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歡慶在台建校一甲子  培育君子邁向「清華 3.0」 

 

 今年是國立清華大學創校 105年暨在臺建校 60週年，4月

24日舉辦校慶大會與園遊會等活動，吸引許多師生、海內外校

友與貴賓來參加。校長賀陳弘表示，清華在台一甲子，從理工

領域出發，逐漸擴及人文、商管和其他學科，培養許多優秀的

建設人才，推動社會進步。現在正處「清華 3.0」的啟程點，

回應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面對全球化的新時代，需

要重新煥發以人為本、培養兼通東西的君子，作為清華下個階

段教育的努力方向。 

賀陳弘表示，過去清華百年歷史，前 40年可稱為「清華 1.0」，

在文化衝突之際設立清華學堂，培養優秀人才作為中西文化的

溝通者；1960年代以後，一南一北兩個清華分頭努力，都從理

工出發後擴及其他領域，培養許多優秀的建設人才，這是「清

華 2.0」。 

賀陳弘指出，清華 60年來持續成長，從原科院、理學院、工

學院、人社院、電資院到生科院、科管院，累積了厚實的社會

貢獻與聲望。與新竹教育大學整合，將增加教育與藝術學院，

提供學子更多元完整、跨領域研究與學習的環境，促進全人教

育，使同學擁有更寬廣的知識能力和遠大的人文關懷，對未來

世界有更大的承擔，培養世界的領導人是對「清華 3.0」的期

許。 

為祝賀校慶，慶祝活動從年初就陸續展開，重頭戲則落在 4月

23日及 24日。23日上午舉辦了一年一度的環校路跑活動，總

統馬英九特前來共襄盛舉；下午則有「臺灣百歲逆時針青春超

人 鳥蟲體書法家趙慕鶴老師 106歲特展」，從不賣字的趙慕鶴

老師不僅捐出 45幅作品義賣，捐助清華旭日獎學金，更當場

揮毫「壽」字，祝賀清華校慶。 

24日上午從創新育成大樓落成啟用典禮、校慶大會、校慶園遊

會以及綠色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落成啟用典禮等，不僅為慶

祝活動掀起高潮，更宣告清華在台耕耘一甲子，今年又邁向新

里程碑。 

今年的校慶大會也不同以往，頒發了 6位「傑出校友」，包含

玉山金控總經理黃南州、祥茂光電創辦人林誌祥、百略醫學科

技公司董事長林金源、三視影業總經理以及金馬獎獲獎人黃文

英、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航太工程學院 William R. T. Oakes

講座教授及主任楊威迦、鼎信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呂正理，表

揚他們在各個領域的傑出表現。 

 

在清華合唱團的引領下，清華師生及校友齊唱校歌。 

 
賀陳弘校長在校慶大會上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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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虛擬實境逛清華校園 

 逛大學校園不用走，清華大學資工系與計通中心利用虛擬實

境(Virtual Reality, VR)技術，在虛擬世界中重塑美麗的清

華校園，戴上頭戴式顯示器，伸手在地圖上輕輕一點，校園內

的建築、景觀、地形地貌即躍然眼前。沒有頭戴裝置也無所謂，

清華同時推出「校景即時看」，可讓全球校友無論何時何地，

都可以神遊母校，上網觀看清華大草坪、成功湖的即時影像。 

 由清華資工系及計通中心師生所組成的專案團隊費時逾 3年，

將清華校園之美重現於虛擬世界中，並加入許多互動、有趣的

元素。 

 計通中心學習科技組長王浩全表示，清華虛擬實境校園系統

的特色是，不僅建構某一建築物，而是包括校園所有的景觀、

地形地貌，希望帶給瀏覽者更全面的感受，有如置身校園。最

難能可貴的是，這套系統全由師生自行建置。 

 打造虛擬清華校園起源於 2010年資工系助理教授朱宏國所

開設的「3D模型設計」種子教師專業培育課程；2013年正式

成立專案團隊並開辦「3D型不型-3D建模設計專業培訓課程」，

除了開放全校學生參與清華 3D校園地圖建模，也訓練學生建

模概念及技能。開辦之初，便湧入逾百名學生報名。 

 朱宏國表示，從無到有，建構全校約 90棟不同風格及特色

的建築及周圍景觀、地形，是一項浩大工程；每一棟校園建築

物都由學生實地勘查、多角度拍照觀察，再回到電腦前一筆一

劃勾勒出 3D模型，連牆磚花紋、窗台材質等也要如實複製。 

 參與計畫的資工所學生阮維廷說，整個計畫中最困難的是建

模，在眾建築中難度最高的則是人文社會學院大樓，因為這棟

建物規模大、稜角多、設計複雜，耗費時間也最多。 

 另一個足不出戶即可欣賞校園美景的清華網站新功能是「校

景即時看」。清華大學運用網路攝影機與影音串流技術，將大

草坪與成功湖即時影像送到用戶眼前；有了高畫質鏡頭及防水

設備，即使風狂雨驟，也可以 24小時傳送即時影像。 

●清華校景即時入口：

http://livecam.web.nthu.edu.tw/files/14-1931-97850.

php 

●清華校景即時看宣傳影片：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01926

,r240-1.php?Lang=zh-tw 

 

 

 

清華大學費時3年打造虛擬清華校園導覽系統，輕點地圖上的小點，就

可進入虛擬清華校園內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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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簡訊資料多蒐羅自各單位網頁，如有遺漏請多包涵。也歡迎有訊息刊登

需求的單位，每週四中午前提供資訊至 nthunews@my.nthu.edu.tw，資料審

核通過後即刊登於下週一簡訊。  

 

賀 生科院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劉姿吟教授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獲刊登於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 

  

賀 生科院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王慧菁副教授榮獲 2016年吳健雄學術基金會第九屆

「台灣傑出女科學家新秀獎」 

  

賀 生科院生物科技研究所朱麗安博士生榮獲 2016年吳健雄學術基金會第九屆「台灣傑

出女科學家孟粹珠獎學金」 

  

賀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萬德輝助理教授、陳韻晶助理教授榮獲 105年度李昭仁教授生

醫工程「年輕學者獎」 

  

賀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張庭維同學(林宗宏教授指導)榮獲 2016 年「李昭仁教授紀念研

討會」學生組口頭論文競賽特優 

  

賀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劉俊宏同學(陳韻晶教授指導)榮獲 2016 年「李昭仁教授紀念研

討會」學生組壁報論文優等 

  

賀 台文所博一蕭鈞毅同學 小說作品〈記得我〉 榮獲九歌ㄧ O 四年小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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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華語教學認證簡章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01990,r1275-1.php?Lang=zh-tw 

 

 105 學年度上學期華語課程資訊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02031,r127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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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舉辦「【Future Faculty Talk】臺大公開論壇：學習如何學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05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磨課師(MOOCs)線上開放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04 

 

 國立政治大學舉辦「2016 翻轉數位學習：MOOCs與行動學習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03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01 

 

 逢甲大學辦理「磨課師多媒體教材製作及後製編輯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00 

 

 逢甲大學舉辦「2016 創客嘉年華 X CDIO 創新教育種子師資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99 

 

《學務處》 
 即日起至 5月 3 日進行學生宿舍頂樓出入口增設攝影機工程(學齋、儒齋、雅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1932,r2223-1.php?Lang=zh-tw 

 

 美國破獲詐騙簽證集團剪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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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漫畫徵件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17,r2469-1.php?Lang=zh-tw 

 

 岩與水健康人際互動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47,r2469-1.php?Lang=zh-tw 

 

 SAIF MF 國際青年領袖金融高峰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48,r2469-1.php?Lang =zh-tw 

 

 「反毒好好玩」變裝競賽暨全民大遊行活動延期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56,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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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仁科技大學「2016 全國客家龜蝶創意設計海報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58,r2469-1.php?Lang=zh-tw 

 

 東華大學辦理「2016 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60,r2469-1.php?Lang=zh-tw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辦理 2016年「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62,r2469-1.php?Lang=zh-tw 

 

 龍華科技大學辦理「第十一屆 IPMA 全國大學院校專案管理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65,r2469-1.php?Lang=zh-tw 

 

 蘋果基金會「學生服務團體支持計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87,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度市長盃劍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97,r2469-1.php?Lang=zh-tw 

 

 紫薇盃創意口布競賽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43,r2469-1.php?Lang=zh-tw 

 

 國際臺灣餐飲挑戰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44,r2469-1.php?Lang=zh-tw 

 

 國立臺南大學辦理 2016 年第四屆全國鼓陣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85,r2469-1.php?Lang=zh-tw 

 

 農委會補助多媒體線上動物保護輔助教材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86,r2469-1.php?Lang=zh-tw 

 

 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 【愛好好聽】音樂專案 

參考網址：https://www.rainbowkids.org.tw/index.php?module=faq&mn=4&f=content&tid=1438 

 

 LG 2016 敢夢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88,r2469-1.php?Lang=zh-tw 

 

 「海洋教育週」活動計畫「海洋詩」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9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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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青年團隊政策好點子競賽」參賽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93,r2469-1.php?Lang=zh-tw 

 

 中國文化大學辦理「105 年暑期大專學生探索教育訓練員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94,r2469-1.php?Lang=zh-tw 

 

 文化部 2016 iMatch「文創之星創意加值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95,r2469-1.php?Lang=zh-tw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舉辦「核能知識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998,r2469-1.php?Lang=zh-tw 

 

 立法院辦理「青年國會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01,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檢送「2016年投資新趨勢系列講座」之活

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04,r2469-1.php?Lang=zh-tw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辦理「2016 國際智慧人形機器人競賽」以及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05,r2469-1.php?Lang=zh-tw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辦理「嬉遊博館‧文化玩味」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07,r2469-1.php?Lang=zh-tw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辦理 2016年「全國能源科技教案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08,r2469-1.php?Lang=zh-tw 

 

 淡江大學檢送成人教育部海外遊學團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09,r2469-1.php?Lang=zh-tw 

 

 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辦理「2016 沃克大使行銷創意選 SHOW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11,r2469-1.php?Lang=zh-tw 

 

 雲林縣作家作品集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13,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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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 第一屆全國個股分析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14,r2469-1.php?Lang=zh-tw 

 

 2016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17,r2469-1.php?Lang=zh-tw 

 

 馬祖漫卡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42,r2469-1.php?Lang=zh-tw 

 

 國際大學運動總會(FISU)來函告知各會員國下修參賽年齡乙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68,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度上半年志願服務基礎與特殊訓練計畫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75,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救國團暑期 Youth Service Taiwan ~「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大專學生返鄉服

務隊」實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76,r2469-1.php?Lang=zh-tw 

 

 金門大學辦理「金門學概論特色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77,r2469-1.php?Lang=zh-tw 

 

 「2016第四屆約翰盃全國大專校院溜冰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85,r2469-1.php?Lang=zh-tw 

 

 「體育運動贊助資料庫媒合平台」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83,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游泳池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施工日期：即日起至 5 月 4日。 

2. 施工廠商：宏國營造有限公司，03-5752586。 

3. 承辦單位：營繕組 魏哲勇，電話：03-5162285。 

4. 緊急通報：校警隊 03-5714769、校內直撥 33333。 

5.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02080,r99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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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報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1896,r127-1.php?Lang=zh-tw 

 

 

《研發處》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5 月 20 日及 6月 24日舉辦「行動通訊著作權案例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007f34b-0a37-4515-b9c1-d5242cd754bf&c=menu041 

 

 敬邀參與「105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甄選 」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10598c2-4479-4d3a-8a98-96b342c42edd&c=menu041 

 

 生技研發成果技轉與授權實務暨 2016臺北生技獎說明會，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6fd4599-a412-43d4-8e94-436d3094ce55&c=menu041 

 

 科技部產學合作個案經驗分享研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df9090a-2b09-49ea-a8af-59ad1f485647&c=menu041 

 

 本校新成立之 Joan and Irwin Jacobs TIX Institute 徵求「產業學者」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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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新成立之 Joan and Irwin Jacobs TIX Institute 徵求「以色列_海外實習計畫」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8c98ad3-8a4a-4a12-9ccd-b93090df4a7c&c=menu041 

 

 【計畫推廣說明會】經濟部技術處辦理 105年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推廣說明會(台北 4

月 27日及台南 4月 29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87 

 

 教育部函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辦理「政府財產與責任之天災風險管理效益研究」

委託研究計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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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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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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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5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5 年度委託研究案「臺北市公共服務及社服設施空間

分析之市政應用」1 案於 5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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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8 

 

 「光電職場實務與人才培育系列座談」 

參考網址：http://thoric.web.nthu.edu.tw/files/14-1893-101961,r4020-1.php?Lang=zh-tw 

 

 科技部 105年度開發型(第 3 期)及應用型(第 2期)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6 月 27日

下午 5點前止受理申請(本校截至日)，請加強鼓勵研發防震相關計畫提案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90 

 

 科技部徵求 106 年度「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挑戰」，7月 25 日下午 5點截止

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89 

 

《全球事務處》 

  105 學年赴俄羅斯研習俄語文交換獎學金甄選(5 月 2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1&lang=big5 

 

 北京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Schwarzman Scholars) 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0&lang=big5  

 

 中央財經大學台灣大學生北京企業文化行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9&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法國狄德羅巴黎大學(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e Paris Diderot 續簽學術

交流合作備忘錄與交換計畫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8&lang=big5 

 

 科技部徵求 2017年臺法「雙邊人員交流互訪型計畫」及「雙邊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2&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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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通中心》 
 「Fun攝清華 嬉遊秘境」得獎名單公布囉，恭喜各位得獎者，領獎時間有稍微調整，詳

情請見公告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01960-1.php?Lang=zh-tw 

 

 【校園授權軟體更新通知】Window10 Enterprise(1511 版)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01975-1.php?Lang=zh-tw 

 

《圖書館》 
 4 月 26日總圖 3F視聽雙人聆賞席暫停服務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人事室》 
 臺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處函轉有關「臺北 e大」數位學習網，敬請協助宣導並轉知所

屬同仁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984,r875-1.php?Lang=zh-tw 

 

 人事室擬調查校內各單位是否有「臨時人力需求」情形，如有需求單位，請於 4月 28

日前填妥下列調查表，以利人事室賡續辦理後續事宜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87-1138-1889.php 

 

 教育部書函，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訂定「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

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計畫」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003,r3174-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有關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辦法修正條文，業經考試院及行政

院會同修正發布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020,r3174-1.php?Lang=zh-tw 

 

 

《工學院》 
 聯電海內外暑期實習菁英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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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瞻製造系統國際種子菁英營(全程免費)招生中 5 月 30 日截止報名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101951,r772-1.php?Lang=zh-tw 

 

 飛捷科技 2016 繁星暑訓營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75 

 

《科技管理學院》 
 飛捷科技 2016 種子計畫(儲備人才計畫)熱烈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01868,r1794-1.php?Lang=zh-tw 

 

 第一期青年學生與兩岸關係培訓營隊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01872,r1794-1.php?Lang=zh-tw 

 

 米蘭境外學習熱烈招生中~ 

參考網址：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101970,r190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4 月 30 日 MBA舉辦「班際籃球賽」，體育館二樓(右場)及室外籃球場(1)晚上 7點至 9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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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繆思影展】《阮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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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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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島嶼寫作二】文學大師系列影展 

 

 說由目宿媒體製作的【他們在島嶼寫作】文學大師電影系列，2011

年首度面世後，在華人世界掀起一股台灣文學熱潮；【他們在島嶼寫作

二】更跳脫地理範疇，從歷史長河的高度尋找文學流脈，邀集 7位風

格鮮明的中新世代導演鄧勇星、齊怡、劉佩怡、王婉柔、陳懷恩、陳

果、黃勁輝，透過影像敘事，記錄台、港 7位文學大家白先勇、林文

月、洛夫、瘂弦及西西、也斯、劉以鬯的生命歷程及創作熱情；台積

心築藝術季多年來引薦藝文活動深入社區，豐厚民眾的心靈，今年特

別安排【他們在島嶼寫作二】7部影像作品，邀請您共同品賞華人文學

花園中的奼紫嫣紅。 

說明： 

1. 時 間：4月 28日至 5月 2日。 

2. 地 點：台積館孫運璿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144

4,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打造科技打造人：工程實驗室研發的追趕實作體制與人才培育 

說明： 

1. 講 者：林文源主任／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 時 間：4月 28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教育館 225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101893,r400-1.php。 

 

清大光電領域發展及將來沙龍話題討論 

說明： 

1. 講 者：林本堅院士。 

2. 時 間：4月 28日，中午 12點 10分至 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 蘇格貓底 咖啡屋。 

4. 參考網址：http://thoric.web.nthu.edu.tw/files/14-1893-101426,r4003-1.php?Lang=zh-tw。 

 

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 

 

說明： 

1. 講 者：陳淑玫／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 

2. 時 間：5月 10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總圖書館 1F 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8215,r805

-1.php?Lang=zh-tw。 

 

http://thoric.web.nthu.edu.tw/files/14-1893-101426,r4003-1.php?Lang=zh-tw


 

 

 

【數學系專題演講】Challenging Problems from Analysis, Combinatorics, 

Algebra and Probability 

說明： 

1. 講 者：Prof. Jordan Stoyanov／Newcastle University (UK) and University of Ljubljana (Slovenia)。 

2. 時 間：4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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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數學系專題演講】Entropy of tree shifts of finite type 

說明： 

1. 講 者：班榮超／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2. 時 間：4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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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物理系專題演講】Molecular Magnet of 3d-4f Heterometallic Clusters 

說明： 

1. 講 者：Prof. Hui-Lien Tsai／Chemistry Department, NCKU。 

2. 時 間：4月 26日， 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Lecture Room A,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 ：http://www.phys.nthu.edu.tw/seminar/cm-phys/2016/Condensed2016-spring.htm。 

 

【化學系專題演講】Synthesis of Glycans from Mycobacteria and Campylobacters 

說明： 

1. 講 者：Prof. Todd L. Lowary／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Alberta。 

2. 時 間：4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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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ed Poisson Equations for Calculating Solvation Free 

Energy 

說明： 

1. 講 者：楊佩琨教授／義守大學。 

2. 時 間：4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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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Data analysis and modeling-Feature selection and Network 

inference with examples from Systems Biology 

說明： 

1. 講 者：吳馬丁助理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2. 時 間：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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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於台灣市場分析 

說明： 

1. 講 者：郭浩中教授／交通大學光電系。 

2. 時 間：4月 26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20分。 

3. 地 點：台達館 B09。 

4. 參考網址 ：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0。 

 

【材料系專題演講】Dielectric Systems and Modules Product for Semiconductor 

說明： 

1. 講 者：郭亮助 產品處長／Applied Materials。 

2. 時 間：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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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0。 

 

 



 

 

【材料系專題演講】當代博物館及其發展：友善、平權以及科技創用 

說明： 

1. 講 者：王長華 館長／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2. 時 間：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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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0。 

 

【材料系專題演講】Learning from Nature: Biological and Bio-inspired 

Materials 

說明： 

1. 講 者：陳柏宇教授／清大材料系 副教授兼副系主任。 

2. 時 間：4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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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0。 

 

【資工系專題演講】From Student to Engineer 

說明： 

1. 講 者：梁智皓 Barry技術副理／聯詠科技系統平台部門。 

2. 時 間：4月 27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 B1地演廳。 

4.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1962,r67-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Ambient Energy Harvesting For The Internet Of Everything 

說明： 

1. 講 者：陳柏宏助理教授／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2. 時 間：4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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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30-102081,r2629-1.php?Lang=zh-tw。 

 

 

 



 

 

【人社院專題演講】南島族群文化研究分享會 

 

說明： 

1. 講 者：許韋晟／清大語言所博班、許明正／清大人類所

碩班、邱驤／清大人類所碩班。 

2. 時 間：4月 29日，上午 10點 10分至下午 1點。 

3. 地 點：人社院 C205。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bin/home.php。 

 

 

【人社院專題演講】語言與民族誌：從現存史料看 17世紀荷蘭人對台灣原住民的觀

察 

 

說明： 

1. 講 者：林昌華／基隆和平島教會牧師。 

2. 時 間：4月 29日，下午 3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519。 

4. 參考網址 ：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01883,r3644-

1.php?Lang=zh-tw。 

 

 



 

 

【計財系專題演講】Forecasting Corporate Bond Returns with a Large Set of 

Predictors: An Iterated Combination Approach 

說明： 

1. 講 者：吳俊吉 博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講座教授。 

2. 時 間：4月 26日，上午 10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9樓 901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02072,r1775-1.php?Lang=zh-tw。 

 

【經濟系專題演講】Is Home Currency Appreciation Harmful to  

Exporters' Profit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firms 

說明： 

1. 講 者：歐陽溥蔓 老師／成都西南財經大學經濟系。 

2. 時 間：4月 26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20分。 

3. 地 點：台積館 905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02086,r1727-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