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科法所學生 Jessup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賽大放異彩 
 全球國際法律社群歷史最久、規模最大的比賽--傑賽普國際

法模擬法庭辯論賽 (Philip C. Jessup International Law 

Moot Court Competition)臺灣區賽落幕，國立清華大學科技

法律研究所 5名碩二生組成的團隊獲得季軍佳績。最難能可貴

的是，清華隊成員大學時念的全非法律科系，鑽研法學僅一年

半的時間，就能用英語答辯、寫訴狀，打敗許多國內大學法律

系所強隊，令人刮目相看。 

 清華國際法辯論隊由林勤富教授指導，成員包括科法所碩士

班學生許庭瑋、邱怡禎、徐上楷、陳奕廷、洪翊軒，他們大學

主修的是英語、醫檢、動機、材料、經濟等領域，進清華科法

所才一年多，令科法所長范建得教授也十分興奮。 

 清華團隊中的許庭瑋更獲頒全場賽事「唯二」的「最佳辯士

獎」;邱怡禎在全體參賽中個人排名第四，也獲「傑出辯士獎」，

個人成績十分優異。 

 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賽臺灣區域賽 2月下旬在政大法

學院登場，歷時 1 周，於 2 月 28 日於落幕，本校科法所團隊

從十多所各校代表隊伍中脫穎而出，榮獲第三名。 

 值得一提的是，本校科法所招生對象分為非法律系畢業以及

法律系畢業的大學生，此次參賽隊員都畢業於工學院、醫學院、

管理學院、文學院，學習法律才一年半，即經此高張力競賽的

洗禮，學習將平日研習的國際法理論應用到實務法庭辯論。科

法所表示，團隊能有如此亮眼的表現，正顯示了培養科技人成 

為跨領域法律人才的教育目標已獲得實現。 

 此項辯論賽全程以英語進行，指導教授林勤富老師從去年 7

月即對學生展開培訓，包括大量閱讀國際法文獻、撰寫英文訴

狀與口語辯論訓練。 

 今年比賽辯論的題目包括一些國際法上還沒有共識的議題，

如跨國網路攻擊衍生的人權保護等問題，清華隊員在模擬法庭

上機智地回答法官的問題，表現出眾，以連三場勝利之姿晉

級。 

 林勤富教授表示，臺灣許多法律系所學生無法在寫訴狀或法

庭答辯時，多習於找「標準答案」，參加國際辯論賽、嘗試正

反面論述，幫助他們更多元思考。 

 林勤富教授也勉勵學生，「這可能是你們唯一一次像電影、

影集上法庭辯論的機會。」要他們學習法庭禮儀、展現自信，

享受「表演」的感覺。 

 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賽創建於 1959年，由一群哈佛、

哥倫比亞、維吉尼亞大學學生為紀念國際法院法官傑賽普 

(Philip C. Jessup) 先生而創建，每年由美國國際法學生協

會 (International Law Student Association) 和美國國際

法學會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聯合舉

辦。每年有來自 90個以上國家、超過 700所法學院參賽，是

國際法領域一大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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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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今年參加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賽的成員，左起科

法所學生洪翊軒、許庭瑋、指導律師黃海寧、指導教授林勤富、科法

所學生陳奕廷、邱怡禎、徐上楷。 

 

 

 

 

賀 何宗易教授榮獲 IEEE Circuits and Systems Distinguished Lecturer 

  

賀 科法所許庭瑋、邱怡禎、徐上楷、陳奕廷、洪翊軒同學參加 2016「傑賽普國際法模

擬法庭辯論賽」榮獲臺灣區域賽第三名，許庭瑋同學榮獲最佳辯士獎、邱怡禎同學

獲傑出辯士獎 

  

賀 工科系陳玠甫同學、歐陽汎怡教授 榮獲 2016 年度美國礦冶材料學會「最佳研究生

海報論文獎」 

  

賀 資工系陳增益同學(指導教授：石維寬)榮獲 IICM(中華民國資訊學會)──2015最佳

博士論文獎 

  

賀 資工系陳奕霖(指導教授：周百祥)、葉宸廷(指導教授：賴尚宏)、周元亨(指導教授：

陳良弼)同學榮獲 IICM(中華民國資訊學會)──2015最佳碩士論文獎 

 

 

 

 

《秘書處》 
 敬邀出席：「榮譽校友頒授典禮」暨「看見臺灣 看見清華論壇」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XbebfQ3pPiSdJpF6DsEHApasouxsH2ZgZu2rcZ72_k/viewform?edit_request

ed=true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29vLmdsL2s2c0p3Tw==&b=DGHEDW/c%d1023784957016063/vfghy/26108816542519/DFGBB14056-17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XbebfQ3pPiSdJpF6DsEHApasouxsH2ZgZu2rcZ72_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XbebfQ3pPiSdJpF6DsEHApasouxsH2ZgZu2rcZ72_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Peta 級大型高速計算主機規劃需求訪談與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secretary.web.nthu.edu.tw/files/13-1160-99775.php?Lang=zh-tw 

 

 

 

《教務處》 
 [104 學年度教師工作坊] 教學經驗分享：與傑出教學教師對談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9732 

 

 104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與教學小額計畫經費補助申請至 3 月 1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35 

 

 

 

《學務處》 
 國防部辦理 105 年「全民國防南沙研習營」活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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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東航空贊助 105年兩岸交流活動往返機票，歡迎同學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671,r3455-1.php?Lang=zh-tw 

 

 105 學年新社團申請成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709,r2469-1.php?Lang=zh-tw 

 

 「健康沒有理油 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9733,r1204-1.php?Lang=zh-tw 

 

 廈門大學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914,r4243-1.php?Lang=zh-tw 

 

 第六屆兩岸清華研究生論壇徵稿通知 

參考網址：https://2016nthupaforum.wordpress.com/ 

 

 青年節系列活動──桌遊教育聯合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689,r2469-1.php?Lang=zh-tw 

 

http://event.nchc.org.tw/2016/PETA/
http://secretary.web.nthu.edu.tw/files/13-1160-99775.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9732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35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671,r3455-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671,r3455-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709,r2469-1.php?Lang=zh-tw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9733,r1204-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914,r4243-1.php?Lang=zh-tw
https://2016nthupaforum.wordpress.com/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689,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第八屆東吳盃 全國大專橋藝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695,r2469-1.php?Lang=zh-tw 

 

 第二十五屆師大盃全國大專院校象棋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698,r2469-1.php?Lang=zh-tw 

 

 富邦勇士系際冠軍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781,r2469-1.php?Lang=zh-tw 

 

 第 38屆中華民國大學生訪日研習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782,r2469-1.php?Lang=zh-tw 

 

 社團法人台中市基督青年會 YMCA志工志願服務招募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786,r2469-1.php?Lang=zh-tw 

 

 有關「10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笛獨奏類大專職組指定曲疑義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42,r2469-1.php?Lang=zh-tw 

 

 中國文化大學舉辦「2016 全國行銷贏家模擬競賽 」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43,r2469-1.php?Lang=zh-tw 

 

 青年發展署辦理「105年青年政策論壇主持團隊培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44,r2469-1.php?Lang=zh-tw 

 

 青年發展署辦理「青年創意生活城提案黑客松」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45,r2469-1.php?Lang=zh-tw 

 

 建國科技大學辦理「2016 年全國水五金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46,r2469-1.php?Lang=zh-tw 

 

 朝陽科技大學辦理「全國商務英語即席演講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47,r2469-1.php?Lang=zh-tw 

 

 經濟部工業局「智慧城市黑客松」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48,r2469-1.php?Lang=zh-tw 

 

 彰化縣政府辦理「大專院校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一日總統來開講』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49,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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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師範大學舉辦「2016 華人資訊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計算機綜合能力與商務專業

應用能力大賽暨網路雲端新興技術學習與國際認證體系」之教師培訓研習及大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50,r2469-1.php?Lang=zh-tw 

 

 樹德科技大學舉辦「104 學年度創新創意教學成果發表會──教學不一樣，上課變很

Young」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51,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水域活動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52,r2469-1.php?Lang=zh-tw 

 

 第三屆景文盃全國技專校院英語微電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58,r2469-1.php?Lang=zh-tw 

 

 MATA 獎──105 年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文化特色數位影音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66,r2469-1.php?Lang=zh-tw 

 

 內政部移民署 105年「移民廉政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67,r2469-1.php?Lang=zh-tw 

 

 「中租愛心社團評選」 活動說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868,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立體停車塔週邊道路及人行道進行管線埋設工程 

說明： 

1. 施工日期：即日起至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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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2-99711,r992-1.php?Lang=zh-t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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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1-99830,r127-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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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科技部與經濟部工業局共同推動之 105年度第 1梯次「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產

學合作研發類別，受理申請至 3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43 

 

 TWMUN X AKAD workshop 聯合講座 

參考網址：http://www.taiwanmun.org/ 

 

 4 月 15日國立陽明大學辦理「人體研究暨倫理訓練課程-1(初階)」，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99661,r3516-1.php?Lang=zh-tw 

 

 3 月 16日華邦 2016 校園徵才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719726b-32d9-4581-859f-00174e474433&c=menu041 

 

 南華大學產學合作及職涯發展處舉辦創業楷模講座，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0f2849d-6f99-4ade-b4c4-43cf840ed582&c=menu041 

 

 「協助教師轉入產業發展方案」校園巡迴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94706b8-9815-45f0-a324-60272f491cc2&c=menu041 

 

 科技部台拉立三邊共同合作計畫，校內截止時間：5月 30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45 

 

 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6年度 Horizon 2020 先期規劃計畫，校內為 4月 2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44 

 

 ForteBio Octet Lecture 分子交互作用分析講座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99916,c270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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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事務處》 
 2016 英國文化協會 Education UK 英國教育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8&lang=big5 

 

 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 PhD 課程說明會，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7&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哈爾濱工程大學加簽聯合培養雙碩士學位合作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9&lang=big5 

 

 東海大學台灣──義大利國際職場專業實習(TIP)第七屆招生開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50&lang=big5 

 

 

 

《計通中心》 
 計通中心將於 3 月 15日起停止提供小紅傘 AVIRA 校園授權軟體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9173-1.php?Lang=zh-tw 

 

 

 

《人事室》 
 檢送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授獎活動」資訊 1 份，請轉知所屬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9732,r875-1.php?Lang=zh-tw 

 

 澎湖縣政府函，推動 104 年「澎湖縣政府補助機關(構)、團體來澎辦理國際會議、研討

會、活動暨獎勵旅遊實施計畫」，請轉知所屬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9756,r875-1.php?Lang=zh-tw 

 

 傑克商業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函以，開辦「E化內部控制自行評估與風險管理實務課程」，

可抵公務人員進修時數 6 小時，請轉知所屬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9757,r87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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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化工系 4 月 11 日至 4月 14日大掃除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22 

 

 抵免學分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745 

 

 美國加州大學暑期學分班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24 

 

 Reaxys 化學資料庫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25 

 

 2016 台積電校園徵才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99755,r4643-1.php?Lang=zh-tw 

 

 玉山銀行校園徵才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385 

 

 法商施耐德電機 2016綠能競賽宣傳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389 

 

 第一銀行徵才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388 

 

 

 

《電機資訊學院》 
 電資院大三優秀學生獎學金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u-eecs.web.nthu.edu.tw/files/14-1190-99712,r1919-1.php?Lang=zh-tw 

 

 2016 臻鼎科技儲備菁英獎助學金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99724,r3119-1.php?Lang=zh-tw 

 

 資策會 MIC工作坊：3月 19日，Quantopian 雲端程式交易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99683,r3486-1.php?Lang=zh-tw 

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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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2016 第四屆兩岸人類學營：報名至 4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9772,r2733-1.php?Lang=zh-tw 

 

 春季月涵學堂課程「史記的人物世界」及「詩經與愛情」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3rCMgGH9Wy3T1A4LVI4aTN4NTQ/view 

 

 【國際研討會】Beyond Nostalgia on Somewhere in Between: Film and Documentary 

in Practice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36 

 

 

 

《生命科學院》 
 永信藥品 105年暑期實習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243 

 

 

 

《原子科學院》 
 核工所獎學金申請通知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505  

 

 新加坡科技與設計大學 PhD 課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99903,r3699-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2016 兩岸清華創業實驗室成員遴選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99739,r179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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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院》 
 105 年史懷哲教育服務志工開始召募囉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99594,r48-1.php?Lang=zh-tw 

 

 【音樂劇工作坊】報名持續開放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huarts/photos/a.168799033256905.41627.168488656621276/741978835938919/?

type=3&theater 

 

 游泳池整修進度、退費、游泳賽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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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1日、18 日、25日校友服務中心進行「老梅竹賽前訓練」，網球場(室內第 1 場)

晚上 6點至 11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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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3日數學系舉辦「壘球 OB賽」，棒球場上午 9 點至下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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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新浪潮──安妮華達的愛情】沙灘上的安妮 

 

 這個八十好幾的女人聰明又可愛，在 2015 年獲頒坎城影展榮譽

金棕櫚獎，當近幾年法國新浪潮的大師導演一個個褪身為天上繁

星時，高齡仍創作不輟的「法國新浪潮祖母」安妮華達，特別值

得被好好認識。 

說明： 

1. 時 間：3月 8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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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24,r11-1.php?Lang=zh-tw。 

 

 

 

尋找快樂的 15種方法 

嘿！你快樂嗎？ 

是否也被生活的忙碌、各種雜事搞得暈頭轉向？ 

好想知道快樂在哪裡？如何才能找到快樂的秘方？ 

有時，我們甚至懷疑自己幾乎失去了快樂的能力， 

好懷念小時候那種單純的快樂美好。 

你也在找快樂嗎？ 

一起來尋回屬於你的快樂時光吧！ 

 

說明： 

1. 時 間：3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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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9889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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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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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資訊》 

工程師不宅之走遍全世界 

說明： 

1. 講 者：Rick吳孟霖／旅行作家、竹科工程師。 

2. 時 間：3月 9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行政大樓 168階梯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8897.php。 

 



 

 

【座談會】清華人勇闖美國新創市場經驗談 

說明： 

1. 講 者：黃彥嘉執行長。 

2. 時 間：3月 11日，中午 12點 10分至 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99710,r1828-1.php?Lang=zh-tw。 

 

「活水講堂」：阿飄、夜叉與物靈：人類與異種的文學接觸 

說明： 

1. 講 者：楊佳嫻教授／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2. 時 間：3月 19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 

4. 報名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28。 

 

【化學系專題演講】Development of Novel Organic Transformations Using Cyanide 

Adducts of Aldimines as Key Intermediates 

說明： 

1. 講 者：Prof. Cheol-Hong Cheon／Korea University。 

2. 時 間：3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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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Activation and Functionalization by Y, Hf, and Ir 

Catalysts 

說明： 

1. 講 者：Prof. Kazushi Mashima／Osaka University。 

2. 時 間：3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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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系專題演講】Enhanced Thermal Energy Transfer and Storage Using 

Micro/Nano Structures 

說明： 

1. 講 者：呂明章教授／交大機械工程學系。 

2. 時 間：3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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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0。 

 

【材料系專題演講】顯示器物理氣相沉積及物理沉積技術及產品(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Product for Display)顯示器化學氣相沉積技術及產品 

說明： 

1. 講 者：吳世澤 產品處長／台灣應用材料公司、陸玟成 技術經理／台灣應用材料公司。 

2. 時 間：3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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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0。 

 

【材料系專題演講】Functional Oxides for Flexible Electronics 

說明： 

1. 講 者：朱英豪 教授／交通大學材料系。 

2. 時 間：3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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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0。 

 

【材料系專題演講】磁性與太陽能薄膜的材料製程與分析 

說明： 

1. 講 者：賴志煌 教授／清華大學工學院副院長。 

2. 時 間：3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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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0。 

 

 



 

 

【電機系專題演講】 WiMAX與 4G的國際賽局、4G營運商面對的競爭與整體社會將

面臨的挑戰 

 

說明： 

1. 講 者：鄭延修博士／電機 97級系友。 

2. 時 間：3月 9日，晚上 7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215。 

4.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Cc1G1zW8kIMwVQLnMAYz0

Sz0vk0CJq4xOXxH5fUF7I/viewform。 

5. 參考網址：

http://eealumni.web.nthu.edu.tw/files/15-1281-97697,c82

-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 從實驗室走向創業叢林──我的奇幻創業旅程 

說明： 

1. 講 者：游直翰 執行長／Appier創辦人。 

2. 時 間：3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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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99331,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 Order-Preserving Encryption 

說明： 

1. 講 者：Adam O’Neill ／Georgetown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2. 時 間：3月 11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629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9334,r67-1.php?Lang=zh-tw。  

 



 

 

【醫科系專題演講】疾病機制講座 

 

說明： 

1. 講 者：溫岳峰醫師／台大醫院新竹分院。 

2. 時 間：3月 9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生科二館 213室。 

4. 參考網址：

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99363,r386-1.p

hp?Lang=zh-tw。 

 

 

 

【經濟系專題演講】股利所得課稅的國際間發展趨勢──兼論台灣稅制沿革與改革

方向 

說明： 

1. 講 者：單珮玲／淡江大學會計系。 

2. 時 間：3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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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72-99713,r1727-1.php?Lang=zh-tw。 

 

 

 

 

 

 



 

 

【哲學所專題演講】多元情勢中的哲學視野 

 

說明： 

1. 講 者：鄧育仁 教授／中研院歐美所。 

2. 時 間：3月 9日，下午 3點 1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A306研討室。 

4. 參考網址：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99352,r4

275-1.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Vanua(土地)作為斐濟人的環境觀，或，為什麼斐濟村民會開始

保育海岸生態？ 

 

說明： 

1. 講 者：林浩立／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

系專任講師。 

2. 時 間：3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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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nth.nthu.edu.tw/bin/home.p

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