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與竹大合併 清華大學附小揭牌 

 本校與新竹教育大學 11月 1日合併，清華的校園巴士

一早開往南大校區（原竹教大），象徵兩校的融合開啟新

頁。原竹大附小也在今天更名為清華大學附小，賀陳弘

校長表示，將在附小開設雙語班，投入清華的學術資源，

加強小學生國際教育與科學教育。 

 校巴在 11 月 1日當天首次開往南大校區，賀陳弘校長

與清華師生一同搭上這班校巴，抵達南大校區後，為準

備搭車前往校本部的原竹大學生提供清華校園地圖、簡

介，鼓勵他們多到清華校區走走看看，熟悉校園環境。 

 合校初期學校每天將開 5班校巴往返校本部與南大校

區，方便師生前往另一校區修課、參加社團及校園活動。

校巴發車班次未來也會隨著使用需求機動增加調整。

(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

9787,r127-1.php?Lang=zh-tw) 

 賀陳校長隨後前往清華大學附小，與附小師生一同慶

賀新校名揭牌。清華大學附小將成為繼政大附小之後，

國內第二所頂尖大學的附設小學。 

 賀陳校長表示，未來將協助附小國際化，開設雙語班；

本校也將協助附小提升科學教育，由大哥哥大姊姊來帶

著弟弟妹妹親手做實驗，探索科學的世界。清華的師資

也將協助附小學生學好第二種語文，走向全世界。 

 賀陳校長說，來到附小覺得很親切，因為女兒十多年

前也是從附小畢業的，女兒畫的兩張畫他一直放在辦公

室，一張畫的是大公雞，提醒他要有恆心、勤勞；另外

一張畫的是家人圍著圓圈圈跳舞的婚禮畫面，每次看到

畫就令他感到十分溫暖快樂。 

 賀陳校長表示， 11月 1日是清華校史上值得紀念的

一天，在這一天大朋友、小朋友聚在一起，清華學生都

因多了小弟弟小妹妹感到很高興，「清華大學將幫助附小

一起成長，變成更棒的學校。」 

 清華附小溫儀詩校長表示，附小創立於 1940年，迄今

有 76 年的歷史，校友從台灣遍布世界各地，她希望附小

在賀陳校長帶領下，提升創造力、國際力及溝通解決問

題的能力，邁向另一個卓越。 

 清華附小學生特別親手製作了花環及學生的版畫作品，

送給賀陳弘校長。賀陳校長也回贈附小學生代表清華小

書包。附小學生並演唱歌曲 A Jubilant Song；溫校長

說，這是一首寓有新生之意的歌曲，特別適合在這一天

演唱，象徵附小在加入清華的大家庭後，開展創新的篇

章。清華愛樂管絃樂團則以銅管五重奏演出「小號志願

軍」及「夜來香」。 

  
國立清華大學附設實驗小學揭牌。 清華附小師生一同慶賀新校名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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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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攜手新竹市政府 打造東門市場青年基地 

 本校賀陳弘校長與新竹市林智堅長 10 月 26日共同簽

署「新竹市政府東門青年基地合作意向書」，清華社會企

業研究中心將與市府合作，在東門市場 3樓成立「東門

青年基地」，輔導青年創新創業，將於明年 7月啟用。 

 清華博士生陳泓維表示，由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新

竹教育大學學生組成的「開門工作室」團隊，去年就進

駐市場，並從今年 5 月起舉辦多場活動，包括鐵門彩繪、

青年創業家講座、市民音樂會等，積極整合清華的學術

資源、新竹市府的官方支援，及國際扶輪社 3500地區代

表的地方產業網絡。 

 賀陳弘校長指出，他曾有幾年在德國讀書，看到德國

許多大學是與城市交織在一起的，互相幫助成長、不分

你我。清華學生用年輕的夢想與活力，喚醒新竹這座古

老城市的舊市場，是社企創新的最好實踐。 

 清華大學即將在 11月 1日與竹教大合併。賀陳弘校長

表示，合併後，兩校的學術觸角將更廣泛向外延伸，為

這項計畫注入更多活力。 

 賀陳弘校長也對人社院蔡英俊院長、社會所李丁讚教

授、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李天健等清華老師把眼皮抬

起來、腳步踏出去，為地方繁榮發展付出心力表示敬佩。 

 蔡英俊院長是此次整合學生團隊與市府的關鍵人物。

他表示，當他得知科技部有個推動大學及地方「跨域治

理」的計畫，就鼓勵人社院學生積極爭取參與。事實上，

他早在 1980 年來到新竹時，就到過東門市場，也看著它

從繁華走向沒落，沒想到有一天竟會帶著學生幫它翻修

重生。 

 開門工作室團隊成之一、清華科管院學士班大二的陳

淑梅說，參與這項計畫學到最珍貴的就是與不同專長的

人一同合作，如團隊裡的藝術家—竹教大藝設系碩三的

廖苡秀、交大建築所畢業的伙伴們，都給她很多新的想

法啟發。此外，爭取贊助、提案，也是校內難得學到的

經驗。 

 東門市場設立於 1900年，曾是台灣最大的市場。1977

年改建，成為全台第一座集合市場，也是新竹市第一座

有手扶梯的建築物，曾是新竹最繁榮的賣場，有許多舶

來品商店，堪稱是新竹的西門町。後來因民眾消費習慣

改變，逐漸沒落。 

 林智堅市長表示，新竹市是年輕的都市，許多青年有

創業的需求。青年創業最缺乏資金及場地，公有零售市

場的租金不高且百業聚集，非常適合青年創業。市府計

畫在東門市場的 3樓規劃 12 個單元，提供年輕人作為創

業空間。 

  
賀陳弘校長與清華師生一起參與簽訂合作意向書記者會。 賀陳弘校長與林智堅市長簽訂合作意向書。 

 

 

 

 



 

 

聯華電子執行長 顏博文：人生就像一場終身的馬拉松 

 「人生就像是一場終身的馬拉松，前面跑得慢沒關係，

但是記得要持續跑下去。」2016「SEMI 永續製造傑出領

袖獎」得主聯華電子公司執行長顏博文說。 

 日前由蔡英文總統在半導體年度盛事「2016科技菁英

領袖晚宴」所頒發的「SEMI永續製造傑出領袖獎」， SEMI

全球總裁暨執行長 Denny Mcguirk 指出顏博文在「永續

製造的傑出領導風格及堅持都堪稱典範」，在力行環保上

是「全方位、全盤性的思考，並且改變制度且一路參與。」

在這個全球暖化、能源危機籠罩的世代，該獎項是對領

導人、也是對企業的一大肯定。 

 顏博文是清大化工系 1980 畢（原名是工化系），台大

化工所 1982 畢，1986年進入聯電至今 30年。30年間，

以「永續發展」為核心價值引導著公司，帶領聯電成為

半導體永續製造的全球領導廠商之一。除了在職場上對

於環境盡心盡力，公餘顏博文持續參與資源回收多年。 

 他表示「有好的理想時，不要空想，做就對了！」，「做

中學、學中覺」是他一直秉持的做事原則。 

 資源回收是真正的抓寶 

 2009年顏博文第一次到垃圾場做資源回收，他形容當

時是「震撼教育」的體驗！看到很多紙杯、塑膠瓶，多

數裡面是沒有喝完的飲料，為了要回收一瓶臭掉的奶茶，

需要更多工序、成本。當時他感到十分慚愧，下了心願

要把自己一生所產生的垃圾回收回來，回收完自己的垃

圾後，再幫家人、公司的垃圾也回收回來。 

 顏博文提到時下最夯的遊戲「寶可夢」笑說：「我常常

在想，那個抓到的『寶』真的是『寶』嗎？真正的『寶』

應該是在資源回收場，那些都是可以再利用的『寶』，所

以才會被稱為資源，不叫垃圾。」 

 當初是同事幫他報名「SEMI 永續製造傑出領袖獎」的

選拔，事先完全不知情的顏博文指出，能夠得到這個獎

是「結合了所有員工一同的努力及參與」。他認為科技業

只要做一點改變，就可以對環境造成正面的影響。 

 十幾年前顏博文當廠長時，開始支持氟化物（PFC）的

減量，使排放出的氣體更乾淨；不管員工是對節能減碳

有理想，還是想要挑戰有毒廢棄物的現有制度，自己就

是扮演著全力支持的角色。 

 「當然這些都是需要付出相當的成本，得透過反覆的

實驗去驗證，付出物力、人力、時間。」顏博文說，透

過公司落實執行而形成好的循環，是一件非常美好的

事。 

 挑戰可以讓自己更強壯 

 顏博文曾經在化工領域兩年，才轉入半導體產業，「從

實做中，我理解到讀書的意義。」他表示電子業每兩年

半就有一個新的突破，不斷的創新以及研發，給他很大

的成就感，他熱愛著這個充滿著挑戰的工作，雖然遇到

的挫折也不少。 

 「從技術職到管理職，都會有很多人事管理、公司治

理的挑戰，而『人』往往是最複雜的，也是最需要深思

學習的課題。」他很感謝上司一直很信任自己，並且給

予指導；另外，宗教信仰也讓他能持續走下去。從事半

導體產業，常面臨環保團體的質疑，但「如果轉個念頭，

危機就是轉機，正面看待挑戰，會讓自己更強壯。」 

 他指出，做事「不是為自己」的想法，會有更大的動

力堅持下去！例如開發出一個低功耗的製程技術，使電

池壽命更持久，就是節能減碳。想到有機會可以貢獻自

己的能力，對社會有貢獻，自己的工作挫折以及壓力就

可以調適，產生做下去的動力。 

 從錯誤中不斷的學習 

 回想大學時期，顏博文自認是「懵懵懂懂」，形容自己

是屬於比較慢鈍的類型，辦活動、與同學相處時，偶爾

也會產生摩擦，還好有好同學的包容，讓他學習成長。

清華對他而言，許多優秀的師長都是他學習的對象，例

如當時的校長沈君山先生，不只在專業上，體育賽事、

圍棋、橋牌等，也都很有涉略，乃至於社會參與也十分

積極，風範令他景仰。 

 一路走來，顏博文認為他也曾經犯了很多錯，但是犯

了錯之後，他會把經驗學習起來，從挫折中走出來。「人

生就像一場終身的馬拉松」，馬拉松的過程中，前面跑得

慢沒關係，但是後面要記得持續的跑著，「不要怕錯誤，

但要記得從中學習！」顏博文用這句話勉勵還在思索人

生方向的學弟妹。 



 

 

 賀陳弘校長表示，對於顏博文校友的獲獎深感與有榮

焉，30 年來在半導體產業界走出一條路，特別在環保意

識抬頭的今日，顯得格外有意義。 

 

 

聯華電子公司執行長顏博文。  

 

 

 

賀  化學系王素蘭教授、物理系郭瑞年教授及電機系張正尚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20 屆國家講座  

  

賀  物理系張敬民教授、資工系許健平教授、語言所梅廣教授、統計所曾勝滄

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60 屆學術獎  

  

 

 

《教務處》 
 【學習系列講座】11 月 21日「口語表達技巧」想表達自在寫意、言談充滿自信嗎？讓

大師鄭俐英老師教會您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 

 

 「課程與教學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想知道有什麼新研究成果嗎？請趕快上網報名參加

成果發表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 

 

http://ctld.nthu.edu.tw/course/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3RsZC5udGh1LmVkdS50dy9jb3Vyc2Uv&b=DGHEFW/c%d1023785756016063/vfghy/26109616476608/DFGBW03032-13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3RsZC5udGh1LmVkdS50dy9jb3Vyc2Uv&b=DGHEFW/c%d1023785756016063/vfghy/26109616476608/DFGBW03032-13
http://ctld.nthu.edu.tw/course/


 

 

 Free Chinese Lesson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10138,r1275-1.php?Lang=zh-tw 

 

 預約榮譽課輔員(教務長榮譽榜制)之步驟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72 

 

 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聯合教師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3 

 

 全國「醫護科技創意發明應用」種子教師研習營開始報名囉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5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開設「打造好臉色！：皮膚美容醫學」摩課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開設「補教教學」線上磨課師(MOOCs)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1 

 

 東海大學開設 3 門磨課師(MOOCs)線上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0 

 

 千里馬盃模擬創業競賽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78 

 

 美和科技大學開設「異趣學習的奇幻化學之旅」磨課師(MOOCs)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76 

 

 105桃竹苗聯合教師成長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75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主辦「2016 校際教學行政高效職能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74 

 

 國立中央大學「儲能技術原理」及「臺灣客家飲食文化」磨課師課程即將開課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6 

 

 新加坡國立大學英語授課教師培訓課程經驗分享暨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4 

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10138,r1275-1.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72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3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5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2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1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0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78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76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75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74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6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84


 

 

《學務處》 
 10月失物招領公告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生輔組「校內」獎學金獲獎公告與獎學金核發作業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學雜費減免於 12月 5日至 12 月 9日申請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第六屆亞洲青年領袖遊學營(新加坡)將於 2017年 2 月 9日至 2 月 13 日在新加坡舉行，

歡迎踴躍報名，報名至 11 月 2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77,r4243-1.php?Lang=zh-tw 

 

 新南向專業導覽人員培訓課程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09895,r5651-1.php 

 

 中華民國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撞球聯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9986,r2469-1.php?Lang=zh-tw 

 

 第 30屆聖約翰盃射箭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17,r2469-1.php?Lang=zh-tw 

 

 105學年指導老師費第一學期領據繳交及 105學年第二學期申請事宜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78,r2469-1.php?Lang=zh-tw 

 

 「食品安全衛生」教育宣導 YouTube 創意影片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79,r2469-1.php?Lang=zh-tw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暨紀念國父誕辰熱舞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80,r2469-1.php?Lang=zh-tw 

 

 華山小客廳徵展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81,r2469-1.php?Lang=zh-tw 

 2017年(第一屆)全國形象美學跨校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83,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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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86,r2469-1.php?Lang=zh-tw 

 

 第一屆 Jolly Cup 發笑杯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88,r2469-1.php?Lang=zh-tw 

 

 輕時尚風格產業大師工作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91,r2469-1.php?Lang=zh-tw 

 

 第六屆全國大學跆拳道武鬥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105,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院校際專業商展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118,r2469-1.php?Lang=zh-tw 

 

 國際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贊助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119,r2469-1.php?Lang=zh-tw 

 

 幼童軍農家樂活動體驗營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134,r2469-1.php?Lang=zh-tw 

 

 微電影式 MV拍攝大賽宣傳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194,r2469-1.php?Lang=zh-tw 

 

 105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報名時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237,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三屆政大盃全國校際圍棋團體錦標賽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39,r2469-1.php?Lang=zh-tw 

 

 大同盃「最嘉好食雞」全國美食廚藝研發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41,r2469-1.php?Lang=zh-tw 

 

 弘光科技大學「原住民瘋收祭」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56,r2469-1.php?Lang=zh-tw 

 東海大學辦理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循路思義」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063,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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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中科盃全國英文行銷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117,r2469-1.php?Lang=zh-tw 

 

 國立台南大學英語系畢業公演-無事生非 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231,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文書組已設置南大校區公務交換信箱，敬請同仁多加利用；私人物件，請勿透過該信箱

進行交換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10027,r27-1.php?Lang=zh-tw 

 

 本(105)年度截至 11 月底經費執行率應達 100%，請各單位儘速規劃執行，俾利執行率之

達成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110183,r1160-1.php?Lang=zh-tw 

 

 

 

《研發處》 
 誠摯地邀請您參加 11月 9日【如何將研發成果轉換為具品質的專利】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761a631-495d-427b-8f17-559b0ff7ed07&c=menu041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研究倫理教育訓練(3)：11月 10日，基因／檢體研究的倫理議題】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09922,r3334-1.php?Lang=zh-tw 

 

 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補(捐)助研究生進行專題，即日起至 12 月 20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18 

 

 文化部「105年文創產業智財權保護及加值應用工作營」基礎課程招生暨報名簡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3128ea2-9982-432a-8f6b-94a77e1ef2b1&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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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徵求第三期「原住民科學教育計畫」申請人校內截止日期為 106 年 2月 7日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19 

 

 國立臺灣大學舉辦「臺大創創挑戰賽」系列活動，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e478ec82-55e4-4a2a-a167-9f2830b5b926&c=menu041 

 

 中國科技大學舉辦「2016 全國大學生創新創業競賽」，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cc71df2-cd8e-4909-b740-a238ba11a2ff&c=menu041 

 

 敬邀參加義守大學舉辦「105 年專利說明書撰寫工作坊」培訓課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eeeb5ab-93f2-4905-bea0-11a4815eaace&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MOST-DAAD）「2017青年暑期營計畫(Summer Institute 

Programme)」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40&lang=big5 

 

 

 

《圖書館》 
 歡迎參加 11月 23日起「天工巧手‧穿越古今──國立清華大學書畫藏品修復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pex_20161124.htm 

 

 歡迎參加「國立清華大學書畫藏品所見日治台灣裝裱」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single&class=47 

 

 「葉榮鐘的台灣史／傳書寫：林獻堂、梁啟超」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istory_2016111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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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雲端書庫@清華大學正式啟用！免預約，免排隊，享受即時閱讀樂趣 

參考網址：http://lib.ebookservice.tw/nthu/ 

 

 

 

《計通中心》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辦理「2016 Fun心架站服務(idv.tw網址)推廣活動」 

參考網址：http://bulletin.web.nthu.edu.tw/files/14-1912-109971,r5074-1.php?Lang=zh-tw 

 

 

 

《人事室》 
 福智文教基金會「2017教師生命成長營」訂於明年 2月 3-6日於明新科技大學舉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0076,r875-1.php?Lang=zh-tw 

 

 考選部檢送考試院修正發布「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利師考試規則」第 6 條、

第 9條條文影本乙份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9968,r3174-1.php?Lang=zh-tw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為有關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招募會務人員 1 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0145,r875-1.php?Lang=zh-tw 

 

 

 

《工學院》 
 清華大學暨紐約州立石溪大學(世界 131 名)在臺之【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

將於 11 月 13日舉辦招生說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09994,r3361-1.php 

 

 

 

《生命科學院》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第二屆台灣神經資訊學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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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囍室] 2016 林雨玄 鄭慧馨 聯展 

 

 圖面為空間的一種轉化，隨著自身想法的不斷改變，想創造的空間也

會跟著改變。若在現實的時空中將兩個人想創造的空間撞在一起，一定

會發生諸多牴觸，但在圖面中卻生產出許多小片段回應著現實中有著意

外可能的細碎空間。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1月 30日。 

2. 地 點：藝術創意空間 (學習資源中心一樓)。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630

0,r11-1.php?Lang=zh-tw。  

 

 

[家] 蘇予珉個展 

 

踏上旅途， 

按下快門，保留當下的情緒。 

回首時， 

當下的感受又被挑起， 

已經褪去的記憶再次變得鮮明。 

粉色的夢境，鮮明的記憶。 

當你張開雙手，我會向你倒去，倒入柔軟的懷抱。 

替我擋開藍色憂鬱，替我承受灼人的溫度。 

我們永遠在那等你。 

說明： 

1. 時 間：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 

2. 地 點：藝術工坊 。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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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01,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4年玩出好實力 

說明： 

1. 講 者：黃奕翔 ／清大化工系 12級。 

2. 時 間：11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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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1-107103.php。  

 

無國界醫生前線參與──我在史瓦濟蘭的 7個月 

說明： 

1. 講 者：黃崧溪醫生／無國界醫生救援人員 

2. 時 間：11月 19日，下午 2點到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2015fountainhead/index.html。  

 

【數學系專題演講】New bounds for equiangular lines and spherical 

two-distance sets 

說明： 

1. 講 者：Dr. Wei-Hsuan Yu／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 時 間：11月 7日，下午 3點 30分至 4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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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0。  

 

【數學系專題演講】On Maxwell’s conjecture and some progress by using 

algebraic geometry 

說明： 

1. 講 者：Prof. Y.L. Tsai 蔡亞倫／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2. 時 間：11月 7日，下午 4點 30分至 5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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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化學系專題演講】Electronic Structure Contributions to Reactivity in High 

Valent Iron Model Complexes 

說明： 

1. 講 者：Dr. Shengfa Ye／Max-Planck Institute for Chemical Energy Conversion, Germany。 

2. 時 間：11月 9日，上午 11點至中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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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Synthesis,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π-Electronic 

Macrocycles 

說明： 

1. 講 者：Teruo Shinmyozu 新名主 輝男／Visiting Professor of NTU、Emeritus Professor of Kyushu University。 

2. 時 間：11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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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系專題演講】Computing Technology Trend: from CPU,GPU to Context Aware 

Computing 

說明： 

1. 講 者：林宗瑤處長／聯發科技。 

2. 時 間：11月 9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0072,r67-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Bayesian test-based designs for phase I clinical trials 

說明： 

1. 講 者：陳玉英教授／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2. 時 間：11月 11日，上午 10點 40分至中午 12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10009,r585-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