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選填志願好困難?本校推出全國首創「多專長」彈性學習方案 
學測成績出爐，許多考生為選填志願傷透腦筋，父母要你學

理工，但你的最愛卻是文學，是否可能兼顧?本校繼 95年推出

「雙專長」學士班後，今年進一步首創全國第一個「多專長」

客製化課程，學生不論考進清華任一科系，都可以在 128個畢

業分之內，再選擇第二、甚至第三專長。如材料、電機系學生

除本科系第一專長，可選創新創業、法律、藝術等學分學程，

畢業證書上也將加註專長/學分學程名稱。 

在全球化的快速擠壓之下，跨領域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臺灣的教育太重分流，職場太重分工，很多人都只有單一領域

的訓練與專長，如何培養學生的人文與科學素養、社會關懷、

公民素養與國際視野，同時又在專業上精進與跨領域創新，打

造更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人才。 

本校在民國 95年推動學士班「雙專長」培育，當時為全國

首創，以「院學士班」的方式招生，至 98學年度已有 7學院

設「院學士班」，許多理工科系學生選擇文學、哲學、外語、

經濟、法律、管理為第二專長，迄今已經有 940人選修雙專長。 

今年，本校將再推「多專長」客製化課程，放寬原本限制學

士班的選課身份，全面擴大跨領域的學習內容及適用對象，由

各學系進入清華就讀的學生，無論新舊生，全都可以選擇跨領

域學程！ 

教務長戴念華指出，「多專長」課程規劃由「清華學院」提 

出，在配套方面因清華學院為本校大學部教育橫向平臺，以副

校長擔任院長，教務長、學務長為副院長，並設執行副院長，

可統籌規劃、執行及檢討跨領域教學、輔導事宜。 

本校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可在大一下學期至大四下加退選截

止日期間登記申請修讀，有 3種課程組合：(1)兩大：2個專長

學程、(2)一大兩小：1個專長學程加 2個學分學程、(3)一超

一小：1個專長學程加該專長的高階專業課程 15學分，再加另

1個學分學程。 

戴念華教務長指出，「多專長」課程設計優勢是使同學能在

128學分之下修習，不同於以往雙主修（168學分）、輔系（148

學分）。「多專長」的設計旨在提供學生更大的學習彈性，並有

機會在 4年修業期內完成學業，不需延畢。 

「多專長」課程的第二、三專長可選「創新創業」、「創新設

計」、「資訊傳媒」、「法律」、「藝術」、「教育知能」等精選組合

的學分學程，目的在使同學的跨領域能力往後足以鑽研更深入

的學術研究及應用發展。「多專長」授予學生的畢業證書上註

記專長、學分學程名稱。透過「多專長」客製化課程，打造企

業最愛跨領域人才。 

本校多專長「跨領域學習」方案，今年初獲教育部同意核備，

是目前全國各大學中唯一的「多專長」方案。 

 
本校將推「多專長」彈性學習方案，打造更具國際競爭力重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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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趙煦教授團隊 「低溫」再探重力波 
本校光電所趙煦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參與研發高靈敏度的

雷射反射鏡，協助探測到重力波。趙煦教授表示，過去的偵側

儀 Advanced LIGO 在室溫下運作，團隊未來將採用約零下 250

℃的低溫操作下一代偵測儀，以降低熱擾動，預計將可更快、

更準確地捕捉到「宇宙的聲音」。 

參與研究的學生表示，除技術與經驗交流，學習與多達 15

國的跨國研究團隊中、上千名科學家合作，追尋物理界的「聖

杯」，更是難得的經驗。 

趙煦教授領導的研究團隊正以自行改良設計訂製的「低溫機

械損耗量測系統」，展開下一階段的低溫下重力波偵測器反射

鏡研究。 

趙教授表示，長期以來所做的雷射反射鏡研究，主要應用在

雷射陀螺儀上，以光學科技為飛機、飛彈導航，在技術層面的

要求非常高，相關研究陸續以論文發表。2010年主導美國雷射

干涉重力波偵測站 (Laser Interference Gravitational Wave 

Observatory, LIGO)的 LIGO科學合作聯盟 (LIGO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LSC) 讀到他的論文，認為其研究可以提高重

力波觀測儀的靈敏度，於是邀約他加入團隊。 

趙教授說，清華只是 LIGO團隊中的小螺絲釘，但是能夠為

廣義相對論解謎，參與了歷史性的一刻，自是興奮與開心。 

本校光電所博士班四年級的潘皇緯加入趙教授團隊已 6 年，

物理系畢業的他，為了讓學習已久的理論化為實作，於是加入

趙煦團隊。他說，過去人類從未偵測到「傳說中」的重力波，

他也從未想過能在畢業前實現這幾乎不可能的任務，家人也不

理解這研究對未來職涯有何幫助。去年得知團隊探測到重力波

並獲得證實，他的心情激動難以言喻，6年的付出並沒有白費。

發現重力波的新聞曝光後，家人得知他的研究促進了這次發現，

非常為他高興。 

潘皇緯提到，去年他曾赴美參加 LIGO的研討會，見識到領

導者如何整合各個研究領域，引導龐大的跨國研究團隊，往對

的方向前進。「光是要了解各領域有哪些專家、他們能分別做

到什麼就很不簡單了，還要協調上千位物理、天文、材料、機

械、控制、計算機專家合作，朝同一目標前進，任務更是艱巨。」

他說。 

同樣是博士班四年級的郭令智，加入趙煦團隊 3年。他表示，

義大利、澳洲、日本等國也參與雷射反射鏡相關研究，清華與

他們密集交流，例如與西澳大、義大利團隊都有合作研究，各

國之間技術交流，對推進研究幫助很大。參與國際研究團隊，

也讓他學習到如何以嚴謹的研究態度解決問題，一生受用。 

左起光電所博士生潘皇緯、趙煦教授、博士生郭令智。 記者會上光電所博士生潘皇緯接受媒體採訪。 

 

 

 

 

 

 



 

 

賀 核工所陳紹文教授榮獲日本原子力學會熱流動部門「年輕學者工程成就獎」 

 

 

 

 

《教務處》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習課業輔導」試行計畫說明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52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學助理研習營課程簡報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649 

 

 教育部「熱血教師典範大募集徵稿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646 

 

 中原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舉辦「104學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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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 

 

 國立中央大學辦理「微積分線上課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5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50 

 

 經濟部商業司 104年度「商業服務價值提升計畫」製編之「標竿教學個案」手冊歡迎索

取作為授課教材 

參考網址：http://bulletin.web.nthu.edu.tw/files/13-1912-98847-1.php 

 

 

 

《學務處》 
 2016 兩岸清華研究生論壇徵稿開跑 

參考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99301-1.php?Lang=zh-tw 

 

 105 學年度「新生宿舍齋長及服務學長姐」遴選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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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52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649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646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45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51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50
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99301-1.php?Lang=zh-tw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105 年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選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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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生宿舍(鴻齋)暑期暨 105學年度床位申請結果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9623,r1538-1.php?Lang=zh-tw 

 

 以色列代表處鼓勵本國青年踴躍申請赴以從事國際志工服務，有意赴以國擔任志工，請

依以國相關規定辦理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00,r2469-1.php?Lang=zh-tw 

 

 「10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各類組指定曲目公開抽選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02,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度「富樂夢愛地球 環保好擦大方送」免費贈擦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25,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度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學生正確消費金融與理財理債觀念宣導活動相

關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26,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景觀學會辦理「2016 宜蘭瘋創意」系列活動──地景創意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27,r2469-1.php?Lang=zh-tw 

 

 美國加州洛杉磯客家基金會贊助舉辦「2016年中英文寫作比賽」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28,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二屆東海盃全國大專院校射箭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35,r2469-1.php?Lang=zh-tw 

 

 第九屆弘光盃全國大專校院跆拳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36,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度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447,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環保戲劇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456,r2469-1.php?Lang=zh-tw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0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0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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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2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2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2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3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33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44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456,r2469-1.php?Lang=zh-tw


 

 

 

 裝扮幸福 創意工作服設計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458,r2469-1.php?Lang=zh-tw 

 

 2016 第五屆 HPC 功夫──國網 3D動畫全國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460,r2469-1.php?Lang=zh-tw 

 

 淡江大學海外輔導員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493,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撞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509,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市公共自行車車色及名稱票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9514,r2469-1.php?Lang=zh-tw 

 

 3 月 15日芳療居家環境照顧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9242.php 

 

 

 

《總務處》 
 「短期機車通行證申請表」可自行下載使用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99201,r51-1.php 

 

 高雄市第一殯儀館各禮廳自即日起全面實施電子輓聯通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9277,r127-1.php?Lang=zh-tw 

 

 

 

 

《研發處》 
 經濟部工業局辦理「重點產業人才需求趨勢發表會」，敬請踴躍報名參與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d68e77e-1c96-49af-9029-f51ef786bb7b&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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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9277,r127-1.php?Lang=zh-tw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d68e77e-1c96-49af-9029-f51ef786bb7b&c=menu041


 

 

 科技部協同歐洲多國同步徵求「水資源於農林及淡水產養殖業之永續管理」研究計畫構

想書，截止時間為：4月 19日下午 5 點(Central European Time)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36 

 

 修正「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六點，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35 

 

  科技部徵求 105年度「兩岸天文合作研究計畫」4 月 25日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37 

 

 科技部修正「自由型卓越學研計畫作業要點」第七點，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38 

 

 【計畫申請及計畫說明會】經濟部工業局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 105 年度「協助傳統

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第一梯次個案計畫補助申請及計畫申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39 

 

  科技部徵求 106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構想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41 

 

 「歐盟 H2020計畫科研架構與申請說明會」，4月 13日於本校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行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40 

 

 科技部工程司推動之「政府巨量資料技術工具研發計畫」4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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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金，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3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http://asta.nttu.edu.tw 

 

 檢送本校新成立之 Joan and Irwin Jacobs TIX Institute 徵求擬創意的博士後研究員

相關訊息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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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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事務處》 
 Korean Government Scholarship Program (KGSP) at Kyungpook National University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0&lang=big5 

 

 Short-term programs at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39&lang=big5 

 

 2016 京港澳臺大學生航空航天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38&lang=big5 

 

 首都大學東京暑期課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3&lang=big5 

 

 Yonsei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2&lang=big5 

 

 Program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1&lang=big5 

 

 香港理工大學國際暑期大學課程(2016)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24&lang=big5 

 

 

 

《計通中心》 
 「Fun攝清華嬉遊秘境」清大 60周年校慶攝影比賽已經開始，請大家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98566.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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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39&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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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2&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41&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24&lang=big5


 

 

《圖書館》 
 圖書館新增「Biosis Citation Index (BCI)」 資料庫，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UA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

W2OCJoHdCVd3KnmDRMc&preferencesSaved= 

 

 圖書館新增「Westlaw Asia」 資料庫 ，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

http://login.westlawasia.com/maf/wlasia/app/tocectory?sttype=stdtemplate&stnew=true&sp=NTsingHU_WL

A-1 

 

 Wiley 電子書舉辦「Wiley 新春封猴大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6%87%E5%B4%97%E8%B3%87%E8%A8%8A%E8%82%A1%E4%BB%BD%E6%9C%89%E9%

99%90%E5%85%AC%E5%8F%B8/wiley%E6%96%B0%E6%98%A5%E5%B0%81%E7%8C%B4%E5%A4%A7%E8%B3%BD/74888041857829

0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舉辦「理想生活」系列選書與有獎徵答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kuas.edu.tw/active/2016epaper-1/index.html 

 

 

 

《理學院》 
 2016 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99567,r293-1.php?Lang=zh-tw 

 

 

 

《工學院》 
 台達館消防設備安全檢查公告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99428,r1494-1.php?Lang=zh-tw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UA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W2OCJoHdCVd3KnmDRMc&preferencesSaved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UA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UA&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W2OCJoHdCVd3KnmDRMc&preferencesSaved
http://login.westlawasia.com/maf/wlasia/app/tocectory?sttype=stdtemplate&stnew=true&sp=NTsingHU_WLA-1
http://login.westlawasia.com/maf/wlasia/app/tocectory?sttype=stdtemplate&stnew=true&sp=NTsingHU_WLA-1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6%87%E5%B4%97%E8%B3%87%E8%A8%8A%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wiley%E6%96%B0%E6%98%A5%E5%B0%81%E7%8C%B4%E5%A4%A7%E8%B3%BD/748880418578290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6%87%E5%B4%97%E8%B3%87%E8%A8%8A%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wiley%E6%96%B0%E6%98%A5%E5%B0%81%E7%8C%B4%E5%A4%A7%E8%B3%BD/748880418578290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6%96%87%E5%B4%97%E8%B3%87%E8%A8%8A%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wiley%E6%96%B0%E6%98%A5%E5%B0%81%E7%8C%B4%E5%A4%A7%E8%B3%BD/748880418578290
http://www.lib.kuas.edu.tw/active/2016epaper-1/index.html
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99428,r1494-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Google Taiwan 2016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9553,r2779-1.php?Lang=zh-tw 

 

 【填履歷，抽 iPhone】FM 教育部學生實習媒合平臺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9551,r2779-1.php?Lang=zh-tw 

 

 台灣微軟 2016 校園徵才活動開跑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9310,r2779-1.php?Lang=zh-tw 

 

 台積電 2016實習計畫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99155,r338-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105 年「教育家段茂廷先生紀念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99316,r3787-1.php?Lang=zh-tw 

 

 「105朱順一合勤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99317,r11-1.php?Lang=zh-tw 

 

 2016 春季月涵學堂課程公告(二)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99304,r11-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旺宏電子]產碩專班說明會「升學就業成功方程式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s://service.mxic.com.tw/hr/rd.nsf/fApplyform?Openform 

 

 陳可忠博士紀念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503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99316,r3787-1.php?Lang=zh-tw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99304,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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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學院》 
 2016 Unilever Trainee Program 聯合利華儲備菁英計劃 

參考網址：http://www.dspmt.nthu.edu.tw/files/14-1180-99260,r1895-1.php?Lang=zh-tw 

 

 2016 一日中租人企業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99489,r1794-1.php?Lang=zh-tw 

 

 2016 廣達 MA招募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dspmt.nthu.edu.tw/files/14-1180-99629,r1895-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教育部試辦專門課程認定辦法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99348,r48-1.php?Lang=zh-tw 

 

 3 月 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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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熱舞社舉辦「第四屆熱舞梅竹賽」，桌球館上午 11 點至晚上 10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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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日、3月 6日，工科系與交大合辦「小梅竹賽」，體育館二樓(右側)下午 1 點至 6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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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日至 3月 20日，校友服務中心進行「老梅竹賽前訓練」，體育館二樓(左側、中間

場地)部份時段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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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6日工科系與交大電機舉辦「小梅竹友誼賽」，棒球場下午 1點至 6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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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spmt.nthu.edu.tw/files/14-1180-99260,r189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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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日、3月 12日、3 月 19 日，校友棒球隊進行「老梅竹例行訓練」，棒球場上午 8

點至 12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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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1日至 3 月 14 日，舉辦「104 學年度大專校院排球聯賽」，體育館二樓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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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撞球錦標賽競賽規程(3月 17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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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史懷哲教育服務志工開始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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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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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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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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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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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當數學碰上數位 

說明： 

1. 講 者：王建文 先生／數學系 88級。 

2. 時 間：3月 2日，晚上 7點至 8點 3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R10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07。 

 

【資工系專題演講】 Drosophila Brain Image Analysis Platform: Image, 

Visualization and Networks 

說明： 

1. 講 者：林俊淵 教授／長庚大資工系。 

2. 時 間：3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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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99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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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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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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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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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法所專題演講】國際經貿談判實務 

說明： 

1. 講 者：楊珍妮 局長／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 時 間：3月 3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台積館 905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99156,r1828-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從蘇格拉底到迴歸分析 

說明： 

1. 講 者：吳鐵肩 教授／成大統計學系。 

2. 時 間：3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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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7-99563,r585-1.php?Lang=zh-tw。  

 

 

 



 

 

2016生技產業論壇破解龐貝氏千年絕症原音重現 

 

說明： 

1. 講 者：陳垣崇 院士、辜成允 董事長、黃達夫 院長。 

2. 時 間：3月 3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生科二館華生廳。 

4. 參考網址：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00

。  

 

【動機系專題演講】工業 4.0、生產 4.0的技術與發展 

說明： 

1. 講 者：周至宏 教授／高應大電機工程系。 

2. 時 間：3月 3日，下午 3點 30分至 17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99604,r464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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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斐濟語的 vanua常被翻譯成「土地」，但其實包括傳統、祖靈、階序等概念，常被用以區分斐濟原民與外人。基於在斐濟 Waitabu

村落的長期田野調查，本研究指出 vanua 可以被視為斐濟人的「環境」，且相當開放、在不同歷史過程中已納入許多有形無形的

事物與想法，散佈於地景、生態、社群之中。透過這些糾纏其中的元素，斐濟村民得以與當代發展計畫創造出種種合作互動關係。

同時，正因為 vanua這種多元變動的內涵，使它必須不斷藉由儀式穩固、化解內在矛盾。依著此架構，我們可以解釋為什麼 Waitabu

村民在收入不多、又有衝突事件的狀況下，仍努力保育其海岸生態，至今不綴。 

 

說明： 

1. 講者：林浩／美國匹茲堡大學人類學系專任講師。 

2. 時間：2016年 3月 9日（三），14:30 至 16:30。 

3. 地點：人社院 C304。 

4.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世界南島暨原

住民族中心籌備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