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創校 105年首頒榮譽校友 李濤、翁文祺成為清華人 
本校創校 105年以來，於 3月 10 日首度頒發「榮譽校友」，

以表揚對清華有卓越貢獻的人士，由共同發想成立「原住民小

清華專班」的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李濤董事長，以及協助清華

在印度設立臺灣華語教育中心的中華郵政翁文祺董事長獲此

殊榮。 

本校除了有頒發給校友的「傑出校友」，以及頒發給非校友

的「名譽博士」，此次特別設立「榮譽校友」，希望致力於推動

社會向上提升，並帶來正面積極影響力的人士，能夠成為清華

的一份子。 

賀陳弘校長表示，本校有史以來第一次頒發榮譽校友，以感

謝愛護、支持、提升清華的傑出社會人士。翁文祺董事長經略

印度，對於拓展台印關係貢獻卓著，協助清華在印度設立五所

臺灣華語教育中心，這些成果，是目前中國所無法企及。李濤

董事長關心教育、支持弱勢，與清華的理念相符。兩位校友協

助清華實踐理想，學校佩服、感恩。 

李濤董事長在新聞專業上的傑出表現，為人所周知，而他所

領導的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更是以關心孩子為出發點，給臺

灣許多孩子力量與希望。包含協助 921地震、八八水災的災後

重建，以及「寶貝我們的希望」希望工程，提供偏遠地區、清

寒中小學生助學金；以及資助偏遠地區中小學課輔經費、社團

與營隊經費等，讓孩子有機會多元發展，提高競爭力。 

值得一提的是，八八水災後，為了用「教育」來重建災區，

李濤董事長與清華生命科學系李家維教授推動屏東縣屏北高

中小清華專班，並打造成一個兼有「生態、原民文化」的班級，

經過專班師生六年的努力，「小清華原住民專班」已有三屆畢

業生，學科表現不錯，也因專班設計許多原民文化選修課程，

讓學生對於自身文化有更深一層認同。畢業生都順利升上大學、

軍校或警校，已成為原鄉儲備專業人才的重要搖籃。 

中華郵政翁文祺董事長 2012年從中華民國駐印度代表一職

退休，而在擔任駐印代表前，亦曾於外交部、財政部、金管會

等處任職，同時擁有外交、金融專才，因而在公職退休後被延

攬進中華郵政任職，並為中華郵政帶來新鮮活潑的氣象。 

「走人少走的路」一直是翁文祺的人生哲學。臺印外交經貿

關係原本十分冷淡，他擔任駐印代表期間以經略印度為職志，

帶領團隊將雙邊關係送上軌道，如今臺印關係在經貿、科技、

文教各方面蓬勃發展，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和印度現任總理

莫迪發展出一段堅固的友誼。他並協助本校在印度 5所知名大

學建置臺灣華語教育中心，由清華派出華語教師教授印度學生

正體中文，掀起華語熱，截至去年已推廣三千餘印度學生及社

會人士研習華語，也促使印度來台學生人數增加。臺灣華語教

育中心成為台印交流的重要渠道。 

典禮現場外，新竹郵局特地前來擔任自家公司董事長的應援

團，展示了最新製作個人化郵票的技術，讓現場民眾直接拍照，

3分鐘內便可取得專屬自己的郵票，成為隆重莊嚴的典禮外輕

鬆活潑的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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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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頒發榮譽校友，左起為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李濤董事長、賀陳弘

校長、中華郵政翁文祺董事長。 
 

 

新竹郵局經理江慶星（右）帶來最新的製作個人化郵票技術，為自家

董事長助勢。 

 

 

 

賀 材料系杜正恭教授榮獲 2015 年侯金堆傑出榮譽獎──材料科學類 

  

賀 工工系許棟樑教授與學生方爾寧、劉康弘、張心恆以發明名稱「簡單側面包裝結構

及其製造方法」榮獲中華民國專利 

  

 

 

《教務處》 
 教育部 105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5號通告──柏林自由大學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00521,r1275-1.php?Lang=zh-tw 

 

 教育部 105年選送華語教師赴國外學校任教第 105014號通告──德國杜賓根大學漢韓

學系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00522,r1275-1.php?Lang=zh-tw 

 

 亞洲大學主辦臺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lass.web.nthu.edu.tw/files/14-1669-100411,r11-1.php?Lang=zh-tw 

 

 臺北市立大學辦理「週二講堂」教與學系列成長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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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舉辦「104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 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活動總覽」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71 

 

 國立臺南大學辦理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教學增能系列講座」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70 

 

 國立屏東大學磨課師(MOOCs)線上開放課程「每個產品都需要好劇本」與「戲劇教學策

略 36式」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69 

 

 朝陽科技大學辦理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68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配合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

學增能計畫」主題 A-1「數位內容產業人才 培育與潛力開發」辦理研習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67 

 

 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將舉辦「2016 全英語授課教師工作坊：課室語言應用」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66 

 

 

 

《學務處》 
 [國際宿舍] 請確認暑期及 105學年的床位資訊，若有錯誤，請至住宿組辦公室找張小

姐更正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0561,r1538-1.php?Lang=zh-tw 

 

 參加諮商中心臉書按讚分享抽好禮活動 PART2，美食、咖啡券等你拿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8913.php 

 

 清大外語 16級畢業公演《The Mousetrap》將於 3月 24 日、3月 25日，晚上 7點，在

大禮堂演出，歡迎蒞臨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FLL16PLAY/ 

 

 2016 大連理工大學「浪漫之旅」海峽兩岸文化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382,r424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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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第 5屆水利青年營暨

Wetskills-Taiwan」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278,r2469-1.php?Lang=zh-tw 

 

 萬能科技大學協辦「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2016全國計算機綜合能力及

商務專業應用大賽桃竹苗區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279,r2469-1.php?Lang=zh-tw 

 

 臺灣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資安菁英人才培育先導計畫之專題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280,r2469-1.php?Lang=zh-tw 

 

 「第 46 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 44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322,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舉辦「外埔幽浮麥樂文化節」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323,r2469-1.php?Lang=zh-tw 

 

 雲林科技大學舉辦「2016 第四屆創新圓夢計畫──誰是創客」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324,r2469-1.php?Lang=zh-tw 

 

 新北市政府辦理「105年國際事務青年人才培訓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327,r2469-1.php?Lang=zh-tw 

 

 大學不後悔 回顧紀錄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342,r2469-1.php?Lang=zh-tw 

 

 2015 國際兒童歌曲創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363,r2469-1.php?Lang=zh-tw 

 

 「2016季風青年領袖營」活動海報設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385,r2469-1.php?Lang=zh-tw 

 

 中國科技大學辦理「2016 年中國科技大學日本香川縣之旅行程設計日語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425,r2469-1.php?Lang=zh-tw 

 

 成功大學辦理「活躍老化 2.0──高齡議題多元對談」演講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428,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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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發展署「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年參與海內外發聲或壯舉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429,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中華電信基金會，第八屆「蹲點‧台灣」活動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430,r2469-1.php?Lang=zh-tw 

 

 景文科技大學舉辦「瘋科普‧樂閱讀」科普閱讀心得全國性徵文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431,r2469-1.php?Lang=zh-tw 

 

 雲水菩薩志工陶成園暨感恩成長園隊輔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461,r2469-1.php?Lang=zh-tw 

 

 2016 暑期 CSI 鑑識體驗營 輔導員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460,r2469-1.php?Lang=zh-tw 

 

 「FE Talks」水資源演說影片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550,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清健盃男女子系隊籃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551,r2469-1.php?Lang=zh-tw 

 

 2016 年新北市專業英文聽力與詞彙能力大賽實施計畫第二屆新北市英文菁英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592,r2469-1.php?Lang=zh-tw 

 

 世新大學辦理「首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新媒體傳播創意與技能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593,r2469-1.php?Lang=zh-tw 

 

 成功大學辦理「2016 年春季全民台語認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594,r2469-1.php?Lang=zh-tw 

 

 三好生命關懷系列活動一：日本殯葬產業研討暨專業技能展演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595,r2469-1.php?Lang=zh-tw 

 

 蘭陽技術學院辦理「第四屆蘭院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596,r2469-1.php?Lang=zh-tw 

 

 2016 國際足球友誼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617,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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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德教育暨運動公益合作計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620,r2469-1.php?Lang=zh-tw 

 

 2016 全國大專院校大傳盃籃球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622,r2469-1.php?Lang=zh-tw 

 

 青年發展署通知「青年資源讚」資訊網頁已全面更新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649,r2469-1.php?Lang=zh-tw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2016 年第六屆臺南文學獎」徵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0650,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共同管道 AC 刨除鋪設說明簡報──清華挖挖哇 

參考網址：http://general.web.nthu.edu.tw/ezfiles/1/1001/img/1771/902604885.mp4 

 

 即日起至 4月 17日(每日上午 8點至下午 5點)，進行松材線蟲及松毛蟲防治施工公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0558,r127-1.php?Lang=zh-tw 

 

 

 

《研發處》 
 2016 日本三豐市學生 Homestay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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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說明會】105 年產業園區廠商競爭力推升計畫申請說明會(即日起至 3 月 23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163 

 

 新成立之 Joan and Irwin Jacobs TIX Institute 徵求擬創業的博士後研究員相關訊息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55a4057-6746-4960-9ff7-667d96179727&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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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K 計畫──研究倫理辦公室教育訓練課程】 4月 28日「臨床試驗概論與法規概

述」，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6352402-0495-4d06-8ad2-25d3adf59d35&c=menu041 

 

 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 3 月 11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55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5 年度委託研究案「臺北市政府建置政策智庫之營運

策略與可行性規劃」4案於 3 月 28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56 

 

 科技部「台捷雙邊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間：6月 29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57 

 

 科技部「台波雙邊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間：6月 29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58 

 

 科技部「台斯共同徵求計畫」校內截止時間：6月 29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59 

 

 329「高等教育危機：台灣與亞洲其他國家的經驗比較」研討會，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99433,r4068-1.php?Lang=zh-tw 

 

 光電中心／TIX Institute／光電所於每週四上午 10點，台達館 216室，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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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93-100523,r4003-1.php?Lang=zh-tw 

 

 科技部跨國徵求「奈米材料科技於節能減碳及製程之應用」計畫書，於 6月 14日截止

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60 

 

 科技部人文司《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新上線「期刊評比」、「高教人力議題」二電子書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526 

 

 轉知：4月 20日成大人類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行政辦公室舉辦｢ 從『研究對象』到『研

究參與者』：中小學場域的研究倫理議題──研習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s://rec.chass.ncku.edu.tw/event/1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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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辦理國內研究生赴希臘國際奧林匹克學院(IOA)參加國際

研究生研習營甄選事宜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61 

 

 轉知：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訂於 4月 13、14日上午 9點至下午 4 時 50分，假台北

南港展覽館 5樓 504 室舉辦「2016 tSSL 台灣固態照明國際研討會」，敬請踴躍報名參

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62 

 

 

 

《全球事務處》 
 Tropical Summer School at the University of Costa Rica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60&lang=big5 

 

 英國文化協會發行《IELTS 雅思考試官方指南》供相關人員參考使用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59&lang=big5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2016義大利留學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66&lang=big5 

 

 IELTS 雅思成績與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架構的對照標準調整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65&lang=big5 

 

 2016 博士班研究生赴中歐國際維謝格勒基金會(IVF)成員國研究進修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64&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南昌大學及義大利帕多瓦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62&lang=big5 

 

 日本芝浦工業大學國際課程開放申請，歡迎本校同學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61&lang=big5 

 

 校慶活動──2016全球姊妹校博覽會 NTHU Study Abroad Fair(4 月 11 日至 4 月 14 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72&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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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領留學之路：如何準備雅思考試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70&lang=big5 

 

 日語、歐語測驗及學習資源簡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69&lang=big5 

 

 國際交流講座:走出台灣看世界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68&lang=big5 

 

 2017／2018年赴海外交換甄選說明會，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與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67&lang=big5 

 

 

 

《圖書館》 
 圖書館 Google 室內環景上線嘍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libtour/ 

 

 新增試用資料庫「Macmillan Readers 系列電子書選輯」、「HST-The Biomedical & Life 

Sciences Collection」二種，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人事室》 
 公務人員出外聚餐應注意自身行為並維護政府形象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0330,r875-1.php?Lang=zh-tw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函以，為強化行政同仁之基礎能力及專業知能，該校辦理「行政核心

職能研討會」，敬邀本校教職員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0584,r87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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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104 學年度「奈微所論文競賽」開始報名囉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100488,r1494-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資工系 104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次 CPE 檢定通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0398,r64-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國光生物科技(股)公司 105 年暑期實習申請(生科系申請截止日 3月 23 日)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246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長榮譽榜(Dean’s List)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100491,r427-1.php?Lang=zh-tw 

 

  2016 生科院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活動內容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25&action=view 

 

 

 

《原子科學院》 
 【核工所 NE74 獎學金】請同學於 3 月 31日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00345,r369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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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院》 
 學習科學研究所於本學期「文化與學習講座」邀請新竹教育大學三位相關領域學者蒞臨

本校分享其研究成果，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100418,r400-1.php?Lang=zh-tw 

 

 5 月 9日，版書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0525,r48-1.php?Lang=zh-tw 

 

 中學教師及準教師的輔導知能系列研習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0607,r48-1.php?Lang=zh-tw 

 

 補救教學研習講座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0608,r48-1.php?Lang=zh-tw 

 

 

 105 學年度教育學程開始招生囉，報名日期 3月 28日至 4月 29日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0131,r48-1.php?Lang=zh-tw 

 

 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認定標準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0606,r1152-1.php?Lang=zh-tw 

 

 台灣國際教育資源網學會辦理「2016iEARN 線上初階課程計畫書(第一期)」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0536,r3955-1.php?Lang=zh-tw 

 

 文關對錯: 學術寫作的文法魔術師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46 

 

 Spring 2016 文獻回顧寫作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45 

 

 優惠票券代購：魯丁與音樂萬歲合奏團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0486,r11-1.php?Lang=zh-tw 

 

 3 月 20日、3月 27 日，麒美食品進行「員工例行練習」，棒球場上午 9至 11點暫停開

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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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4日，明導公司進行「員工籃球隊例行練習」，體育館二樓(中央場)晚上 6點 30

分至 8點 30分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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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活動》 

狂想曲──盧易之鋼琴獨奏會 

 鋼琴家盧易之曾於 1999-2011年於德奧兩國留學。旅歐期間已在多次的音樂演出活動中演出自己改編的台灣民謠。

自 2011年底返國以來，深感台灣的古典鋼琴音樂會大多演奏西方經典樂曲，而鮮少注意台灣本土的音樂作品及民間

創作，因此自去年起，所舉辦之音樂會之曲目均涵蓋約三分之一的台灣相關作品及自創的台灣民謠改編，期盼帶給您

一個難忘的夜晚。 

 

說明： 

1. 時 間：3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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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98-98954,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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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賜贈予──給世界的禮物 

 新竹市文化局於 2015年邀請【清華藝集】在護城河路段展出，這次的展覽是藝集的同學給世界的禮物，創作主體

需要大量的合作，大幅度的切割，去蕪存菁的表達作者的概念，同學們希望能夠帶給這個城市一片美好的風景。演譯

【禮物】的意義，不僅於物質的輸送，而是雙方的一種情誼藉著一件作品，詮釋雙方的相互聯結。感謝天賜美好的贈

與，也讓清華時光成為每一位學子的禮物。 

 

說明： 

1. 創作團隊：清華藝集。 

2. 時 間：即日起至 4月 6日。 

3. 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 1樓藝術創意空間。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

es/14-1898-98696,r11-1.php?Lang=zh-tw

。 

 

 

 

轉醒 Wake 

 【Wake】 sleeping in the indulgence of numbness floating in the river of time wandering in the phantom 

of forever however we only exist in "now" neither in the past nor future feel with your heart With your 

heart content wake like tender bloom like glowing sunrise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4月 17 日。 

2. 地 點：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

8-98699,r11-1.php?Lang=zh-tw。 

 



 

 

札思 連正宏個展 

 

天光一閃的靈思！是信奉的神祗給你我的私密訊息留言！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4月 27 日。 

2. 地 點：藝中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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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78.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香港沉淪與中台關係前瞻 

 

說明： 

1. 講 者：余杰／自由作家 

2. 時 間：3月 22 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203。 

4. 參考網址：

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100236,

r11-1.php?Lang=zh-tw。 

 

 

西藏單車行之勇敢追夢 

說明： 

1. 講 者：Irene 蔡曄涵。 

2. 時 間：3月 29 日， 下午 1點至 3 點。 

3. 地 點：蒙民偉樓 R102。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8898.php。  

 

【數學系專題演講】General Relativity: A Centennial Perspective 

說明： 

1. 講 者：余海禮／中央研究院物理所。 

2. 時 間：3月 21 日， 下午 4點至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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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11


 

 

教學經驗分享：與傑出教學教師對談 

 

說明： 

1. 講 者：葉銘泉院長／澳門大學呂志和書院。 

2. 時 間：3月 25 日，上午 10點至 11 點。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6

54。 

 

 

【數學系專題演講】An Ergodic Theorem for Quantum Operations 

說明： 

1. 講 者：楊維適 教授／Dept. of Math., Temple University, USA。 

2. 時 間：3月 24 日， 下午 4點至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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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化學系專題演講】Efficient Cyclometalated Metal Complexes for Displays and 

Lighting Applications 

說明： 

1. 講 者：Prof. Jian Li／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2. 時 間：3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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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st and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Directed towards More 

Efficient Stereoselective Synthesis 

說明： 

1. 講 者：Prof. Zhao Yu／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 時 間：3月 23 日， 上午 10點 30 分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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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聚合反應的開發、結合、與應用 

說明： 

1. 講 者：彭之皓／清大化學系。 

2. 時 間：3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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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chemistry of Photosynthetic Proteins & Metallic 

Nanostructures 

說明： 

1. 講 者：朱立岡／清大化學系。 

2. 時 間：3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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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Together We Stand, United We 

Soar 

說明： 

1. 講 者：唐本忠 教授／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 

2. 時 間：3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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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系專題演講】聽見黑中的那道「光」 

 

說明： 

1. 講 者：甘仲維 博士。 

2. 時 間：3月 24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化工館 B18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12。 

 

 

【動機系專題演講】A review on metal powders for SLM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f High Temperature Alloys 

說明： 

1. 講 者：Prof. Bruce Kang／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2. 時 間：3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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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TRIZ解析肩關節植入物設計 

說明： 

1. 講 者：陳聖昌 博士／聯合骨科器材。 

2. 時 間：3月 23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0602,r2715-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大數據介紹及其在台積電的應用 

說明： 

1. 講 者：陳守文／台積電 IT主管暨台積科技委員。 

2. 時 間：3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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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100440,r67-1.php?Lang=zh-tw。 

 

【電機系 TEEN系列講座專題演講】 

 

說明： 

1. 講 者：羅亦耀／電機 96級。 

2. 時 間：3月 23日，晚上 7點 30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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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ors of the Hurst exponent(赫斯特指數估測器) 

說明： 

1. 講 者：張炎清 教授／中山醫學大學醫學資訊學系。 

2. 時 間：3月 25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資電館 B01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00597,r2629-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厚德榮譽講座】談上古漢語「謂之」「之謂」結構 

 

說明： 

1. 講 者：梅廣 教授／清大語言所。 

2. 時 間：3月 25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A202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0380,r11-1.p

hp?Lang=zh-tw。 

 

 

 

【經濟系專題演講】An Early Alarm System for Housing Bubbles 

說明： 

1. 講 者：黃美綺 老師／台北大學經濟系。 

2. 時 間：3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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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72-100605,r1727-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A New SOP for Accurate and Efficient Community Detection 

說明： 

1. 講 者：潘建興 博士／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2. 時 間：3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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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7-100569,r585-1.php?La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Female Sexuality in Graphic 

Novels of Hamlet 

 

說明： 

1. 講 者：陳怡伶 教授／靜宜大學英文系。 

2. 時 間：3月 30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A202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00475,r5517-1

.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由視覺符號的角度探討排灣族的琉璃珠如何傳遞文化訊息 

 

說明： 

1. 講 者：陳慧芸。 

2. 時 間：3月 30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304。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00587,r2733-

1.php?Lang=zh-tw。 

  

 



 

 

 

【科法所專題演講】憲法國際化與國際法憲法化 

說明： 

1. 講 者：羅昌發 大法官／中華民國司法院。 

2. 時 間：3月 24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304。 

4.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3-1176-100553-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