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傾全校力量表達感謝 清琴音樂會動人心弦 
 為慶祝國立清華大學創校105週年暨在臺建校60週年校慶，

4月 23日特別舉辦一場感恩清琴音樂會。這場音樂會是對支持

「清華甲子傳大愛 六萬校友集六億」的朋友表達感謝之意，

於是集合了清華愛樂管絃樂團、清華合唱團以及賀陳弘校長的

大提琴與吳誠文副校長的薩克斯風等清華人的聲音，並融合爵

士風格的演出方式，傳達琴聲與情深感謝大家對清華的支持。 

 今年校慶格外隆重，吸引遍布全球的校友回國參加，同時也

參與「清琴音樂會」。在賀陳弘校長、吳誠文副校長及清華合

唱團一起演唱清華校歌時，所有的海內外校友皆自動起立齊唱

校歌，場面相當溫馨。 

 賀陳弘校長以大提琴獨奏清華情歌專注而優雅，吳誠文副校

長則以薩克斯風吹奏出他對清華的感情，真情流露。兩人一起

再同台與清華愛樂管絃樂團一起演奏清華情歌，獲得滿堂彩。 

 新竹市林智堅市長則以神祕嘉賓身份出現，以小提琴與清華 

愛樂管絃樂團合奏生日快樂歌，最後再與校長、副校長同唱生

日快樂，台下觀眾也一起大喊清華大學生日快樂，在飄揚的樂

音中，為所有的來賓留下美好的校慶回憶。 

 清琴音樂會中除了上述提到的演出者之外，其他大部分演出

者皆為清華校友，如海鷗‧K人聲樂團、鋼琴家郭雅芬小姐、

台北爵士大樂團的部分成員等。此外，幽默風趣帶動全場氣氛

的主持人為 EMBA校友劉恭甫學長與中文系校友潘月琪學姐。 

 清琴音樂會吸引了近千名觀眾，賀陳弘校長對於所有支持愛

護清華的熱心人士表達感謝與感動，他說，未來清華持續發展

的目標包含延攬國際優秀教授、提升學生出國交換比例、鼓勵

國際志工團、擴充學習資源與活動、提高補助弱勢學生的獎學

金、促進學生創新創業等，實現永續辦學以及為社會培育人才

的理想。

  
賀陳弘校長(左起)、鋼琴家郭雅芬小姐、吳誠文副校長與清華愛樂管

弦樂團同台演出。 

新竹市林智堅市長(左)重拾小提琴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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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科管所徐遠音、黃雋嚴、黃家綺、蔡麗婷獲得第二屆歐都納盃品牌策畫

競賽第一名  

  

賀  學科所郭孟倫同學榮獲「第六屆兩岸清華研究生學術論壇」跨領域人文

社會研究分論壇之優秀論文獎  

  

賀  學科所郭孟倫與資應所林偉琳同學榮獲第三屆英語學者跨界合作與交流

國際研討會 (The 3rd English Scholars Beyond Border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SBB 2016)最佳研究生論文獎 (指導教授：楊叔卿教授 ) 

 

 

 

《秘書處》 
 「性平專案－我眼中的性別平等：攝影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01307,r805-1.php?Lang=zh-tw 

 

 

 

《教務處》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3-1154-102465.php?Lang=zh-tw 

 

 國立屏東大學辦理「輕鬆簡單好上手──線上互動教材工具 Office Mix」講座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754 

 

 國立臺灣大學舉辦 104學年度「椰林講堂-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755 

 

 

 

 

《學務處》 
 104學年度退宿及 105年暑期進住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3597,r153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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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衛生福利部修正公告 2015民眾版心肺復甦術指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3615,r1204-1.php?Lang=zh-tw 

 

 105年暑期郵局返鄉包裹服務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3660,r1542-1.php?Lang=zh-tw 

 

 重要！105年課指組場地年度停電檢測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655,r3455-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群園關懷協會「群園助學金 夢想向前行──經濟弱勢家庭助學計畫」，

請於 9月 20日前將申請書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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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兩岸交流活動赴江西省進行參訪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530,r2469-1.php?Lang=zh-tw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舉辦「臺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531,r2469-1.php?Lang=zh-tw 

 

 世新大學辦理「第 22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新聞營」參訪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533,r2469-1.php?Lang=zh-tw 

 

 玄奘大學舉辦 2016 年暑假「第 14 屆中華文化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534,r2469-1.php?Lang=zh-tw 

 

 客家委員會舉辦「2016客家青年領袖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535,r2469-1.php?Lang=zh-tw 

 

 蒙古 2016暑期營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536,r2469-1.php?Lang=zh-tw 

 

 「青年轉動全球」微電影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571,r2469-1.php?Lang=zh-tw 

 

 「107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承辦學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584,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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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大專校院系際桌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585,r2469-1.php?Lang=zh-tw 

 

 「鏡看南投」微電影徵件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648,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舉辦「全國高中生暨大專生服務學習營隊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653,r2469-1.php?Lang=zh-tw 

 

 台聯大暑期國際志工──鄉村少年科學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657,r2469-1.php?Lang=zh-tw 

 

 帶書下鄉好書分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670,r2469-1.php?Lang=zh-tw 

 

 「愛你憶萬年」關懷失智者暨第三屆議長盃彩虹公益路跑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671,r2469-1.php?Lang=zh-tw 

 

 第七屆兩岸榕台大學生新聞營 

參考網址：

http://www.daso.com.tw/daso_edm/edm56/index.jsp?grpCode=1&project=1141&id=1835&from=5266&group=999 

 

 希望臺中‧創意轉動 2016 臺中盃全國創意大獎 

參考網址：http://tc-cup.asia.edu.tw/about.php 

 

 臺南老店‧創意愛現──文化創意提案募資獎勵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698,r2469-1.php?Lang=zh-tw 

 

 中原國民小學辦理桃園市 105年度上半年及 105學年度第 1學期補救教學整體行政推動

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699,r2469-1.php?Lang=zh-tw 

 

 開南大學舉辦「Open Data X 黑客解密」暨「Maker X Hacker 桃園開放資料黑客松」說

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700,r2469-1.php?Lang=zh-tw 

 

 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我年輕！我捐血！」熱血青年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701,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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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in The World 青年領袖民主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703,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畢業典禮當天(6 月 5 日)校巴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ezfiles/9/1009/img/333/112090268.pdf 

 

 停電通知，定期年度大保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03578,r992-1.php?Lang=zh-tw 

 

 6月服務性及餐廳廠商營業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3687,r127-1.php?Lang=zh-tw 

 

 風三墨尼捲餅於 6月 11 日至 6 月 12 日暫停營業二日，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3738,r127-1.php?Lang=zh-tw 

 

 本校招待所管理要點修訂，即日起正式實施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3708,r3267-1.php?Lang=zh-tw 

 

 

 

《研發處》 
 【SPARK 計畫──研究倫理辦公室教育訓練課程】6月 24日「醫療器材人體試驗的傷害

補償與賠償」，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9ff89c9-acf4-4326-8d79-bb0d60a16ec5&c=menu041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倫理教育訓練(5)：醫療器材人體試驗的傷害補償與賠償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87-1679-1914.php?Lang=zh-tw 

 

 6月 4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辦「研究倫理工作坊(三)」，歡迎本校師生同仁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aps.ncue.edu.tw/sign_up/show_crs.php?crs_seq=2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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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通知】106年榮總台灣聯合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自 6月 16日起接受申請，7 月 15

日截止收件，逾期不予受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03486,c2617-1.php 

 

 檢送本校新成立之 Joan and Irwin Jacobs TIX Institute 徵求「產業學者」相關訊息

供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2892059-6d9d-4075-8198-9687470a8d75&c=menu041 

 

 科技部「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電視組及網路組)自即日起至 6月 27 日下

午 6點止受理申請(本校截止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13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5 年度委託研究案「臺北市政府 Input 計畫──單一

陳情系統運作機制之研究」1 案於 6 月 13 日截止收件，請參與甄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12 

 

 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以社教機構為基地之數位人文計畫申請作業說明，有意申請者，請

依相關規定辦理申請作業。（計畫申請至 6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11 

 

 科技部徵求臺俄(西伯利亞分院)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9 月 12日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09 

 

 科技部徵求臺俄(人文科學基金會)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9月 12 日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10 

 

 105年度「產業園區專案輔導計畫」第三次提案申請，收件截止日至 6 月 14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14 

 

 

 

 

《全球事務處》 
 香港大學碩博士課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9&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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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滁州學院 2016 臺灣青年學生徽文化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53&lang=big5 

 

 2016暑期假日接待家庭招募活動開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52&lang=big5 

 

 上海交通大學海峽兩岸青年精英見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51&lang=big5 

 

 廣州暨南大學 2016 年「粵台學子中華情」暑期交流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56&lang=big5 

 

 蘇世民書院獎學金申請即日起至 6月 1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54&lang=big5 

 

  國立清華大學 2016 年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錄取榜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58&lang=big5 

 

 

 

《圖書館》 
 即日起至 6月 19日為本校考試期間，圖書館閱覽服務調整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service/hour/index.htm#tabs-5 

 

 新增試用資料庫「臺灣人社百刊」，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db1.udpweb.com.tw/soc_trial/ 

 

 新增試用資料庫「經典人文學刊庫」，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sinoweb.udpweb.com.tw/ 

 

 [填問卷送好禮]105 年大專校院電子書與資料庫使用情況及滿意度問卷調查，填答者可

參加抽獎 

參考網址：http://taebc.lib.ntnu.edu.tw/college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聯盟」105年度電子書選購試用開跑囉 

參考網址：http://www.tw-elsevier.com/index.php?act=show_all, 

http://taebc.ebook.hyread.com.tw/taebcTrial.jsp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53&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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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105年外交領事及外交行政、民航、國際經濟商務及原住民族特考，自即日起至 6 月 6

日受理網路報名，有意報考之民眾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138,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高科技或稀少性工作類科標準」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05年 5 月 19日

修正發布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635,r3174-1.php?Lang=zh-tw 

 

 教育部書函「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第 2條、第 15條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

院於 105 年 5月 18 日修正發布，檢附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

表各 1份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636,r3174-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原住民族委員會函送「105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

畫」1份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638,r3174-1.php?Lang=zh-tw 

 

 

 

《工學院》 
 第十七屆工學院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03489,r3361-1.php 

 

 6月 3日，工學院頒獎會(論文發表競賽及優秀畢業生表揚)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9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Entropy Materials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66 

 

 6月 2日，清大 2016 生物科技明日之星校園徵才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95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 Forum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news.php?Sn=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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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三次 CPE檢定通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3517,r64-1.php?Lang=zh-tw 

 

 清華雲計算聯盟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3697,r3304-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恭喜台文所多位同學獲得【第 29屆月涵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58 

 

 括約肌不是故意的：現代詩選讀裝置詩展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3658,r11-1.php?Lang=zh-tw 

 

 【課程公告】研究所英文課程 105學年度停開一學年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3469,r11-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原科院 104學年度畢業典禮暨傑出校友表揚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517 

 

 

 

《科技管理學院》  

 財團法人李長榮教育基金會──優秀教授與學生獎助辦法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03669,r1794-1.php?Lang=zh-tw 

 

 北京清華大學蘇世民計畫（Schwarzman Scholars Program），即將招收 2017 年度入學

新生，歡迎有興趣同學把握機會報名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03729,r185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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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世民學者項目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03674,r179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2016暑假兒童營(新竹班)  

 

暑假快到囉～如何幫小朋友安排暑假活動呢？ 

自強基金會規劃一系列精采豐富實作課程， 

發揮孩子創意與想像力，培養團隊作精神，發掘潛能， 

孩子快樂 FUN暑假，爸爸媽媽也放心哦！名額有限，敬請把握

機會囉！ 

清交大教職員子女可享課程最低優惠價喔！ 

說明： 

1.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2. 上課地點：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號(清華大學創新育

成大樓 2樓)。 

3. 連絡資訊：蘇小姐，03-5623116 Ext. 3214、

Email:cysu@tcfst.org.tw。 

 

 

 進修英文期末能力測驗 OOPT 教師說明會(投影片及錄影)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39 

 

 2016春季新制競寫辦法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651 

 

 6月 5日，生科系舉辦「壘球 OB賽」，棒球場下午 1點 30分至 6點 30 分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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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古典新愛樂-2016清華愛樂音樂會(新竹場) 

 

 清華愛樂管弦樂團經常於國內各地演出，並參與過 2010上海世

博、2010台北花博，於園內演奏代表台灣的多首作品。樂團並於 2016

阿里山日出音樂會中受邀為唯一管弦樂團代表，演出多首樂曲。此次

邀請國內音樂界好手與樂團共同演出，期望觀眾能夠由我們的真誠音

樂更加肯定我們的技術與對音樂的熱誠。 

說明： 

1. 時 間：5月 30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895

7,r11-1.php?Lang=zh-tw。 

 

 

【繆思影展】《你那邊幾點》What Time is It There  

 

 這裡對「繆思」的定義，是指電影裡讓人印象深刻的男女演員，不

單指觀眾心目中的女神或男神，導演與演員的合作對彼此都留下美好

的經驗，而演員的本質也是導演創作的繆思，我們將於影展期間陸續

介紹這些演員與導演之間的故事。 

說明： 

1. 時 間：5月 31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8823

,r11-1.php?Lang=zh-tw。 

  

 



 

 

樂在清華 

 

 樂在清華歡迎師長同學來旺宏館一樓穿堂聆聽表演與演奏。

歡迎本校學生具備樂器演奏或肢體表演能力者參與。 

說明： 

1. 時 間：6月 7日，中午 12點至 1點。 

2. 地 點：旺宏館 1樓穿堂。 

 

《演講資訊》 

Design Thinking 土木清華 

 

說明： 

1. 時 間：5月 30日，晚上 7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名人堂。 

3. 參考網址：

http://general.web.nthu.edu.tw/ezfiles/1/1001/img/1

771/designthinking.jpg。 

 



 

 

《從困境中奮起──另眼看 1945年後的東亞史》新書發表會 

 

 1945至1999年間的東亞史，是一段日本、台灣、南韓及中國大陸分別

遭遇種種的困境，卻都能經由持續的改革而先後奮起的歷史；其過程及

結果塑造了你我的今日，無疑也將影響你我的將來。 

 活動邀請陳力俊前校長與作者對談，激發對歷史不同的思維與解讀。

期許讀者們「明白過去，才能洞悉現在，並展望未來」。 

說明： 

1. 講 者：呂正理／本書作者、業餘史家、2011年台北國際書展 

大獎得主。 

與 談：陳力俊／國立清華大學前校長。 

2. 時 間：6月 1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4. 參考網址：

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103135,r778-1

.php?Lang=zh-tw。 

 

 

【數學系專題演講】Algebraic exponential map 

說明： 

1. 講 者：廖軒毅／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2. 時 間：5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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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數學系專題演講】Big Data, Elegant Algorithms, and Fast Computers for a 

Better World 

說明： 

1. 講 者：王偉仲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應用數學科學研究所與數學系。 

2. 時 間：5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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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 

 

 



 

 

【化學系專題演講】Cancer Carbohydrate Nanotechnology: Understanding and 

Targeting Cell Surface Glycosylation in Disease Therapy and Diagnosis 

說明： 

1. 講 者：Prof. Adam B. Braunschweig／University of Miami。 

2. 時 間：5月 31日， 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化學館 R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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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tic Modeling Chemistry of Iron-Sulfur Clusters in 

NO Signaling 

說明： 

1. 講 者：Prof. Eunsuk Kim／Brown University。 

2. 時 間：6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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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Synthesis of Strained Chiral Aromatic Compounds by 

Transition-Metal-Catalyzed Aromatic Ring Construc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Ken Tanaka／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 時 間：6月 1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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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hting cancer with a sweet bullet: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hydrate based anticancer vaccines 

說明： 

1. 講 者：Prof. Xuefei Huang／Department of Chemistr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 時 間：6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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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專題演講】【IBM - U100校園巨量資料及分析技術】軟體說明會 

說明： 

1. 講 者：李維倫／台灣 IBM大數據與分析部門資深軟體工程師。 

2. 時 間：5月 30日，下午 3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701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dgMn-0XdbQwKnv9rt9SnUrulUFdQPSeo6L7MWR3_7ew/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

e。 

 

【工工系專題演講】掌握生涯發展的關鍵密碼 

說明： 

1. 講 者：黃玲蘭諮商心理師／新竹市生命線員工協助服務中心。 

2. 時 間：6月 1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工一館 107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3724,r2715-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創新與創業實作 

說明： 

1. 講 者：林啟維執行長／綿羊犬藝術有限公司 創辦人暨執行長。 

2. 時 間：6月 3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 B01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03737,r2629-1.php?Lang=zh-tw。 

 

 



 

 

【人社院專題演講】中文學術中的「學術倫理」爭議暨成因 

 

說明： 

1. 講 者：江寶釵教授／中正大學中文系、台文所和聘。 

2. 時 間：6月 1日，下午 3點 10分至 5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 ：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03641,r2

733-1.php?Lang=zh-tw。 

 

 

【人社院專題演講】TaiwanDH 2016：多重面向分析與關鍵陳述擷取 

說明： 

1. 講 者：劉昭麟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2. 時 間：6月 3日，上午 9點至下午 4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http://dhit.kktix.cc/events/taiwandh2016nthu。 

 

 

 

 

 

 

 



 

 

【中文系專題演講】「不齊之齊」與「氣韻」（Aura）──從王船山《莊子解》談莊

子齊物思想的美學政治意涵 

 

說明： 

1. 講 者：劉滄龍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2. 時 間：6月 2日，上午 9點 3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501。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3532,r11-

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專業華語教師的幾個基本功 

說明： 

1. 講 者：廖灝翔／麻省理工學院。 

2. 時 間：6月 3日，下午 1點 30分至 2點 20分。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C402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3466,r11-1.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從辦工廠到蓋媽祖廟：中國台商之跨界文化認同建立與再尺度

化兩岸政治動員 

說明： 

1. 講 者：簡旭伸 ／台大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2. 時 間：6月 1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 C304。 

4. 參考網址：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103735,r2262-1.php?Lang=zh-tw。 

 

【哲學所專題演講】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新書座談會《政府是人民的主人還是僕人？

──探討政治的哲學之路》 

 

說明： 

1. 引 言 人：沈清楷教授／輔大哲學系。 

2. 與 談 人：張旺山教授／哲學所、人社學士班。 

3. 時 間：6月 1日，晚上７點。 

4. 地 點：人社院 A316研討室。 

5. 參考網址：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03614,r42

25-1.php?Lang=zh-tw。 

 

 

 

 

 



 

 

【工科所專題演講】Overview on Nuclear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核

工教育與研究的科學觀) 

說明： 

1. 講 者：江仁台博士／美國伊利諾大學博士、美國電力研究所顧問。 

2. 時 間：6月 2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工科館 205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