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與同步輻射中心合作 開發綠能、生醫新大陸 

 本校與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今(7)日簽訂合作備忘

錄，帶動提升產學研互動熱度、共同培育科技生力軍，

並將在綠能材料、生醫影像（腦科學）、藥物開發及加速

器醫療應用等領域加強合作。由賀陳弘校長及同步輻射

研究中心果尚志主任代表簽約。 

 賀陳弘校長表示，如果 7條光子束就像航空母艦上面

的 7架戰鬥機，那麼清大教授及學生就像是戰鬥機的飛

行員，能幫助航空母艦發揮更大的戰力。 

 果尚志主任致詞時也非常贊同賀陳校長的比喻，他認

為清華大學與同步輻射的合作是非常特殊的伙伴關係，

兩邊的研究互贏互惠。他也提到，清華近年在 BNCT 癌症

治療大有斬獲，未來雙方在加速器的醫療應用上也可以

一同努力。 

 本校與同步輻射中心長期合作並已累積豐碩的研究成

果，也在校內開設先進光源學程培育人才。在台灣光子

源正式啟用之際，更加強合作密度，將利用最先進、最

亮的台灣之光，來推動新一代的「台灣之光」。 

 這次兩方的新合作方案，首先利用台灣光子源的世界

領先高亮度光源優勢，規劃建造尖端綠能材料研發的共

用核心實驗設施，以嶄新的實驗方法，發展關鍵實驗技

術。在創能、儲能與節能等三綠能材料領域，期能改善

和提高燃料電池、太陽能電池與鋰電池等的性能，並研

發新世代節能元件與新穎材料。 

 在生物醫藥方面，將以蛋白質、核酸、藥物分析專用

光源拓展基礎及應用研究使用者，並特別著重生技醫藥

人才的培育。本校與同步輻射中心過去已共同設立結構

生物學程，培育許多優秀的博碩士研究生，該學程畢業

校友多任職於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具體貢獻於生醫領

域的基礎科學研究。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是我國規模最大的跨領域尖端

研究設施，同時運轉兩座同步加速器光源，台灣光源

(Taiwan Light Source, TLS)為能量 15億電子伏特的設

施，1993年正式啟用，目前提供 25座光束線與 50 座實

驗站予國內外學研界使用；台灣光子源(Taiwan Photon 

Source, TPS)為能量 30 億電子伏特的設施，其光束線與

實驗站今年 9月 19 日正式開放使用。該中心為我國唯一

的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可運用於物理、化學、生物、

醫藥、奈米、能源以及先進工業技術等的研究與發展。 

 出席今天簽約儀式者包括賀陳弘校長、陳信文副校長、

郭瑞年研發長、張晃猷副研發長、理學院劉瑞雄院長、

生科院江安世院長、工學院賴志煌院長、生醫中心潘榮

隆主任、物推中心林登松主任、工科系林滄浪教授、陳

燦耀教授，及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果尚志主任、陳力俊董

事長、張石麟前主任、黃迪靖副主任、許國棟副主任、

黃玉山組長、陳俊榮組長，及國家太空中心張桂祥主任。 

國國國立立立清清清華華華大大大學學學簡簡簡訊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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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陳弘校長與同步輻射中心果尚志主任簽訂合作備忘錄。 本校與同步輻射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 

 

 

賀  師培中心傅麗玉教授團隊製作原住民科學動畫「吉娃斯愛科學」獲頒第 51

屆電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  

  

賀  工科系陳福榮教授榮獲 105 年度第 51 屆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自然科學類

中山學術著作獎  

  

賀  資工系洪華駿與蔡霈萱榮獲 Best Paper award at APNOMS'16 

 

 

 

《秘書處》 
 WIPS Global 2.0 Seminar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ZctRRYdmshimU5AFEz4e54dtiBQNr_PQUn0jJetYSCtat_w/viewfor

m 

 

 【活動宣傳】2016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校園巡迴清大場次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09051,r805-1.php?Lang=zh-tw 

 

 

 

《教務處》 
 【期中將至】開放式課程影音重現陪您一起力挽狂瀾、拯救錯過的學習機會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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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摯邀請您加入教務長榮譽課輔員的行列(申請期間：即日起至 10月 31日)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856 

 

 南臺科技大學開設「六週輕鬆學、開口說西班牙語」磨課師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54 

 

 南榮科技大學舉辦「性別平等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研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52 

 

 東南科技大學開設「PVQC 之餐飲英文輕鬆學(英食路)」磨課師線上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51 

 

 遠東科技大學舉辦「卓越十年．三創有成」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50 

 

 義守大學舉辦「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49 

 

 美和科技大學舉辦「104-105 年度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47 

 

 龍華科技大學開設兩門磨課師線上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43 

 

 淡江大學舉辦「攀越巔峰」教師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45 

 

 

 

《學務處》 
  Foreign Students Working in Taiwan Workshop 「僑外生在台工作」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108166,r4068-1.php?Lang=zh-tw 

 

 「10月 27日，誰來午餐」想跟校長、學務長共進午餐嗎？快來報名吧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CdhZgSudVaPtomTuc1BOIpC5Q59-vO-q_LAMmjtXKaLSTbA/viewfor

m?c=0&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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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害防制法規及菸品危害網路大會考活動大會考 

參考網址：http://www.esun.com.tw/demosite/anti_bacco_2016/ 

 

 105年全校運動會帳篷開麥拉!擺攤&開閉幕演出活動徵求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11,r3455-1.php?Lang=zh-tw 

 

 105年度體適能教學研習會第四梯次－EOXi初級飛輪教練培訓認證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889,r2469-1.php?Lang=zh-tw 

 

 富邦勇士系際冠軍盃決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891,r2469-1.php?Lang=zh-tw 

 

 國際賽事能力建構研習營－南區共好營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893,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學年度保齡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894,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學年度壘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895,r2469-1.php?Lang=zh-tw 

 

 第二屆「點亮星光、愛心永傳」關懷自閉症公益路跑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897,r2469-1.php?Lang=zh-tw 

 

 中臺科大英雄校園路跑──為璀璨中臺譽滿四海而跑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01,r2469-1.php?Lang=zh-tw 

 

 「Love Is Respect 愛，尊重」影片徵件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43,r2469-1.php?Lang=zh-tw 

 

 一百零五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44,r2469-1.php?Lang=zh-tw 

 

 全國新穎化妝品調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45,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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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盃全國美容美髮技藝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46,r2469-1.php?Lang=zh-tw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47,r2469-1.php?Lang=zh-tw 

 

 亞洲插畫年度大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48,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49,r2469-1.php?Lang=zh-tw 

 

 第三屆金映獎創意短片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51,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辦理「105年度青年公共事務培力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16,r2469-1.php?Lang=zh-tw 

 

 臺南購物節大新營：CosPlay 嘉年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54,r2469-1.php?Lang=zh-tw 

 

 築畫霓裳 Gown Of Artists。藝術展現──時尚覺起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55,r2469-1.php?Lang=zh-tw 

 

 「衣」元復始、萬「形」更新第二屆服裝改造創作設計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56,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環境保護局辦理「105 年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20,r2469-1.php?Lang=zh-tw 

 

 秋季全國學術英文單字達人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61,r2469-1.php?Lang=zh-tw 

 

 全國智慧流通創新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62,r2469-1.php?Lang=zh-tw 

 

 「幸福國保樂遊寶島」國民年金網路闖關遊戲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63,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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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新代教育基金會 106 年度徵求「教育志工」群星計畫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79,r2469-1.php?Lang=zh-tw 

 

 105大專校院社團經營與服務學習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89,r2469-1.php?Lang=zh-tw 

 

 臺中東亞青年運動會徵圖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57,r2469-1.php?Lang=zh-tw 

 

 第七屆靜宜大專盃全國英文四格漫畫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60,r2469-1.php?Lang=zh-tw 

 

 冬令 CSI 鑑識體驗營 輔導員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88,r2469-1.php?Lang=zh-tw 

 

 德國「新創好主意」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90,r2469-1.php?Lang=zh-tw 

 

 韓國蛋糕裝飾與巧克力設計證照種子師資研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92,r2469-1.php?Lang=zh-tw 

 

 海院盃托盤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93,r2469-1.php?Lang=zh-tw 

 

 兒童創意桌遊教具設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94,r2469-1.php?Lang=zh-tw 

 

 106年運動發展基金輔導發展特色運動及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110,r2469-1.php?Lang=zh-tw 

 

 鼓勵優秀運動選手參加國際性競賽及補助出國經費方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111,r2469-1.php?Lang=zh-tw 

 

  ISU世界青年花式滑冰錦標賽國際志工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119,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學年度運動舞蹈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126,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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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之川──麻辣創意健康料理大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995,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 2016年「認識藏傳佛教」論文徵文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11,r2469-1.php?Lang=zh-tw 

 

 和春技術學院「打造鋼鐵人」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12,r2469-1.php?Lang=zh-tw 

 

 法鼓學校財團法人法鼓文理學院舉辦「2016年佛教與東亞文化密集研修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13,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舉辦「修平幸福兜賣市集行銷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15,r2469-1.php?Lang=zh-tw 

 

 嘉南藥理大學辦理「2016 全國兒童教玩具競賽暨應用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18,r2469-1.php?Lang=zh-tw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辦理「第二屆全國休閒健康盃旅遊行程設計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21,r2469-1.php?Lang=zh-tw 

 

 你聽我說 2016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成果展暨招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90,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學年度劍道錦標賽競賽規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095,r2469-1.php?Lang=zh-tw 

 

 政治大學校園馬拉松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109,r2469-1.php?Lang=zh-tw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餐飲管理科辦理「2016年畢業班靜態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13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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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德國「新創好主意」大賽，獎項總額約值新台幣 55萬元，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cc88c60-df70-46a8-ab9e-99ed29e715c8&c=menu041 

 

 AR 技術發表會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oyStKefruThMCdEpQLcCf4HoSwN9tnQrBUfU8NVuMB_onqg/viewfor

m 

 

 科技部前瞻應用司徵求「創造價值的科技研發試辦計畫─人口高齡化議題」挑戰計畫，

申請人校內截止日期為 10 月 24日中午 12點前完成線上申請，並繳交計畫書紙本 1份

至計畫管理組淑婷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301 

 

 10月 24 日至 10 月 27日，成功大學【看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共 4場講座，歡

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kevinkuei.wixsite.com/markisrael2016 

 

 台北市立動物園「106年動物認養保育計畫」，自即日起至 10 月 28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303 

 

 11月 18 日國立成功大學於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南區研究倫理聯盟課程】，歡迎報名

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09057,r3516-1.php?Lang=zh-tw 

 

 陽管處徵求 106 年度研究生研究計畫，申請日期：即日起至 11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06 

 

 大江生醫千萬論文研究徵選至 11月 30日申請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05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 2016年「認識藏傳佛教」研究計畫申請至 12 月 30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304 

 

 臺北市政府「獎勵研究報告運用臺北市政府資料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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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大學舉辦「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創業楷模系列講座活動」，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dc68bc6-7911-4e61-9467-60c7b8bbf91b&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東海大學台灣──義大利實習計畫(簡稱 TIP)第 8 屆招生~繳交資料即安排面試，額滿為

止(第一梯次出團之最後收件日期為 10 月 31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23&lang=big5 

 

 2017年度日本交流協會經費資助辦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22&lang=big5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選送青年赴新南向國家深度研習計畫公告徵求提案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21&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土耳其科克大學(Koc University)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及交換學生協

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24&lang=big5 

 

 

 

《圖書館》 
 圖書館於 10月 19日舉辦科技部 106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購書計

畫申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single_meal&class=42 

 

 新增試用資料庫「大公報平臺」 

參考網址：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 

 

 新增試用資料庫「商業周刊知識庫」 

參考網址：http://udndata.com/ndapp/KnoBase/magol/getContent?key=b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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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遠見雜誌知識庫」 

參考網址：http://udndata.com/ndapp/KnoBase/magol/getContent?key=gvm 

 

 

 

《人事室》 
 助理登錄系統(SES) 問卷調查，感謝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09098.php 

 

 

 

《工學院》 
 清華大學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943 

 

 台灣石化合成公司獎學金(10 月 20日中午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946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10月 25日中午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945 

 

 

 

《人文社會學院》 
 【月涵學堂】用課本白話文教出寫作力──歡迎報名[月涵學堂]高中國文教學實務工作

坊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9101,r11-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105學年第 1學期多益(TOEIC)校園考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language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911-108769,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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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駐校藝術家計畫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8518,r11-1.php?Lang=zh-tw 

 

 歡迎報名~英語競賽活動──英語火之歌 

參考網址：http://language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911-108606,r11-1.php?Lang=zh-tw 

 

 全民英檢中高級寫作(B)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77 

 

 英文履歷與自薦信(B)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78 

 

  托福寫作(B)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79 

 

 

 

《藝文活動》 

CLOSE UP──阿巴斯影展 

 

 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 1940-2016）於今年

七月，因癌症病逝巴黎醫院，終年 76歲。本次夜貓子電影院精選 11部作品：包括

廣為臺灣觀眾所知的寇科三部曲：《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生生長流》與《橄欖

樹下的情人》，1997年獲坎城影展金棕櫚獎的《櫻桃的滋味》，還有其他六部在

鏡位、聲音與劇情設計上充滿實驗性的精采作品。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0月 29日。 

2.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7589,r11-1.php

?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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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義獎巡迴放映：妮雅的門 

 妮雅是一名遠離家鄉來到台灣工作的菲律賓籍女傭。妮雅和她僱主的世界之間，只隔一扇房門，她喜歡把房門鎖上，卻因此而

引起了與僱主的衝突。兩屆金穗獎得主廖克發以移工為主角，道出離鄉人士的濃厚鄉愁，這是發生在妮雅身上一天的故事，也是

可能發生在許多離家人們身上的一天。 

 

 說明： 

1. 時 間：10月 19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nightcats.blogspot.tw/2016/09/blog-p

ost.html。  

 

飛躍奇蹟 

 

你也有屬於自己的夢想嗎?  

是否常被現實的壓力輾壓而不敢繼續作夢？  

看似不可能的目標裡有著最初的真心。  

即使實現夢想並不只靠真心，  

但沒有真心，夢想也失去了實現的動力。  

10月 20日，一同重溫那顆最初的本心。 

說明： 

1. 時 間：10月 20日，晚上 6點 30分。 

2. 地 點：總圖書館 3F紅氣球團體室。 

3.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HXwk1QryW_t

odgQqB2JaxNq8fkZzRWHi-jsBfupYFcyYFjQ/viewform?c=0&w=1。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07064.ph

p。  

 

 

 

 

 

 



 

 

風中舞影系列 舞工廠《踢踏，WALK漫》 

 《踢踏，WALK漫》取自隨身聽英文 walkman 的諧音，想像街上的路人皆帶著一台隨身聽，走到哪聽到哪的畫面。舞工廠將以寓

教於樂的方式進行，將精心設計過的節目帶給觀眾。演出內容包含自由隨興的「美式踢踏舞」、復古熱鬧風格的「百老匯踢踏舞」、

融合眾多表演藝術的「創意踢踏」，以及簡易踢踏教學，讓現場觀眾更了解踢踏舞的樂趣。 

 

說明： 

1. 時 間：10月 20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人社院大講堂，索票入場。 

3. 演 出：舞工廠。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

108519,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好自在加溫聊天術 

說明： 

1. 講 者：瑪那熊 。 

2. 時 間：10月 25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行政大樓 168階梯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07101.php。  

 

 

 

 

 

 

 

 

 

 

 



 

 

fMRI研究的倫理議題 

 

說明： 

1. 講 者：詹雨臻助理教授。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20分。 

3. 地 點：旺宏館遠距教室 A。 

4. 參考網址：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5-1679-108912,c7537-

1.php?Lang=zh-tw。  

 

 

清華教師會演講~傅麗玉教授動畫影片賞析座談 

 

說明： 

1. 講 者：傅麗玉教授。 

2. 時 間：10月 28日，中午 12點 45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Vv_L_-tXJ-b4

ennCXolZ9O4ekEpTxvh8gWWihzuwLeVRxkQ/viewform?c=0&w=1。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87-1679-1988.php?Lang=zh-tw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87-1679-1988.php?Lang=zh-tw


 

 

【數學系專題演講】Quaternionic loci in Siegel's modular threefold 

說明： 

1. 講 者：楊一帆 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2. 時 間：10月 17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Lecture Room B, 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39。  

 

【化學系專題演講】Fluorescent Chemosensors for Bio-imaging and Drug Delivery 

說明： 

1. 講 者：Prof. Shu-Pao Wu 吳淑褓／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2. 時 間：10月 19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4.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Lang=zh-tw。  

 

【工科系專題演講】車魂人生，龐德汽車夢 

 

說明： 

1. 講 者：鄭程軒(龐德) 節目主持人／ NEWS98 電台「汽車俱樂部」。 

2. 時 間：10月 19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工科館 NE69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08782,r1602-1.php?Lan

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在失語的創傷情境中書寫──「櫻之聲」紀錄片放映暨導演黃

明川映後座談 

 

說明： 

1. 講 者：黃明川導演、李癸雲教授、柳書琴教授。 

2. 時 間：10月 19日，上午 10點 10至下午 1點 10分。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A202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