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傑出女科學家輩出 生科院大有斬獲 

 國立清華大學女科學家輩出，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副教

授王慧菁在細胞有絲分裂機制，及肝炎病毒治病機制研究取

得卓越成就，榮獲 2016年度第九屆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清

華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朱麗安，結合大學習得的動力

機械專業，開發神經研究使用的儀器，也獲得同一主辦單位

所頒發的孟粹珠獎學金。 

 王慧菁主要研究課題是探索有絲分裂調控蛋白與癌症形成

的關聯性，實驗證明重要的有絲分裂調控蛋白 Sgo1可在肝癌

中大量表現，並可作為肝癌的治療標靶。 

 王慧菁第二個研究主軸是探索病毒致癌蛋白如何影響細胞

有絲分裂的進行，最後導致癌症。她的研究證明細胞骨架蛋白

的功能，對於 Epstein-Barr病毒在鼻咽癌組織中的複製具有

抑制作用。這個研究成果具有臨床價值，未來臨床醫師在治療

鼻咽癌患者時，選擇化療藥物必須排除細胞骨架蛋白抑制劑。 

 獲得孟粹珠獎學金的清華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生朱麗安，大

學就讀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之後出於對生命科學研究的

熱忱，加入清華生技所江安世院士的實驗室。之後她將動力機

械系所學用於神經科學研究，開發研究使用的儀器。2013年江

安世實驗室在 Science發表果蠅神經訊號傳導機制的研究，便

是朱麗安與學長合作開發一套光激發果蠅神經的系統，輔助推

展出這項重要的研究成果。 

 朱麗安與動機系學生合作開發雷射追蹤果蠅系統，2014年發

表在 PNAS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實驗成果受到高度的媒體

關注。此外，她與另一組機械系學生合作的微小昆蟲分類儀，

更獲得了「國家新創獎」和「國家科技儀器新創獎」兩項全國

產業新創獎的肯定，以及 3項台灣專利和一項美國專利。這種

既能夠在學術上有突出表現，又能在產業新創領域有所成就的

學生，在全國的生命科學相關學系都是非常少見。 

 清華大學提供完善資源與環境，讓女科學家得以盡情發揮

所長，為科學界奉獻卓越成就有目共睹，化學系教授王素蘭

及物理系教授郭瑞年，便分別於 2013 年及 2015 年獲得台灣

傑出女科學家獎的肯定。今年清華年輕女教授與博士生也獲

得榮譽，足見清華培育年輕學者亦不遺餘力。 

 臺灣傑出女科學家獎與孟粹珠獎學金由台灣萊雅集團及中

華民國婦女聯合會贊助，由婦聯會及吳健雄基金會負責遴選，

每年一位選出於物質科學（公元單數年)及生命科學(公元雙數

年)領域的傑出女性科學家，兩位新秀獎（42歲以下)，及一位

優秀的博士班女學生頒發孟粹珠獎學金。 

  
臺灣傑出女科學家頒獎典禮四位得獎者合照，由左至右為清華王慧菁副教

授、中研院陳瑞華教授、台大心理系張玉玲助理教授、清華生技所朱麗安。 

王慧菁（前排左四）在頒獎典禮與實驗室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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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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TEN】4 月 23 日，清華校慶高峰論壇──新經濟、新視野、新趨勢，線上報名即可現

場集點抽獎，敬邀共襄盛舉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etGxK-FMsI1bGno2-1FBByxCGlmbwdc8y5se85Xvs/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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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學年度行事曆 

參考網址：http://dgaa.web.nthu.edu.tw/files/11-1074-2942.php?Lang=zh-tw 

 

 惰性沒有藉口，優質課程帶著走！有智慧的學習，才是終生學習的智慧！【OCW APP】 陪

你智慧升級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43 

 

 逢甲大學舉辦「特色沙龍──談十二年國教課程模組研發」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98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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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05學年新生齋齋長及服務學長姐當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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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大學部申請暑期住宿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1597,r1540-1.php?Lang=zh-tw 

 

 第五屆全球青年領袖遊學營(新加坡)邀請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16,r4243-1.php?Lang=zh-tw 

 

 國際青年領袖金融高峰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12,r4243-1.php?Lang=zh-tw 

 

 The 7th University Scholars Leadership Symposium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16,r4243-1.php?Lang=zh-tw 

 

 南京大學「蘇臺大學生歷史文化遺產探尋之旅──傳統手工藝篇」考察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60,r4243-1.php?Lang=zh-tw 

 

 臺灣中小學總合教育推廣協會夏令營康輔志工招募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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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17,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端午節龍舟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18,r2469-1.php?Lang=zh-tw 

 

 風城盃學生象棋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28,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賽台灣代表隊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32,r2469-1.php?Lang=zh-tw 

 

 TWB盃全國大專院校自行車遊程設計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47,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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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 2016 馬來西亞新村國際志工招生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48,r2469-1.php?Lang=zh-tw 

 

 2016全國中式麵食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77,r2469-1.php?Lang=zh-tw 

 

 客庄下廚趣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78,r2469-1.php?Lang=zh-tw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建置改版完成臺灣女人網站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86,r2469-1.php?Lang=zh-tw 

 

 台灣資訊整合協會辦理「2016 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85,r2469-1.php?Lang=zh-tw 

 

 全國房地產開發與管理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87,r2469-1.php?Lang=zh-tw 

 

 馬祖文化系列叢書 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88,r2469-1.php?Lang=zh-tw 

 

  Linker 無限可能臺灣特色產業－全國大專院校行銷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89,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學術英文單字達人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90,r2469-1.php?Lang=zh-tw 

 

 第二屆旭泰科技論文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93,r2469-1.php?Lang=zh-tw 

 

 東南亞華人社會與文化(移地課程) 招生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94,r2469-1.php?Lang=zh-tw 

 

 「反毒好好玩」變裝競賽暨全民大遊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95,r2469-1.php?Lang=zh-tw 

 

 愛學網系列活動之教育遊戲徵集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96,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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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期日本研習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97,r2469-1.php?Lang=zh-tw 

 

 全民 e化資訊運動會(春季賽)北區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499,r2469-1.php?Lang=zh-tw 

 

 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舉辦《花象‧Thinking》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00,r2469-1.php?Lang=zh-tw 

 

 第二十七屆饑餓三十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03,r2469-1.php?Lang=zh-tw 

 

 基隆市鼓勵辦理「教育部補助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暨「大專校院社團帶

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04,r2469-1.php?Lang=zh-tw 

 

 桃園龍潭國際工作營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05,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慢速壘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50,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五屆山寨盃攀岩抱石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51,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檢送「2016東沙巡禮－海域安全及國家公園生態體驗營」活動之第 1、2梯次錄

取學員名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59,r2469-1.php?Lang=zh-tw 

 

 「昇恆昌光譜計畫－全國大專院校觀光公益營」提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89,r2469-1.php?Lang=zh-tw 

 

 交通部辦理「青年網路治理論壇(yIGF)」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91,r2469-1.php?Lang=zh-tw 

 

 臺灣科技大學－2016 TiC100 智能城市與物聯網創新競賽－校園自命題競賽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9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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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鹿港慶端陽系列活動－國際龍舟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627,r2469-1.php?Lang=zh-tw 

 

 中國文化大學【2016 暑假美、英海外研習團】遊學相關免費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650,r2469-1.php?Lang=zh-tw 

 

 JCLA 第四屆全國校園盃咖啡拉花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653,r2469-1.php?Lang=zh-tw 

 

 第十六屆杜康盃全國調酒暨托盤、口布摺疊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654,r2469-1.php?Lang=zh-tw 

 

 「輔導學校廣播社團」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663,r2469-1.php?Lang=zh-tw 

 

 「自然，在一起」短片微件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666,r2469-1.php?Lang=zh-tw 

 

 第一屆台灣大學亦恩盃國際奧瑞岡辯論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00,r2469-1.php?Lang=zh-tw 

 

 國際組織及社會企業研習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38,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國光城市盃觀光導覽解說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42,r2469-1.php?Lang=zh-tw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各校辦理「建構文化資產守護網絡－文化資產學院第二期人才培

育計畫」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43,r2469-1.php?Lang=zh-tw 

 

 屏東縣政府辦理「屏東青年圓夢行動」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44,r2469-1.php?Lang=zh-tw 

 

 嘉南藥理大學舉辦「2016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46,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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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語文中心「105年度華語文師資培訓班」招生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48,r2469-1.php?Lang=zh-tw 

 

 暨南國際大學【第二屆寶島行銷金句獎】創意徵稿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49,r2469-1.php?Lang=zh-tw 

 

 臺北大學學生社團「證券研究社」辦理「2016投資理財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50,r2469-1.php?Lang=zh-tw 

 

 「臺以青年交流團」暨「青年國際參與及關懷交流活動」青年接待大使遴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59,r2469-1.php?Lang=zh-tw 

 

 醒夜盃國際飲料調製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78,r2469-1.php?Lang=zh-tw 

 

 台灣小麥麵粉「野創盃」麵包烘培競賽全國大專院校與高中職組創意烘培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783,r2469-1.php?Lang=zh-tw 

 

 第十八屆東吳盃羽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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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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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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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2-101549,r992-1.php?Lang=zh-tw。 

 

 交通宣導：有關停車秩序、限時車位增加及加強違規取締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01498,r51-1.php 

 

 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修正「政府文書格式參考規範」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01576,r27-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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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人憑證線上展期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01620,r27-1.php?Lang=zh-tw 

 

 

 

《研發處》 
 「新南向政策：台灣的東南亞新移民／移工」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101419,r4068-1.php?Lang=zh-tw 

 

 經濟部技術處 2016 搶鮮大賽，開跑囉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006b7e5-bdb2-41e8-ad05-5b67319e48cb&c=menu041 

 

 4月 24日，清華大學 60 週年校慶管樂音樂會，由管樂社、校友管樂團、DTC薩克斯風

重奏團、日本三豐市聯合管樂團共同演出，歡迎索票 

參考網址：http://nthuawb.tw/concert/2016/ 

 

 【SPARK計畫教育訓練課程】4月26日「生物藥品臨床試驗及查驗登記申請及法規介紹」，

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5734269-e166-4d45-90b1-49a2e121287c&c=menu041 

 

 日本三豐市學生暑期 Homestay 活動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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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前瞻及應用科技司「巨量資料應用研究」5 月 17日，下午 5點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182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於 4 月 28 日，舉辦「五大 FinTech 產業分析及趨勢與 FinTech

智慧財產權保護法及策略規劃研討會」，邀請本校有興趣之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ec2bc7c-6b9f-4657-b1ab-e864e273ab16&c=menu041 

 

 高齡研究應留意之倫理議題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87-1679-183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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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 屆東元獎」即日起至 7月 15日止受理申請推薦。本處「推薦書」收件日期至 7

月 11日下午 5 點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1183 

 

 科技部生科司徵求「生命科學研究推動計畫」5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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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4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菲律賓瑪布亞科技學院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9&lang=big5 

 

 Summer Program at Universidad San Ignacio de Loyola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4&lang=big5 

 

 Nagaoka Summer School for Young Engineers (NASSYE)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3&lang=big5 

 

  Kumamoto University Summer Program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2&lang=big5 

 

 Summer Research Program in Baar, Switzerland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1&lang=big5 

 

  Summer School at Bordeaux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0&lang=big5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暑期文化夏令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1&lang=big5 

 

  太原理工大學華夏文明三晉行夏令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0&lang=big5 

 

 合肥工業大學第十屆大學生徽文化研習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8&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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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師範大學 2016 海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7&lang=big5 

 

 東南大學 2016 海峽兩岸青年領袖創新創業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6&lang=big5 

 

 教育部辦理 105 學年赴韓國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甄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95&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泰國國立法政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與交換學生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5&lang=big5 

 

 南開大學「兩岸學子陽光之旅」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3&lang=big5 

 

 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6年「臺法科技獎」候選人，請轉知所屬有意者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4&lang=big5 

 

 廣州中山大學暑期班錄取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6&lang=big5 

 

 暑期華北電力大學綠色能源學堂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7&lang=big5 

 

 

 

《計通中心》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教育訓練(4 月 19日、4月 20日)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1368,r791-1.php 

 

 

 

《圖書館》 
 即日起，「清華甲子記」校史特展暨清華人院士手稿展登場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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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於即日起至 4 月 25 日，舉辦「物華擷英：國立清華大學典藏文物精品展覽」，歡

迎參觀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pex_20160415.htm 

 

 資料庫試用暨有獎徵答──「呷 KMCC配 MARS」開跑囉 

參考網址：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6_KMCC_MARS/index.html 

 

 「清知識」這廂有禮了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istory_20160419.htm 

 

 

 

《人事室》 
 105年第二次醫師牙醫師藥師分階段考試、藥師、醫檢師、醫放師、助產師、物理、職

能、呼吸治療師、獸醫師等考試自即日起至 4月 25日受理報名，請有意報考者至考選

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225,r875-1.php?Lang=zh-tw 

 

 105年第二次中醫師、營養師、心理師、護理師、社工師考試、105年法醫師、語言治

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考試自即日起至 4月 25日受理報名，請有意報考者至考選

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226,r875-1.php?Lang=zh-tw 

 

 交通部觀光局舉辦「Fun 心玩透全臺灣」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ytour.taiwan.net.tw/ 

 

 銓敘部公務人員退休證問卷調查， 敬請本校職員及退休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751,r875-1.php?Lang=zh-tw 

 

 

 

《理學院》 
 化學系慶活動重要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101537,r29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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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敬邀參加清華工工 42週年系慶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1557,r2714-1.php?Lang=zh-tw 

 

 相圖與應用研討會 (Workshop of phase diagrams and applications )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01674,r3361-1.php?Lang=zh-tw 

 

 清華大學工學院「全球工程師」學生暑期海內外實習 

參考網址： 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00233,r3361-1.php?Lang=zh-tw 

 

 open house 活動開始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30 

 

 國立中山大學敬邀參加第一期青年學生與兩岸關係培訓營隊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33 

 

 飛捷科技 2016 種子計畫(儲備人才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32 

 

 

 

《電機資訊學院》 
 【清華電機 40 週年系慶暨企業徵才聯展】 

參考網址：http://www1.ee.nthu.edu.tw/eealumni40/activity.html?id=1 

 

 《微軟「程式之美」粉專上線，分享就抽 Xbox one》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1555,r63-1.php?Lang=zh-tw 

 

 專利分析與布局競賽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01507,r3486-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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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104年清華甲子慶 哲學所所友回娘家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01575,r4275-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105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暑期實習即日起開始申請(截止申請日：4月 20 日)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101421,r427-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環校路跑交通管制公告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體育運動大辭典大家來找碴(5 月 31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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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體適能教學研習會銀髮族功能性體適能檢測員指導員培訓(5 月 17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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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體適能教學研習會初級有氧教練證照檢定培訓(5 月 4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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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0日、4月 21 日，化工系舉辦「系運會」，體育館二樓(中場)晚上 6點 30分至 10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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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2日、4月 23 日，舉辦「86級校友餐會」桌球館(全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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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教職員壘球隊進行「例行練習」，棒球場(全場)上午 8 點至中午 12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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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計財系舉辦「校友盃賽」，(羽球場第 5~8場)下午 2點至晚上 6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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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醫環系舉辦「校友盃賽」，室外排球場、室外籃球場部份時段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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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校友服務中心舉辦「老梅竹盃賽」，部份場地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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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3日，舉辦「環校路跑活動」，各項球類及器材暫停借用，運動場館(含各類教室)

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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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4日，世界民族舞蹈社舉辦「60週年校慶聯歡會」，桌球館(上午 8 點至晚上 6 點)

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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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8日，明導公司進行「員工籃球隊例行練習」，體育館二樓(中場)晚上 6點 30 分至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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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七點零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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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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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遊戲 

意想不到的人，才能成就意想不到的事。你可曾經有不被理解的時候，你可曾經為了融入人群而改變自己，在生命中，你曾堅持

著守護過什麼嗎？誰能做到為了守護理想，而放棄自身的利益與需求？ 

 

說明： 

1. 時 間：4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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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1-9

8893.php。 

 

 

 



 

 

「調和的靈感」－森下幸路＆蘇孟風 小提琴、吉他二重奏 

 

 日本小提琴家森下幸路目前擔任大阪交響樂團首席，台灣知名留法

吉他家蘇孟風為多項國際大賽的得主。兩位音樂家於日本、台灣等地

多次合作演出，皆獲得樂評與觀眾高度讚譽和熱烈的迴響。此次音樂

會將演奏帕格尼尼帶有炫技風格的《協奏風奏鳴曲》，與多位二十世紀

作曲大師融合民族元素創作的樂曲，包括法雅的西班牙民歌集，皮亞

佐拉華麗的阿根廷探戈，與巴爾托克神秘熱情的東歐舞曲。 

說明： 

1. 時 間：4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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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98-98955

,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迎接全球化的挑戰與機會：你／妳準備好了嗎！？ 

說明： 

1. 講 者：司徒文 博士／亞洲政策中心主任。 

2. 時 間：4月 19日， 晚上 7點至 8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uqJmqdt4SlMrdOxX58igey6W3HIY_bUjaCEYZ-N7lRs/viewform?c=0&w=1。 

5.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101422,r4068-1.php?Lang=zh-tw。 

 

 

 

 



 

 

【全民理財工作坊】從年金破產探討年輕世代理財新策略 

 

說明： 

1. 講 者：黃振章先生／認證理財規劃顧問 CFP® 。 

2. 時 間：4月 19日， 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旺宏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totakeoff.web.nthu.edu.tw/files/14-1928-101456

,r5412-1.php?Lang=zh-tw。 

 

Open data to open innovation 

說明： 

1. 講 者：張維志 先生／opendata.tw 計畫發起人、包元輝 先生／open ncu主要負責人、Tritry Team。 

2. 時 間：4月 19日， 上午 8點 40分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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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open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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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處學不到的溝通奧秘 

 

說明： 

1. 講 者：郭育志先生。 

2. 時 間：4月 20日， 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

l&id=10069。 

 

 

放鬆身心之睡好睡滿 

說明： 

1. 講 者：吳家碩 心理師。 

2. 時 間：4月 20日， 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行政大樓 168階梯教室。 

4.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h2_pTRah0Bz8rQMI9J11kWmcPNGwfpMmBGw3rTdvXU/viewform?c=0&w=1。 

5.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8899.php。 

 

 

 

 

 



 

 

清華當代美學演講系列──SHUSTERMAN的「身體美學」與實用主義傳統的變革 

 

說明： 

1. 講 者：陳孟熙助理教授／東方設計學院影視藝術系。 

2. 時 間：4月 21日， 下午 2點至 4點半。 

3. 地 點：旺宏館 3樓紅汽球室。 

4. 參考網址：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01564,r42

75-1.php?Lang=zh-tw。 

 

 

【清華校友名人講堂】──人生無悔 闖盪有理 

 

說明： 

1. 講 者：胡國琳學長(數學系大學部 84級)／RiskVal Financial 

Solutions,LLC 創辦人暨執行長。 

2. 時 間：4月 21日，晚上 7點至 8點。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pIPzEdHIH48P1n2iRt9fI_1

v4XHEubdeNui9l59BKL8/viewform?c=0&w=1。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G9jcy5nb29nbGUuY29tL2Zvcm1zL2QvMXBJUHpFZEhJSDQ4UDFuMmlSdDlmSV8xdjRYSEV1YmRlTnVpOWw1OUJLTDgvdmlld2Zvcm0/Yz0wJnc9MQ==&b=DGHEDW/c%d1023785070016063/vfghy/26108930492846/DFGBB14056-17


 

 

【文化與學習講座】網路學習環境之數位評量機制建立 

 

說明： 

1. 講 者：王子華教授／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科技學系。 

2. 時 間：4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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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82-101594,r400-1.p

hp。 

 

 

走出台灣 放眼國際──以感恩的心從分享外交專業經驗談起 

 

說明： 

1. 講 者：呂慶龍博士／台灣駐法特任大使。 

2. 時 間：4月 22日， 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 旺宏館 243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2&lang=big5。 

 



 

 

【數學系專題演講】An application of the coalescence theory to branching 

random walks 

說明： 

1. 講 者：洪芷漪／國立中山大學。 

2. 時 間：4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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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數學系專題演講】Chaotic cosine operator functions on groups 

說明： 

1. 講 者：陳中川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 時 間：4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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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化學系專題演講】清大化學博士職場經歷分享 

說明： 

1. 講 者：Dr. 楊鈞耀系友／聯華電子。 

2. 時 間：4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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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研究生的自我提升與生涯規劃 

說明： 

1. 講 者：陳國亮教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2. 時 間：4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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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專題演講】智慧車產業專利布局及研發策略分析 

說明： 

1. 講 者：樊晉源博士／國家實驗研究院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2. 時 間：4月 20日，上午 9點 30分至 12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R726。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1707,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旅運行為調查與衡量 

說明： 

1. 講 者：鍾易詩 博士／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2. 時 間：4月 21日，晚上 6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202。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1709,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醫療產業發展的創新服務模式 

說明： 

1. 講 者：王復蘇 院長／宜興診所暨復御管理公司。 

2. 時 間：4月 22日，晚上 7點至 8點 3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902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1626,r2715-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Towards Machine Comprehension of Spoken Content 

說明： 

1. 講 者：李宏毅 助理教授／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2. 時 間：4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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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30-101476,r2629-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Enabling Low-Latency Applications in Fog-Radio Access 

Network for 5G Communications 

說明： 

1. 講 者：逄愛君 所長／台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2. 時 間：4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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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101631,r67-1.php?Lang=zh-tw。 

 

【人社院專題演講】時代趨勢下泰雅族語的傳承 

 

說明： 

1. 講 者：達少˙瓦旦／原民電視台記者暨泰雅族語主播。 

2. 時 間：4月 22日，上午 10點 10分。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205。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01215,r2733-

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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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home.php。 

 

 

【經濟系專題演講】Dissecting the Exchange Rates and Fundamentals in the 

Modern Floating Era: The Role of Permanent and Transitory Shocks 

說明： 

1. 講 者：周有熙 老師／輔仁大學經濟系。 

2. 時 間：4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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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72-101652,r1860-1.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 文化的「全球化」與「本土化」──日本近代歌劇的案例 

 

說明： 

1. 講 者：細井尚子教授／日本立教大學異文化溝通學部。 

2. 時 間：4月 29日，下午 1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A202。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45#。 

 

 

【醫科系專題演講】Realizing precision medicine in clinics 

 

說明： 

1. 講 者：趙安琪醫師／林口長庚醫院婦癌科教授及主治醫師。 

2. 時 間：4月 20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生科二館 R213。 

4. 參考網址：

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101657,r386-

1.php?Lang=zh-tw。 

 

 



 

 

【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抽絲剝繭論世局：中東、難民、歐洲與恐攻的糾纏錯節 

 

說明： 

1. 講 者：劉必榮 教授／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2. 時 間：4月 26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科技管理學院台積一樓孫運璿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sunspeech.web.nthu.edu.tw/files/87-1297-1880.ph

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