隆坡坤成中學

劉靜文

芙蓉中華中學

李文彬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邢凱斌

寬柔中學古來分校

蕭俊澤

吉隆坡坤成中學

張子杏

檳城韓江中學

林偉漳

柔佛巴魯寬柔中學

翁宇陽

寬柔中學古來分校

王曹陽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張凱文

檳城韓江中學

徐和佳

麻坡中化中學

杜武汶

寬柔中學古來分校

林捷祺

吉隆坡尊孔獨立中學

鄧萬霖

峇株吧轄華仁中學

龍賢慧

麻坡中化中學

林傳揚

寬柔中學古來分校

朱俊傑

怡保深齋中學

黃田益

峇株吧轄華仁中學

吳端聰

麻坡中化中學

張宇星

霹靂育才獨立中學

何芯潔

怡保深齋中學

劉婉琪

峇株吧轄華仁中學

張 莨

麻坡中化中學

黃家楊

霹靂育才獨立中學

黃穎恩

怡保深齋中學

江文偉

峇株吧轄華仁中學

鄭家旻

麻坡中化中學

林天恩

霹靂育才獨立中學

林靖怡

怡保深齋中學

廖韻佳

峇株吧轄華仁中學

黃敬傑

麻坡中化中學

黃獻桂

霹靂育才獨立中學

彭遠安

怡保深齋中學

郭雨萱

峇株吧轄華仁中學

陳宇揚

麻坡中化中學

鄭煜舷

霹靂育才獨立中學

吳謝安

怡保深齋中學

梁斯睿

峇株吧轄華仁中學

陳欣彥

麻坡中化中學

許智翔

霹靂育才獨立中學

林展輝

怡保深齋中學

蘇駿憶

亞羅士打吉華獨立中學 謝曉雯

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 陳侹賓

霹靂育才獨立中學

吳迎縈

雙溪大年新民獨立中學 邱鎵惠

亞羅士打吉華獨立中學 陳一素

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 蘇妍潔

霹靂育才獨立中學

黎子隆

雙溪大年新民獨立中學 劉偉樂

亞羅士打吉華獨立中學 陳國祥

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 莊馨愉

笨珍培群獨立中學

徐文軒

雙溪大年新民獨立中學 羅正傑

亞羅士打吉華獨立中學 陳凱福

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 王俊翔

笨珍培群獨立中學

黃程君

雙溪大年新民獨立中學 羅永晶

亞羅士打吉華獨立中學 詹媛涵

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 陳煒軒

笨珍培群獨立中學

蘇明靜

雙溪大年新民獨立中學 黃凱賢

亞羅士打吉華獨立中學 雷正琳

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 陳維宏

笨珍培群獨立中學

黃子玲

雙溪大年新民獨立中學 薛晟廷

吉隆坡循人中學

李建緯

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 武田繁典

笨珍培群獨立中學

陳政賢

居鑾中華中學

林志釧

吉隆坡循人中學

丘家勝

怡保培南中學

陸靖襄

笨珍培群獨立中學

陳茗瑄

居鑾中華中學

陳康妮

吉隆坡循人中學

鄒苑淇

怡保培南中學

何峻銘

笨珍培群獨立中學

陳婧

居鑾中華中學

何軒濤

吉隆坡循人中學

黃凱淵

怡保培南中學

林姿儀

波德申中華中學

鄭誠鑫

居鑾中華中學

葉紹斌

吉隆坡循人中學

翟文晶

怡保培南中學

鍾偉傑

曼絨南華獨立中學

詹禮彥

居鑾中華中學

江振宇

吉隆坡循人中學

簡榮進

怡保培南中學

李浩男

曼絨南華獨立中學

吳凱承

居鑾中華中學

汪依依

吉隆坡循人中學

楊立泉

怡保培南中學

刁靖兒

曼絨南華獨立中學

林岑洋

居鑾中華中學

霓琦

吉隆坡循人中學

黎潤祥

怡保培南中學

紀佑瑋

居鑾中華中學

歐陽可可

吉隆坡循人中學

沈偉洛

利豐港培華獨立中學 郭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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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中心．校友會
校友服務中心簡介
校友服務中心設於清華名人堂2
樓，致力於校友服務，是校方與校友互
動、資訊傳遞的橋樑，並推動校友組織
成立與交流。負責傑出校友遴選與表
揚、校友資料庫優化，透過校友中心網
頁、電子報、FB粉絲專頁、社交群組
等建立連絡管道，推廣校友證、圖書館
閱覽證、悠遊卡及清華名人堂通行證四
卡合一，並與校友組織、學生社團合
作，舉辧活動、講座或聯誼，以建立共
好平台。南大校區校友服務中心亦致力
推展具竹師特色的校友活動，如籌建
「竹師會館」，校史文物徵集捐贈活
動，豐富校友服務內容。
校友會王思齊、柯皓文、校友服務中心陳千惠執行長、吳麗菁、曾美惠、徐煥銘。

校友會簡介
清華大學校友會成立的主要任務在於母校與校友、校友

宗旨

建立母校與校友交流平台，促進情感與
資源交流。

及校友之間的聯繫與服務。

資料建立 校友資料之建立與更新。

由於人民團體法的修正，全國性人民團體應由兩個以上
的地區性團體組成，便於1994年及1995年，先後成立了台

發行電子報、校友通訊、

北及新竹地區校友會，在董傳義學長等31位校友的連署下，

資訊提供 FB粉絲專頁、建立校友
資訊網。

於1996年1月發文內政部，同年3月取得同意並開始籌備全
國性校友會，委任洪同學長為籌備會主任委員，在歷經諸多
程序後，於1996年9月順利召開成立大會，第一屆理事長為

主要業務

辦理四卡合一校友證並協

服務提供 助校友申請相關證件等。

李遠哲學長，秘書長為鄭建鴻學長。

各式校友活動、名人堂校

活動舉辦 友講座等。

1996年12月17日收到內政部回函，中華民國國立清華
大學校友會正式立案運作，迄今已逾20年，在歷屆理事長李
遠哲、沈君山、許明德、陳振田、曾子章、謝詠芬（依屆數

校友會

排序）的帶領下，一脈相傳清華人精神。

加強校友會、系友會與
海內外校友（會）之互
動網絡。

於 2 0 1 5 年 擴 大 理 監 事 組 織 ， 目 前 理 事 會 有
27名、監事會有9名成員，並在同年聘任一名專職秘書。
2018年4月起有2名秘書專責校友會事務。
清華大學校友會的足跡不單單滿足於國內，更分佈到世

人力配置

主任1名（由主任秘書兼任）、執行長
1名、編審1名、行政助理1名。
校友會秘書2名。

界各個角落，目前已經成立36個清華海外分會，2018年6月

深化與地區分會的關係，亦會往歐陸及東南亞地區發展，架
構起全球的聯絡網，同時深化在地校友的連繫，讓每一個清
華人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能享受他鄉遇故知的樂事。

海 外 分 會

16日分別成立中部、南部校友會。未來校友會的目標不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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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兼校友服務中心主任
呂平江教授訪答錄

1

主 秘曾於2011前來馬來西亞見證馬來西亞清華
大學校友會的組織成立，這次再來，有什麼感想

3

呢？

答

校友是學校的重要資產，是校務力量的延伸，校
友聯繫至為重要！2011年9月擔任學務長期間，

校友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都在清大度過，您
認為清大什麼最讓校友們畢業多年後仍感動及心
繫母校？

答

這方面我可說是很有感觸，因為我在系上朝夕與
學生相處，又擔任過學務長、總務長，對學生的

有幸與當時的葉銘泉副校長一同至吉隆坡見證馬來西亞校

心知之甚深。清華提供一個開放的全人教育場所，讓學生

友會的成立，感受到校友的凝聚力。7年來，馬來西亞校

學習。在系上老師除授課外，導師制度讓老師充分瞭解學

友會協助母校招生，與母校互動熱絡，甚為難得。今年更

生，關心學生；而梅竹賽的聲嘶力竭，君子之爭，清華精

是自告奮勇主辦清華首次的全球清華校友會，號召全球清

神的型塑與凝聚，達到巔峰，很多校友回來，都表達參與

華人，相約吉隆坡，本人再次見證此一盛會，內心感到十

梅竹賽，讓他們對清華有著難以言喻的黏著，清華情濃得

分興奮，也欣慰校友為母校無私的付出。

化不開，這些都是讓校友們在畢業多年後仍感動及心繫母
校的原因。

2
答

主秘於2017年8月1日上任校友服務中心主任秘
書，身負什麼重任呢？

4

如何加強母校與校友間的「心靈相通」？

清華校友近10萬人，校友服務包羅萬象，但不外

各項文件的申請，協助校友取得與自身權益相關證件或福

答

利，讓校友不管是升學、就業或使用母校設施時遊刃有

現上有目共睹，校友的表也不惶多讓。母校校友服務中

餘；二是發展校友會，目前除校友會外，已有36個海外

心，校友會將提供更全面的服務，更好的活動，讓校友與

校友會，在臺灣的中部、南部校友會也已成立，希望校友

母校多做雙向溝通，讓母校的榮耀就是校友們的榮譽，而

會的成立由點到面，形成校友網絡，讓校友會的力量充分

校友們的榮耀，也讓母校增添光彩，達到「心靈相通」的

發揮，成為母校堅實的後盾。

境地。

乎二大主軸，一是校友服務的基礎，如校友證和

希望校友在各行各業全力以赴，堅守崗位，做出
好成績，光耀清華，而母校在學術上或學生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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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陳千惠執行長

清華大學校友服務中心執行長
清華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1

校友們從當年洋溢春青進入清大，到畢業進入社
會工作、創業、打拼，或是深造再進修，進入學

2

對於清大校友廣佈全球，校友中心有什麼計劃使

答

首先就是建立建立校友資料庫，這是基礎工程，

校友互相緊密聯繫？

術殿堂，悠悠歲月催人老，卻催不去校友對離開了多年的
母校懷念。作為校友中心執行長，您見證了那些感人的校
友對於母校的情懷？

有了基礎之後，才能談到更緊密的聯繫。目前校

友資料庫已有49%的email有效值（校本部），這個基礎工

答

在校友中心工作快四年了，讓人感動的校友很

程當然不是校友中心幾個人就可以完成，而是要校內各系

多。清華企業家協會會長、校友會副理事長的蔡

所單位與各系所的校友會一起推動，出錢出力才能做好。

進步學長除了捐款清華名人堂、工一館外，還贊助了名人

前年清華與新竹教育大學合校後，我們發現竹教大

堂二樓的裝設，讓校友回到母校有一個舒適的場地，從頭

的校友資料只有近十年較為齊全，之前的校友資料要請南

到尾不看設計、不問價格，完全信任。校友會理事長謝詠

大校區（原竹教大）的校友中心繼續努力。

芬除了捐款給校友會外，還請大家吃尾牙；還有能賢學長
贊助影像相關活動、來助學長推動中部校友會等。

第二就是建立校友會，目前我們全球有36個校友會
（或連絡人），賀陳校長非常重視校友，他上任以來馬不

在美國華爾街創業成功的胡國琳學長除了捐款，只

停蹄地到全球去「煽風點火」，糾集校友成立校友會，因

要母校請他演講就努力做到，去年校慶母親過世，他還是

此這四年成長了近一倍的校友會，成果斐然！不過，校友

如期演講，他告訴我：「媽媽應該希望他這麼做。」我聽

會的運作其實是仰賴各地的校友，母校畢竟鞭長莫及，點

了差點沒掉下淚來。今年賀陳校長請我問他是否願意幫忙

了火之後若沒有薪材繼續增加，那麼火苗就會熄滅。校友

成立北美基金會？他做完評估之後說可以，並協助成立

會運作除了有一位任勞任怨的會長或總幹事之外，也必須

北美校友會的line與FB，在華爾街如此競爭激烈的商業世

有廣大校友的支持。

界，他的公司RiskVal不僅年年得獎，去年還得到經濟部

第三就是活動，校友會需要有活動來活絡彼此，像

青創會的海外創業楷模，在這麼繁忙的情況下，他竟然願

這次馬來西亞的「全球心、清華情」就是很好的例子。每

意協助成立基金會，這是份不容易的使命，要出錢出力，

個地區的校友會功能不盡相同，有的重視聯誼，有的重視

還要承受各種壓力，真的非常不容易！母校擁有這些校友

工作提供或經驗分享，有的創業需求大，就看每個地區校

是福氣。

友會如何運作。

抱歉我無法一一列舉，應該寫一本書來感謝。

最後就是利用各種宣傳管道連結全球的校友，例如
我們有每個月的校友電子報，有即時的FB、line、wechat
等社交群組。雖然同仁的工作負荷也因此增加，但不可諱
言，這些社交群組的確也提供了迅速傳遞消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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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訪陳千惠執行長

馬來西亞清華大學校友會首次接下聯繫全球校友

人數持續增加，他還做大陸校友分佈圖，發揮理工實事求

的棒子，舉辦「全球心‧清華情」，校友中心有

事精神，也讓我印象深刻。華府校友會老校友與新校友融

何期待？

合一起，還會參加划龍舟比賽，也很有向心力。
我覺得任何一個校友會的成功，歷任會長都有不可

答

這是第一個全球清華人的聯誼活動，我覺得非常

磨滅的功勞。

好！可惜校長已有排定行程無法參加，建議之後

可以早點邀請母校師長，先把時間敲下來。我對大家的努
力感到佩服。最重要的是要一棒接一棒做下去，持續才能
夠產生效果。

4

5

母校有什麼計劃是可以讓校友回饋的？

各地區的清大校友會都各具特色，有什麼特色是

答

讓你留下印象的？

學金、新建築等，另外也歡迎不指定的捐款。只要上校友

母校有一個財務規劃室專門募款的單位，網頁上
可看到各項計劃，包括永續基金、國際化、獎助

中心網頁，在右欄下方即可看到「財務規劃室」，連結網

答

印象較深的有休士頓校友會，是創業有成的校友

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bin/home.php。

林誌祥支持；大陸校友會會長吳正隆經營有道，

各地清華大學校友會活動照

大芝加哥國立清華大學校友會慶祝62週年校慶
時間：2018年4月28日

地點：芝加哥華僑文教中心

華府校友校慶踏青去
時間：2018年4月28日
上午8:00

地點：the Catoctin Mountain
National Park near
Thurmont, Maryland

澳門校友會62週年校慶小聚
時間：2018年4月28日19:00

地點：Best Moment

達拉斯校友會——校慶Potluck
時間：2018年4月30日

地點：Oak Point Park &
Nature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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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國立清華大學校友會成立當天，共有30位1990級至2011級各科系校友與家眷出
席，與遠從台灣到來見證的清大師長、行政人員一起慶祝。前排坐者（左四）清大副校
長葉銘泉教授、（左三）學務長呂平江教授、（左二）綜學組組長陳青主任、（左一）綜
學組組員曾美惠。右起三為留台聯總姚迪剛會長、第一任馬清大校友會會長高順發。

刊出剪報，《星洲日報》提供。

逢百年慶暨在台建校55週年

大馬清華校友會成立
（吉隆坡26日訊）配合今年清華大學創校百年暨在

的清大升學資訊，畢業後回馬也能獲得幫助。

台灣建校55週年，馬來西亞清華大學校友會正式成立。
為了見證馬清大校友會的誕生，台灣新竹清華大學副

清大也希望校友能回饋母校，與母校繼續保持聯
絡；同時，讓母校看到校友在各領域的發展與表現。

校長葉銘泉教授、學務長呂平江教授聯合體育室陳國華講
師、綜學組組長陳青主任、組員曾美惠來馬與校友見面。

高順發：扮演聯繫母校要角

共有30位1990級至2011級各科系的清大畢業校友出
第一任的馬清大校友會會長高順發（化工94級）致詞

席。

時說，校友會將扮演與母校聯繫，加強溝通的重要角色。

葉銘泉：1979年起300馬僑生畢業

他也希望未聯絡上的畢業校友能主動加入，壯大力
量。

葉銘泉教授說，從清大1979年開始接受僑生以來，畢

當天受邀出席清大校友會成立的，還有留台聯總會

業的馬僑生已經接近300人。現在，每年有兩百多位僑生到

長姚迪剛、董總學生事務局的林冰冰及溫桂花、光華獨中

清大升學，馬來西亞就佔了四分之一，人數穩健地成長。

校長黃金貴。

配合百年校慶，清大積極推動各地校友會的成立，
今年3月13日就有「國立清華大學澳門校友會」；6月25

姚迪剛：留台聯總將提供援助

日在台則有「國立清華大學在台畢業僑生校友會」；接下
來9月27日，則是「新加坡國立清華大學校友會」。

姚迪剛說，校友會將幫助校友的凝聚，也能推動母
校的校務，尤其優質如清大，成立校友會更是必要；留台

呂平江：提供更深入升學資訊

聯總將在這方面扮演幫助的角色。
除了出席校友會的成立，葉銘泉副校長等人也到吉隆

學務長呂平江教授表示，僑生和外籍生的入學是清
大多元化發展的一環，而至今馬來西亞僑生的人數已經到

坡循人獨中、居鑾中華中學與高中三學生見面。27日再南
下新加坡見證「新加坡國立清華大學校友會」的誕生。

了可以辦校友會的階段。通過校友會，我國學生有更深入
刊自2011年9月27日《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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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進興（前排左起）、謝上才、章計平、陳榮順和高順發與獲獎學生合照。後
排左五起為銀牌得主朱苡含、金牌得主張浩田和銅牌得主王家保。

刊出剪報，《星洲日報》提供。

清華杯化學科能力競賽

麻中化張浩田贏金牌
張浩田獲得獎金1300令吉，朱苡含獲800令吉，王

得獎名單
獎項

家保獲500令吉，他們也各獲一份獎狀。此外，8名並列
學校

姓名

優異獎的學生則分別獲得獎品及獎狀。

金牌

麻坡中化中學

張浩田

另外，榮獲金、銀和銅牌的學生若申請就讀台灣清

銀牌

峇株巴轄華仁中學

朱苡含

華大學將納入優先考量名單，獲錄取進入各學系或學士班

銅牌

怡保深齋中學

王家保

優異獎

新山寬柔中學

陳日健

笨珍培群獨立中學

吳佳軒

新山寬柔中學

程必泓

合舉辦，清華大學教務處和化學系承辦，吉隆坡中華獨立

新山寬柔中學

陳嘉穎

中學協辦，藉此啟發學生對化學科的觀察測量、思維想像

巴生中華獨立中學

謝耀星

及學習應用等智能，並鼓勵校際學生間相互觀摩，提升教

新山寬柔中學

劉建洛

育品質。

峇株巴轄華仁中學

梁敏慧

峇株巴轄華仁中學

陳星元

後，亦可免交第一學年的學雜費。
比賽由台灣清華大學和馬來西亞清華大學校友會聯

這是清華杯首次到大馬舉辦甄選賽，獲得30所獨中
響應，237名學生參加，評審老師則有來自清華大學的化
學系教授陳貴通和洪嘉呈。
駐馬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章計平在閉幕禮致辭

（吉隆坡16日訊）「2017年馬來西亞清華杯化學科
能力競賽」參賽者今日在經過80分鐘的筆試後，最終由

時說，清華杯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是呼應新南向政策的活
動之一。

柔佛州麻坡中化中學的張浩田贏得金牌。
這項比賽的銀牌得主是柔佛峇株巴轄華仁中學的朱
苡含，銅牌歸霹靂怡保深齋中學的王家保。

「馬來西亞的語言、文化和生活習慣都十分相似，這
是台馬雙方在人才交流方面的最大亮點，這個比賽可以促
使雙方學生交流，扮演兩地的親善大使。」
台灣清華大學副教務長陳榮順指出，清華杯不只是

張浩田朱苡含參加台決賽

個比賽，同時也提升學生掌握化學科的能力，更上一層
樓。

張浩田和朱苡含將在11月11日前往台灣，與另外12組

出席者包括馬來西亞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署理會長

台灣學生在決賽較量。他們可以分別選擇3名隊友與自己

洪進興、吉隆坡中華獨中校長謝上才和馬來西亞清華大學

組隊，與當地獲勝者進行實驗比試，角逐最終冠軍殊榮。

校友會會長高順發等。
刊自2017年7月17日《星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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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綠野孝悌獎學金幫助的本校
馬來西亞學生特地獻花致賀，同
時感謝李金友先生的大愛。

義助馬國子弟在台求學

僑領李金友獲頒清華榮譽校友
本校於6月30日頒授榮譽校友予馬來西亞僑領李金友先

理文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曾邀他到馬來西亞的南方大學

生，推崇他發揮無私大愛、義助馬國學生在清華安心求學。

學院演講，自掏腰包送給每位來聽講的人一本王陽明的「傳

李金友先生的台灣好友、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也特別出席

習錄」，令他印象非常深刻，李先生成為清華榮譽校友後，

致賀。

推動台馬關係將更方便。

李金友先生出席頒授典禮之前，特別到清華大學在台

本校前校長陳力俊院士並從「金友」二字發想，表示

建校的梅貽琦校長眠之處梅園，向梅校長致敬。他說，能成

「李金友從從黃金級的朋友，成為黃金級的校友，實在可喜

為清華榮譽校友，是他終身的榮幸，如果母親還在世，應該

可賀！」

是最為他高興的人。

綠野集團李金友董事長是馬國的授勛爵士。馬國皇

李先生認為，中華文化的大根大本就是「孝悌」二

室為了表彰他對社會的突出貢獻，特授予「Tan Sri（丹斯

字，且母親的名字裡面就有個「悌」字，因此，他前幾年在

里）」爵位，這是聯邦封銜，地位高於一般人較常聽到的拿

清華設立獎學金時，即以「孝悌」為名，如今他成為榮譽校

督，獲封者都是對國家有極大貢獻的人士，意為「護國將

友，有責任要為清華做更多的事。

軍」。李金友先生獲封爵位時41歲，是馬來西亞華人中最

李金友先生當場宣布，他要集合其他企業家的力量，

年輕的受封者。

捐出1千萬馬幣，約合台幣7千5百萬元作為助學貸款，助馬

2014年李金友先生捐贈台幣1600萬元給清華大學，成

國子弟到清華大學求學，「借款的學生不一定要歸還，但有

立「馬來西亞綠野孝悌學生獎學金」，支持馬來西亞包括馬

能力時可以還款，甚至多捐一些，成為善的循環。」他還表

來人、華人、印度人等各民族優秀學生到清華就讀。此獎學

示要與清華合作推廣學前教育，因7歲之前是培養人品人格

金每年獎助10名品學兼優的學生，受獎助者每年可領10萬

的關鍵。

元，最多可領4年，至今已經幫助了31名馬來西亞學生。

賀陳弘校長指出，李金友先生是事業有成的海外華人當

去年11月，李金友先生特地在來台行程中安排到清

中，最能承繼傳統中華倫理文化的一位，他篤信「沒有個人

華，看看他所資助的馬來西亞學生，學生們見到他全都起立

倫理，就沒有企業成功」，這樣的信仰與堅持實踐，助他在

鼓掌，表達感謝。受助學生說，若沒有這筆獎學金，可能高

企業經營上取得極高的成就。李先生近年獎助馬國子弟來台

中畢業就得輟學打工，根本不可能讀大學，更別說在清華這

求學，將信仰理念開枝散葉，義行令人尊敬。

麼好的環境充實自我、追尋夢想。

賀陳弘校長曾應李金友先生之邀赴大馬演講，講題就

曾獲得綠野孝悌獎學金的本校中文系二年級生翁慧倪

在闡述清華大學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李先生還曾

特地在典禮上獻花給李金友先生。她表示，在確定申請到清

說，如果他早知道清華以此為校訓，就不必把兒子送到英國

華大學時，就開始搜尋獎學金資訊，當時就知道有綠野孝悌

讀書了，「君子之學」清華大學是更適合的求學處。

獎學金；來到清華後，學長姐也特別提醒可以申請這項馬來

前總統馬英九先生說，李金友先生在海外宣揚中華倫

西亞學生專屬的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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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領李金友獲頒清華榮譽校友

翁慧倪說，她很慶幸、也很感謝有綠野孝悌獎學金，讓

李金友先生為人處事遵崇儒家思想，企業用人也要視

她在清華求學無後顧之憂，爸媽甚至無須為她準備生活費。

其是否符合《弟子規》的道義。他常提到：「孔子說，大

慧倪也說，李金友先生的義行讓她感受到世間的溫暖，她未

孝，德之本也。如果一個人連父母都不孝敬，你能指望他對

來工作有能力時，也會將這樣的溫暖傳遞下去。

企業忠誠嗎？」他認為老祖宗傳下來孝德為本、揚善懲惡的

推薦李金友先生為榮譽校友的清華學院執行副院長林

儒家文化，是處世做事的靈丹妙藥。這也是他將獎學金取名

福仁指出，李金友先生白手起家，以孝德精神管理企業，企

為「綠野孝悌獎學金」的原因。

業經營有成之餘，不忘回饋社會，幫助弱勢，澤及後生；他

人過中年後，李金友先生重新思考財富與人生的課

雖未曾在清華大學就讀，然其所立功德，已經具體展現清華

題。他認為人生在世，每天忙於追逐金錢沒有意義，要隨時

人的志氣與豐澤。

回報社會。2004年他興建殘障自強職業訓練學院，為馬國

李金友先生1955年出生在貧苦的農村家庭，17歲高中

各種族中有生理或智力障礙的學生提供平等教育機會。近
14年來所有支出皆由李先生獨力負擔。

畢業後，向哥哥借了馬幣100元，隻身赴吉隆坡闖天下，曾
當過印刷廠、古董傢俱店的職員及推銷員等。他20歲時創

李金友先生早在1992年即獲選為台灣第一屆海外創業

立自己的公司，21歲那年就賺到了第一桶金100萬元。李金

楷模。2015年外交部長林永樂特頒「睦誼外交獎章」予李

友先生後來選擇房地產為專注主業，最終在馬來西亞建立起

金友先生，肯定他運用個人或組織力量，配合外交政策進行

地產王國。

經貿投資、推廣教育文化，促進台馬雙邊國際合作與交流。
（國立清華大學新聞稿，發稿日期：2018年7月3日）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MBA)

1

There are numerous EMBA programs being offered around
the world. How would you describe NTHU EMBA programs
that it is unique?

答

2
答

3
1-minute with the CEO of NTHU EMBA Program
Hung-Chang Chiu｜丘宏昌（Professor and
Deputy Director of EMBA）

答

領 導品牌──清華大學為兩岸華人地區高等教育領導
品牌。

Now that the EMBA program is being offered in Malaysia,
how would you describe how special it would be?

串聯人脈──串連東南亞、中國大陸、與台灣各地清華
校友，並與其他名校EMBA交流，拓展人脈與國際視野。

What could NTHU EMBA program participants expect from
joining the program?

多元課程──透過實地互訪、企業考察與個案討論等教
學方式，結合清華師資與經驗豐富實務界共同組成的頂
尖師資與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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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人在清華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陳貴通副教授
我也是獨中生。

在2003年的時候到德國讀博士，期間我做的是關於藥物

我在公元1996年畢

化學方面的研究，我做出了一些成果，也成功的在2007

業自霹靂州的班台育

年獲得了我的博士學位。自2007年，我在瑞士的洛桑聯

青獨中后，隔年就到

邦理工做博士后，研究的主題是化學生物學。瑞士真不愧

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化學

是人間天堂，我在洛桑度過了人生中美好的四年，享受了

系就讀。在新加坡讀學士學

瑞士法語區美麗的風景、人文與美食，直到2011年的春

位期間，我參加了大學生的研究計

天我才離開瑞士到臺灣的國立清華大學開始我的獨立研究

劃，加入了一間實驗室進行有機化學的研究，在課後及放

與教學生涯。不知不覺中，我也在臺灣待了七年的時間，

長假的時候我都在實驗室做研究，這不只對我未來的學術

學術研究也小有成績，希望未來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對馬來

生涯有很大的幫助，我還從實驗室獲得一些工讀金，多少

西亞的華文教育做一點小貢獻。

可以幫補我在高消費的新加坡的一些生活費。因為要少付

一路走來，雖然未來充滿了很多的不確定，每一個選

一些學費和生活費，我盡量多修一些課，使得我可以在三

擇似乎決定了之後人生的方向，也沒有後悔的空間，但只

年半的時間就獲得了理學榮譽學士。大學畢業后，我留在

要你的堅持及一點的小運氣，就可以達到你的目標。華文

了原來的實驗室當了兩年半的研究助理，這期間我發表了

獨中生應該更有信心，不需要擔心英文或數理化沒有別的

一些高水平的工作在國際期刊，這些研究工作的結果也讓

源流的學生好，因為我在國外看到了很多很強的獨中生。

我成功的申請到了德國著名的馬普研究所的博士課程。我

我很榮幸也很高興，我是一名獨中生。

蔡孟傑
教授

學歷：

黃貞祥
副教授

檳城協和小學1973–1977

個人網站

http://gcsng15.wix.com/nglab

檳城鍾靈中學1978–1983

類別

專任師資

美國BRANDEIS大學數學學士1985–1989

職稱

助理教授

單位別

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生命科學系

研究專長

演化遺傳學、演化基因體學、演化發育
生物學、演化鳥類學、分子演化學

美 國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 M . I . T. ） 數 學 博 士
1989–1993

˙1993年博士畢業後到台灣任教，這二十多年來皆
在台灣從事數學研究與教學。

黃貞祥，筆名「Gene Ng」。柔佛州峇株巴轄

˙研究純數學，研究工作包括幾何和代數，曾獲得

華仁中學校友，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系學士及碩

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和教育部學術獎。

士，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遺傳學博士

˙現為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和理學院副院長。

班，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現

˙喜 歡下西洋棋，曾經參加過檳城MSSPP和全國

任教於國立清華大學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暨生命

MSSM西洋棋賽。

科學系，從事鳥類的演化遺傳學、基因體學及演化
發育生物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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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交流
「科學動手做實驗交流」清華大學 x 馬來西亞華文中學
馬來西亞清華大學校友會（Persatuan Alumni Universiti Tsing Hua
Malaysia / Malaysia Tsing Hua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配合母校
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推動的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跨領域科學實驗動手做課程，邀請物理系教授兼清大跨
領域科學教育中心主任戴明鳳2018年3月中來到西馬4所獨中交流分享
基礎科學教育，並增進台馬雙邊中學科學教學與學習合作的關係，進而
提升台馬雙邊教與學的品質與素養，瞭解在不同文化的脈絡制度下的雙
方學生學習的異同。
戴明鳳教授長年推廣科普教育，在台協助國中小及高中學生學習科
學，也為海外各地中小教師進行科學教學專業培訓，以改善科學教學。
戴教授自2015年暑假才開始與馬來西亞中學師生有實際接觸，但
其主持的科教實驗室近年研發的科學實驗材料包及教材，頗受馬來西
亞中學師生肯定，故短短約一年多時間，即有多所馬來西亞學校自籌經
費，邀請其科普團隊到馬來西亞各地辦理了多場科學教師研習活動和為
高中生辦理科學研習營。
不少學校老師參加過戴教授所主講的研習活動後，訪台之際，會特
別安排到清大的科普實驗參訪觀摩其科學教學活動，並購買其團隊所研
發的DIY實驗材料包和演示教具。

戴明鳳教授訪談

1

教授在這些年多次到馬各中學進行「科學教育交

國內各級師生，也期望能分享至國外，特別是給世界各地

流」，這個活動的目標是什麼？

華人子弟。
中心近年來亦常與馬來西亞各級學校師生交流分

答

清大師生除了一直致力於學術科技的高端前瞻研

享，以期增進台馬雙邊各級學校之科學領域教師間教學經

究，亦長期積極研發各學科領域之基礎科學教育

驗的分享交流。更期望能透過台馬交流，將雙方所設計與

的教育素材和教案，更積極將研發成果推廣至國內各級學

發展之基礎科學教育融入STEM課程的理念，並了解在不

校，供各級師生分享使用，近年來廣受國內各界師生肯

同文化的脈絡制度下，台馬學生學習的異同。

定。科教中心的科普實驗開發團隊與本校各科普團隊亦

當然，清大校方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吸引馬來西亞

致力於推動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優秀的學子能選擇來台學習，更期望他們有意願選擇成為

Mathematics）跨領域科學實驗動手做（hand-on）課

清華人。

程，以期引發學員對科學的好奇，激發科學探究的意願，
並提升學員學習的成效。

就我個人，僅很單純地期望我們科教中心所研發的
科教成果和資源能夠廣與國內外各級教育單位的師生，包

母校為能更有效地整合各學科領域的教育研發成果

括成人的永續教育，甚至一般普羅大眾。近年來與大馬華

與推廣成效，特別於2014年11月在當時周懷樸副校長和

文學校師生多有接觸，進而與這些華文中學老師成為好

戴念華教務長的主動推動下，於教務處下成立跨領域科學

友，因而深感大馬師生在各類教育的資源確實較為有限，

教育中心（簡稱科教中心，敝人得蒙周副校長和戴教務長

許多實驗器材不易購得，故讓我個人更有心於與大馬的科

指派擔任首任中心主任至今）。科教中心的主要目標之

學老師們攜手一起為科學教育努力，以善盡一點世界公民

一，即是除了將科學教學資源和開發成果廣泛分享給台灣

的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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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答

這樣的「科學教育交流」對於馬來西亞的中學老
師學生有什麼幫助？

透過各領域科學現象與實驗的展示，以及科學動
手做（hand-on）等課程，有助於激發大馬學生

5
答

馬來西亞的中學生需要什麼來加強他們對物理科
學的興趣？

如何有效提高科學教學的成效，首要在激發學生
對科學現象的好奇心，進而還需激發學生有一探

對學習科學領域的興趣和自信心，提升學子對科學現象與

究竟的高度意願，另外也需要先強化同學對學習科學的自

實驗的觀察與測量技巧、開啟科學探究的思維與想像，並

信心。但如何執行，在課堂時間與資源都很有限的不利條

善用所學知識於各領域。

件下，確實是一件難度頗高的挑戰。

科學，特別是物理知識，長期被一般人視為抽象、

不妨在每一教學單元啟動前，先取日常生活中實用

無趣、不易理解、困難學習。清大普物實驗和科普團隊讓

有趣的科學現象或科技發展中相關的各種科學實驗，經由

基礎物理的理論驗證和實驗變得有趣、易於理解，讓人樂

展、演示與動手做（hand-on）等方式，提供學生機會能

於親近，且能正確地被運用於生活中和科技中。這十年

親身體驗實驗的實務性和趣味性，強化學生對科學的實體

來，團隊致力研發「科學實驗行動百寶盒／箱」和推動

感受。

「科學Easy Go! Be Happy!」的科學實驗教育傳播工作，

以往課程教學多著重於講述或雖也帶點演示。但若

研發以實物演示和動手做的體驗式探究教學模式和教具，

能提高展演示有趣實用之科學實驗或現象的手段，通常多

且增加與生活應用相關的實物演示實驗，並融入主流科

能有效激發學生對進一步探究科學的興趣和好奇心。之後

技相關的簡易DIY實驗，以使科學內容與教學方法對學生

再傳遞科學理論的知識，如此的學習歷程，才不致使得課

具有下列優勢：（1）引發學習興趣；（2）輔助理論思

堂上的教學只剩枯燥乏味的公式論證，抹煞了學生的學習

考；（3）增進師生互動；（4）啟發樂於主動動手實驗

興趣。目前網路上可找尋到許多簡易的DIY實驗，雖然實

的興趣；（5）消除對尖端科技的疏離感；（6）排除跨

驗多少都有些小竅門，但課堂上觀賞教師示範一次，課後

領域學習的障礙。

學著做，成功率相當低。

3
答

 友會能如何協助「科學教育交流」在馬的推動？
校

6

 來西亞中學的科學教育需要什麼提升，以讓學生
馬
畢業後達到進入大學理工科系深造的水平要求？

校友會以身兼清華校友及大馬各級中學學校校友

團隊在大馬地區的宣導工作，並作為與馬來西亞各級中小

答

學校間暢通的聯絡與合作橋樑，相信必然能更高效率地促

驗的能力，科學素養與自信心的養成。

的雙重身份，若能協助清華母校各科普教育推廣

培養對大自然科學與科技的好奇心、能獨立探究
與實作的能力、強化動手做的技巧、培養設計實

進台馬之間的交流與互動。

4
答

多次赴馬培訓交流，教授對什麼留下深刻印象？

7

清 華大學對於「科學教育交流」被帶到國外進
行，有什麼期待？

有什麼感動的事嗎？

在科學實驗教育資源條件頗為缺乏的情況下，馬

答

當然希望對國外師生的科學教學確實達到交流分
享，實際上的課程協助。

來西亞華文中學的科學教師卻都仍能很用心積極

的教學，並隨時不勞辛苦地積極爭取參加教師研習活動的
機會，以期能增加自己教學的資源和能力。

影

照

片

片

亞太清華總裁工商聯合會簡介
本會是北京清華大學唯一正式授權在亞太地區以同學會性質成立的非盈
利機構，於2008年11月清華大學在吉隆坡舉行的國際年會上宣佈成立，並
於同年12月2日在馬來西亞公司法令下正式獲准註冊。
亞太清華總裁工商聯合會以推廣母校的教育資源及公益活動為主要任
務，積極向海外華商推廣北京清華大學的教育理念，鼓勵企業人士繼續學
習，提升經營優勢，回饋社會建設。
同時，為了資助成績優越與家境清寒的高中畢業生前往中國清華大學深
造，亞太清華總裁工商聯合會從2013年開始，設立了「亞太清華總裁工商
聯合會自強獎學金」，直至2018年，已資助20名學生。

亞太清華總裁工商聯合會聯處
Suite 9-10, 9th Floor, Wisma UOA II,
Jalan Pinang, 504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603 2166 0809
Fax. +603 2166 1928
Email. mszen@apactsinghua.org.my

桃李清華
情
華
清
‧

馬來西亞清華大學校友會
會長

高順發（化工94）

2018年馬來西亞清華盃
化學科及物理科能力競賽籌委會
主席
報到及膳食

洪聲興（材料89）
廖美玲（經濟95）、謝錦彬（中文12）、
沈來興（數學20）、陳怡亨（醫科21）、
紀懷能（資訊95）

2018年清華之夜
主席

白依莎（外語90）

財政

甄潤興（中語92）

秘書

鄭德發（中語94）

活動籌備委員
競賽組

醫藥
晚宴組

 美玲（經濟95）、鄭應偉（物理所08）、
廖
謝錦彬（中文12）、羅福勝（生科03）、
紀懷能（資訊95）
鄭自芳（工工90）
 國平（中語92）、鄭德發（中語94）、
覃
吳傑穎（中文09）、王兆永（動機98）、
溫筠萍（經濟01）

司儀

謝錦彬（中文12）、曾小平（經濟00）

招待

溫筠萍（經濟01）、黃京雄（工工97）、
鄭敦揚（經濟01）、吳傑穎（中文09）、
梁愫玲（數學14）、沈來興（數學20）、
陳怡亨（醫科21）

紀念刊

白依莎（外語90）、鄭德發（中語94）

研討培訓組

李汶超（電機09）

場地器材組

戴良友（物理97）

海報設計

李汶超（電機09）

監考老師

 韻琴（外語89）、鄭自芳（工工90）、
鄭
葉紹春（經濟92）、汪坤發（電機94）、
秦裕光（動機95）、戴美伶（經濟95）、
邱財慶（工工10）、梁愫玲（數學14）

球

心

籌委會名單

鳴謝
協辦單位

留台聯總、坤成中學
˙拿督陳紹厚（3桌）
˙洪進興（2桌）
˙馬台產學研創中心 方俊能（2桌）
˙李金龍（1桌）
˙汪坤發（1桌）
˙黃京雄（1桌）
˙Link Cube政大李斯進學長（1桌）
˙高順發會長（1桌）
˙萬傑毅（1桌）
˙鄭自芳（1桌）
˙黃建國（1桌）

其他

Shining Textile Sdn. Bhd.：會場佈置布匹和細眼運動
排汗布匹一匹。

全

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