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人少棒 再聚清華 
 45年前在本校校園練球、一舉奪下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冠軍

的巨人少棒球員，5月 14日重回清華校園，重溫年少的棒球歲

月。許金木、林文崇、陳金鉛、葉志仙、沈清文、吳誠文等 6

位球員除在當年住宿的華齋留影，還回到本校棒球場投打，身

手雖不復當年，但熱愛棒球、為國爭光的心意始終如初。 

 第一代巨人少棒隊勇奪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冠軍的故事，許

多資深棒球迷迄今仍津津樂道。當年他們捧著冠軍盃回國時，

每位小選手站上一台吉普車，在台北市區最熱鬧的中華路遊街，

萬人空巷。 

 1971年的夏天，巨人少棒小球員們，曾在棒協的安排下，於

赴遠東區及世界賽兩項比賽前，兩度至本校集訓兩周。他們住

在清華的宿舍華齋，有師母教他們簡單的英文對話，還在當時

的百齡堂(如今的蘇格貓底餐廳)品嘗了牛排大餐、學會西餐禮

儀。 

 當年的小投手吳誠文，如今已是本校的副校長。他對當年的

清華校園、宿舍、喝到飽的可樂，校內小徑上胖胖的蛇、狡滑

的松鼠、相思樹上掛著的毛毛蟲，及美麗的棒球場仍記憶猶新。

從小對清華種下的美好印象，成為他在取得博士學位後，選擇

到本校任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校棒球場於 1968年完工，規格仿美式棒球場，內外野綠

草如茵，是當時國內大專院校中首屈一指的棒球場，因此獲指

定為巨人少棒隊的集訓場地。 

 今年農曆年時，吳副校長回到台南家鄉，與當年的好友們談

到當年在清華的點滴，大夥決定重回清華棒球場，找回當年打

球的情懷。 

 許金木等參與活動的球員今天上午回到當年住宿的華齋，這 

也是本校極少數還保留下來的早期學生宿舍。吳副校長記得，

當年集訓時，有天中午在宿舍午睡後，他和涂忠男先走出來，

仍有些睡眼惺忪地坐在大門前的台階上，其他小伙伴也陸續出

來坐在旁邊，這些影像湊巧被捕捉下來。今天他們重現當年情

景，再度按下快門，雖歡慶相聚，也感嘆老照片中的徐生明已

經不在。 

 吳誠文副校長說，當年他放棄棒球選擇升學，是因為老師、

父母擔心打棒球的出路不好，不過即使他現在於專業領域有一

番發展，但他始終對於當年沒有把自己的棒球生涯推到極限就

放棄感到遺憾。他希望政府及各界可以注意培養球員的第二專

長，讓球員離開球場也不必擔心出路的問題。 

 巨人少棒隊長許金木說，他 45年來第一次再回到清華，重

溫舊夢感覺很興奮。沈清文說，巨人少棒來清華練球的前一年，

是七虎隊來此練習，當時宿舍沒有床鋪，球員必須睡在地上，

後來等到巨人隊來練球時，還為他們加了床鋪。他還笑說，當

時他一餐就能吃七碗飯，很感謝清大的招待。 

 葉志仙表示，他後來在青棒、大學棒球及成棒時代，都來過

清大練球，清大棒球場在他每個棒球生涯中都扮演了很特別的

角色。 

 幾位當年的強投、強棒，今天也再度站上清華球場，投打一

番。場邊也有熱情球迷，輪番喊著他們的名字，以及「我愛你」。

球員們也揮手致意，場面十分溫馨 

 

第一代巨人少棒球員(14名)： 

吳智雄、吳誠文、李文瑞、李居明、李泉成、沈清文、林文崇、

徐生明、涂忠男、許金木、陳金鉛、陳銘晃、葉志仙、魏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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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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巨人少棒小球員午睡後坐在清華宿舍華齋前，上排由左至右

為李泉成、吳誠文副校長、中上排為吳清山教練、徐生明、中下排為

李文瑞、李居明下排為沈清文、陳金鉛、許金木。 

(2016年)巨人少棒球員重回清大華齋拍照，左至右林文崇、葉志仙、

沈清文、吳誠文副校長、許金木。 

 

 

 

賀  資工系何宗易老師、材料系林皓武老師榮獲第四屆「年輕學者創新獎」  

  

賀  工工系洪一峯教授與學生倪偉珊以發明名稱「抽樣最佳營收之交通事業

訂位決策方法」榮獲中華民國專利  

  

賀  工工系洪一峯教授與學生王敏璇以發明名稱「大量股票排序之群體決策

方法」榮獲中華民國專利  

  

賀  工工系洪一峯教授與學生陳建豪以發明名稱「銷售決策方法及銷售請求

定價方法」榮獲中華民國專利  

  

賀  材料系林姿瑩及詹貴麟同學榮獲 2016 年歐洲材料年會春季會議 Best 

Poster Award 

 

 

 

《教務處》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舊生註冊須知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3-1086-103264.php 

 

 【教學意見調查】開始填卷了！即日起至 6月 12日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填寫問卷，

填完送清華筆記本！還可參加抽獎，有機會獲得清華音樂卡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8749.php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3-1086-103264.php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8749.php


 

 

 【學生讀書會】104 學年度暑期學生讀書會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742 

 

 藝術治療成人心靈探索班 

參考網址：http://ccms.web.nthu.edu.tw/files/14-1927-103299,r11-1.php?Lang=zh-tw 

 

 暑期兒童美術創作成長營 

參考網址：http://ccms.web.nthu.edu.tw/files/14-1927-103298,r11-1.php?Lang=zh-tw 

 

 暑期親子藝術創作成長營 

參考網址：http://ccms.web.nthu.edu.tw/files/14-1927-103297,r11-1.php?Lang=zh-tw 

 

 美和科技大學舉辦「教育的初心──從磨課師(MOOCs)課程啟動 」專題講座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9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舉辦「數位教材設計及品質管理要點」專題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7 

 

 國立宜蘭大學舉辦 105年度「教學月教學 系列講座」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751 

 

 

 

《學務處》 
 劍道社參加 104 學年度第 40 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大專女子團體得分賽第六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11,r2469-1.php?Lang=zh-tw 

 

 105年暑期校園急救教育公告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2885,r1204-1.php?Lang=zh-tw 

 

 [關懷宿舍] 104學年度暑期及 105學年度學期關懷宿舍床位申請時程(5 月 30 日至 6月

7日)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3226,r1538-1.php?Lang=zh-tw 

 

 105年度財團法人林鏡釧教育基金會「大學院校服務性社團」活動補助申請至 6月 1日

截止，歡迎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34,r2469-1.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742
http://ccms.web.nthu.edu.tw/files/14-1927-103299,r11-1.php?Lang=zh-tw
http://ccms.web.nthu.edu.tw/files/14-1927-103298,r11-1.php?Lang=zh-tw
http://ccms.web.nthu.edu.tw/files/14-1927-103297,r11-1.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9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7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751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11,r2469-1.php?Lang=zh-tw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2885,r1204-1.php?Lang=zh-tw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3226,r1538-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34,r2469-1.php?Lang=zh-tw


 

 

 

 華僑協會總會舉辦 105年暑期「大專僑生社團幹部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43,r2469-1.php?Lang=zh-tw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舉辦赴新疆交流活動，校內申請至 6月 1日中午截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04,r4243-1.php?Lang=zh-tw 

 

 開放報名啦！台聯大四校學生聯誼活動-2016學生夢想聯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33,r3455-1.php?Lang=zh-tw 

 

 6月 3日，臺灣師範大學辦理 104學年度第二階段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大專校院生

涯輔導工作計畫」活動型計畫──第二次聯席會議暨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03190.php 

 

 富邦勇士系際冠軍盃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18,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高爾夫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21,r2469-1.php?Lang=zh-tw 

 

 「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夏令營」活動，招募暑期夏令營大專校院輔導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37,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舉辦「水鹿洄游草地市集文化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39,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廣達文教基金會辦理第七屆廣達游藝獎──創意教學獎競賽觀摩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40,r2469-1.php?Lang=zh-tw 

 

 朝陽科技大學辦理「失智症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43,r2469-1.php?Lang=zh-tw 

 

 臺北大學學生社團「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AIESEC』北大分會」辦理《2016平權之聲：

AIESEC青年性別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44,r2469-1.php?Lang=zh-tw 

 

 臺灣師範大學辦理「105 年度客語能力數位化初級認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4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4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04,r4243-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33,r3455-1.php?Lang=zh-tw
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03190.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1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2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3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3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4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4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4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45,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舉辦「2016 生質能源科技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81,r2469-1.php?Lang=zh-tw 

 

 暑假山東參訪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84,r2469-1.php?Lang=zh-tw 

 

 景文旅遊獎──海峽兩岸旅遊美學創意微電影競賽報名展延至民國 105 年 6月 7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87,r2469-1.php?Lang=zh-tw 

 

 百人拳擊有氧 Party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88,r2469-1.php?Lang=zh-tw 

 

 新竹縣市竹風童軍聯團中級考驗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93,r2469-1.php?Lang=zh-tw 

 

 臺中樂器節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95,r2469-1.php?Lang=zh-tw 

 

 微電影創作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28,r2469-1.php?Lang=zh-tw 

 

 2016年五月份至暑假最夯的全台精選志工活動──有你參與不一樣，陪伴孩子 FUN 暑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68,r2469-1.php?Lang=zh-tw 

 

 中國文化大學檢送「大專學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實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01,r2469-1.php?Lang=zh-tw 

 

 第三屆海外旅遊記者實習計畫暨挑戰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72,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96,r2469-1.php?Lang=zh-tw 

 

 內政部「105年度宗教文化扎根人員培訓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05,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舉辦「2016 GROUNDFIVE 行銷創意提案校園競賽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0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8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8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8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8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9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29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2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6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0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7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39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0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06,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三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10,r2469-1.php?Lang=zh-tw 

 

 臺中國際動畫影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12,r2469-1.php?Lang=zh-tw 

 

 105年新竹市無菸青春活力秀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13,r2469-1.php?Lang=zh-tw 

 

 105年資訊月全國海報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15,r2469-1.php?Lang=zh-tw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主題標語、標誌設計、吉祥物設計】 全國徵選活動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16,r2469-1.php?Lang=zh-tw 

 

 布同凡響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17,r2469-1.php?Lang=zh-tw 

 

 金漫獎獎座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19,r2469-1.php?Lang=zh-tw 

 

 情繫青春兩岸青年八閩行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31,r2469-1.php?Lang=zh-tw 

 

 修正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高爾夫錦標賽競賽規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441,r2469-1.php?Lang=zh-tw 

 

 

 

《研發處》 
 「精密機械專利審查實務分享」研習，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9ba5431-caf7-4ca2-8cf2-0c0e9fa85c79&c=menu041 

 

 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 30萬頭獎等同學拿，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7688e62-4072-48a2-8647-65ff302c5213&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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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邀參加 2016「全國創意發明與專利種子教師研習營」，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c84248d-e3c1-43ab-8d35-074ab2f594c6&c=menu041 

 

 敬邀參加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5 月 31 日，105年度「文創產業的智財權應用」教育訓練課

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49d1c08-e308-47e3-9302-45cc235fc0df&c=menu041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之「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補助計畫至

6月 30日止，請踴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02 

 

 106年度「科技部／國防部國防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6月 7日下午 5點前以線上傳

送科技部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00 

 

 科技部 106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至 8月 5 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01 

 

 【提案說明會】客家委員會辦理「105年度客家知識體系發展講補助計畫提案說明會」

(5月 31 日至 6 月 15 日)，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05 

 

 【成果發表會暨計畫徵求說明會】「科技部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成果發

表」、「科技部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徵求說明會」，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06 

 

 105年度國立臺灣大學暨北區聯盟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rd.ntu.edu.tw/REC/MessageContent.aspx?id=2066&chk=9edcbeb4-8738-41d3-8441-57a320cef567&par

am=pn%3d1%26cid%3d 

 

 敬邀參加 5月 26日，文藻外語大學舉辦【學術倫理與智慧財產權】及【校園智慧財產

權議題】研習會，歡迎有興趣之教職員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d12ab98-77b4-4643-a0e8-133d68332092&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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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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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三豐市學生暑期 Homestay 活動來即將額滿，敬請把握機會 

參考網址：http://nthucad.cs.nthu.edu.tw/~yukari/homestay2016/index.html 

 

 5月 27日，中國醫藥大學舉辦「社會行為科學研究倫理審查說明會」，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rrec.cmu.edu.tw/sign/03sign_d.aspx?id=12 

 

 6月 22日，國立政治大學舉辦 105年第 3 次研究倫理工作坊，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

http://moltke.cc.nccu.edu.tw/Registration/registration.do?action=conferenceInfo&conferenceID=X1132

8 

 

 【計畫說明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承辦科技部 105年第三期高瞻計畫說明

會，將於北、中、南、東四區舉行，歡迎相關人員及教師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208 

 

 科技部公告 105 年度「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人員」申請案，請於 5

月 31日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03 

 

 科技部台拉立三邊共同合作計畫，校內截止時間 5 月 30 日晚上 11點 59分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07 

 

 

 

《全球事務處》 
 蘭州大學第三屆海峽兩岸文化遺產友好使者研習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4&lang=big5 

 

 哈爾濱工業大學第二屆快舟學子夏季學期工科學校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3&lang=big5 

 

 東京工業大學能源與環境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1&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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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3&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1&lang=big5


 

 

 

  2016 秋季班外國學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8&lang=big5 

 

 清華大學第八屆「中華文化：傳統與現代」兩岸三地大學生主題交流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6&lang=big5 

 

 105學年度第 1 學期陸港澳交換生家族輔導員徵選(至 5 月 27 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00&lang=big5 

 

 

 

《圖書館》 
 新增試用資料庫「JSTOR 回溯期刊全系列」、「Global Plants資料庫」，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上傳論文一次上手】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month=5 

 

 

 

《人事室》 
 交通大學訂於 7 月 9 日舉辦「幸福心旅行」北區未婚聯誼活動，歡迎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308,r2506-1.php?Lang=zh-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書函以，該局及所屬各分局 105聯合舉辦「簡單的

幸福」未婚聯誼活動，歡迎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306,r2506-1.php?Lang=zh-tw 

 

 國家教育研究院訂於 6月 19日舉辦「幸福心旅行」北區未婚聯誼活動，歡迎未婚同仁

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310,r2506-1.php?Lang=zh-tw 

 

 轉知衛生福利部指導及補助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主辦中華民國第 18 屆「志願服務獎

章」，請各單位擇優推薦志工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311,r2506-1.php?Lang=zh-tw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6&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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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三立媒體集團】校園徵 Young招募 eDM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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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91 

 

 台日醫療 IT的應用與展望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57 

 

 第十屆學生赴大陸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3263,r63-1.php?Lang=zh-tw 

 

 【暑期英語營】2016 NTHU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Camp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103265,r4642-1.php?Lang=zh-tw 

 

 歡迎報名～【104學年度領袖材子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61 

 

 

 

《電機資訊學院》 
 【競賽公告】第十三屆國家新創獎即日起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03273,r3119-1.php?Lang=zh-tw 

 

 【競賽公告】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青年論文獎(所辦收件至 7月 20 日)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03276,r3119-1.php?Lang=zh-tw 

 

 第十屆學生赴大陸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3263,r63-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2016暑期月涵學堂】說故事工作坊：從李安電影學說故事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3259,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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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學院》 
 「第 21 屆生物物理研討會」於本院華生廳舉行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17 

 

 104學年度生命科學院畢業禮讚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253 

 

 

 

《清華學院》 
 105學年度教育學程新生錄取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3316,r48-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年度教職員工羽球錦標賽(5 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游泳池退費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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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啟慧＆吉田敦雙個展 

 

 人類推動文明的過程中，動物被動地適應著我們建造的環境，毫無

選擇地成為我們認知的實驗和生存的模型。牠們用代代的性命，輕輕

地勾勒著我們如夢的前景。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6月 1日。 

2. 地 點：藝術創意中心。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869

8,r11-1.php?Lang=zh-tw。 

 

 

高年級實習生 

 面對陌生環境，該如何熟悉適應？ 

 面對單調乏味，該如何開創意義？ 

 有沒有那麼一位朋友，他願意與你分享生命經驗，他願意傾聽陪伴你的哀樂，不經意的提點，卻成了最大的幫助 

 看實習生如何一步一腳印，走出生存之道！ 

 

說明： 

1. 時 間：5月 25日，晚上 6點 30分。 

2. 地 點：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9

8895,r491-1.php?Lang=zh-tw。 

 

 



 

 

訊息變造者 陳怡潔個展 

 

 十九世紀末，報紙作為普及化的大眾媒體，其特質承襲著機械複製

年代的「現成物」概念，以其資料處理以及傳播的運作結構提供社會

大眾標準化、均質化的訊息。當現實生活中的現實感不再僅來自於肉

身可觸及的對象時，藝術家該如何回應生活現實呢？ 

 透過洞悉這些脈絡對訊息進行變造來重塑對於世界的想像。在這次

展出中，藝術家即將透過《連合島資料庫計劃》的資料重置，提出藝

術家在大眾媒體社會中，作為訊息變造者的可能。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6月 8日。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858

4,r11-1.php?Lang=zh-tw。 

 

 

【繆思影展】《藍色情挑》Three Colors: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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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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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設計展演競賽 

 

 本屆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於 5月 27日、5月 28日進行複審，參

賽團隊包括全國大專院校。複審內容除展示組與表演組分組現場競賽

之外，規劃精采跨域示範節目，示範展覽為【訊息變造者．陳怡潔個

展】，自 5月 9日起於藝術中心展覽，並於 5月 27日競賽開幕時作專

題演講；示範表演邀請自由人室內樂團，演出【夢幻巴洛克．維瓦第

四季與沙動畫的跨時空對話】。 

說明： 

1. 時 間：5月 27日、5月 28日。 

2.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圖書館一樓穿堂。 

3. 報名觀賽：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BOb2w4ycApwNZ2UgyU

4mw7ctBjRvEC4VpWFt4fPTHY/viewform。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1013

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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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資訊》 

【天下書院大人物系列講座】從後知後覺到先知先覺 

 

說明： 

1. 講 者：張毅君先生／商周副總編輯 

2. 時 間：5月 25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5&lang=big5。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的第一個十年：實證經驗與未來發展 

 

說明： 

1. 講 者：黃居正副教授／清大科技法律研究所。 

2. 時 間：5月 27日，上午 10點 10分至下午 1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205 。 

 

「由阿司匹靈看植物中的靈藥」 

 

說明： 

1. 講 者：伍焜玉院士。 

2. 時 間：5月 27日，中午 12點至 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fng0sec1HnKoiAxHXsHQ

F_Ni6hPlMQUyaZM9B4bYKE/viewform?c=0&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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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與 談：陳力俊／國立清華大學前校長。 

3. 時 間：6月 1日，晚上 7點至 9點。 

4.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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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Yangian and 01-seuqence 

說明： 

1. 講 者：彭勇寧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2. 時 間：5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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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數學系專題演講】The asymptotic of the analytic torsion on CR manifolds with 

S^1 action 

說明： 

1. 講 者：黃榮宗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2. 時 間：5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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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化學系專題演講】Donor-Acceptor Pyranone-derived Fluorescent Compounds for 

Organic Electronic Devices and Bioimaging 

說明： 

1. 講 者：Prof. Atul Goel／CSIR-Central Drug Research Institute, India。 

2. 時 間：5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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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nuclear Lanthanide Clusters : Synthetic , Magnetic 

and Catalytic Studies 

說明： 

1. 講 者：林柏亨 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化學系。 

2. 時 間：5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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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化學的未來: An Ara of Reinventing 

說明： 

1. 講 者：趙奕姼／化學會秘書長。 

2. 時 間：5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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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on Metal-Promoted Asymmetric Reac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Synthesis of Bioactive Compounds 

說明： 

1. 講 者：林國強院士／中國科學院。 

2. 時 間：5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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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thenium Catalysts toward Green Chemistry via activation 

of Alkynes, Alkenes and C-H bonds 

說明： 

1. 講 者：Prof. Pierre H. Dixneuf／CNRS-Université de Rennes。 

2. 時 間：5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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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所專題演講】Nonparametric Inference for Recurrent Events Data under 

Competing Risks  

說明： 

1. 講 者：王維菁教授／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所。 

2. 時 間：5月 27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2點 1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03382,r585-1.php?Lang=zh-tw。 

 

【動機系專題演講】全球重大議題與機械領域產業技術研發 

說明： 

1. 講 者：胡竹生所長／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 

2. 時 間：5月 26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1-1265-9009.php?Lang=zh-tw。 

 

【材料系專題演講】損壞分析在為電子工業之應用 

說明： 

1. 講 者：楊慧文博士／台積電製程故障分析部副理。 

2. 時 間：5月 24日，上午 9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台達館 B06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56。 

 

 



 

 

【材料系專題演講】MDP Products for Semiconductor 

說明： 

1. 講 者：洪昭明技術經理／Applied Materials。 

2. 時 間：5月 24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3. 地 點：台達館璟德講堂。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60。  

 

【材料系專題演講】這時候讀清大材料，好嗎？ 

說明： 

1. 講 者：吳東嶸總經理／優貝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時 間：5月 26日，下午 3點 20分至 5點 40分。 

3. 地 點：台達館 璟德講堂。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60。  

 

【材料系專題演講】紡織產業與品牌價值 

說明： 

1. 講 者：劉國良博士／友良紡織副理。 

2. 時 間：5月 27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台達館 璟德講堂。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60。  

 

【工工系專題演講】Design Informatics: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in the General Context of Design 

說明： 

1. 講 者：Dr. Ying Liu。 

2. 時 間：5月 26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工一館 R901。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3367,r2715-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雷射干涉重力波偵測及其最近的發現 

 

說明： 

1. 講 者：趙煦教授／清華電機系暨光電所。 

2. 時 間：5月 25日，晚上 7點至 8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215。 

4. 參考網址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Cc1G1zW8kIMwVQLnMAYz

0Sz0vk0CJq4xOXxH5fUF7I/viewform。 

 

 

【電機系專題演講】從台南維冠大樓倒塌看司法與工程倫理 

說明： 

1. 講 者：金文森教授／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學系。 

2. 時 間：5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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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30-102874,r2629-1.php?Lang=zh-tw。 

 

【資應所專題演講】Sky is Not the Limit: Semantic-Aware Sky Replacement 

說明： 

1. 講 者： Mr. Yi-Hsuan Ts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oed。 

2. 時 間：5月 24日，下午 4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109。 

4.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03121,r26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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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所專題演講】十七至十九世紀的中國天主教史：中國禮儀之爭和中梵外交史 

說明： 

1. 講 者：陳聰銘研究主任／比利時魯汶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 

2. 時 間：5月 25日，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A302研討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03379,r3414-1.php?Lang=zh-tw。 

 

【哲學所專題演講】主體的解構與再結構──布希亞《消費社會》 

 

說明： 

1. 講 者：林薰香副教授／東海大學哲學系。 

2. 時 間：5月 25日，下午 3點 1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A306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03068,

r4275-1.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文字與影像的可能性：《劉以鬯：1918》與《也斯：東西》的電

影實驗 

 

說明： 

1. 講 者：黃勁輝博士／導演。 

2. 時 間：5月 26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人社院 A309。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