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年度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議  領航清華更上層樓 

 一年一度，清華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於 12月 07日舉行。今

年共有刁錦寰委員、王汎森委員、朱建民委員、卓以和委員、

徐遐生委員、郭位委員、曾志朗委員、黃秉乾委員、黃榮村委

員、劉兆玄委員、劉仲明委員、蕭政委員(依姓氏筆劃)等 12

位委員，不遠千里，百忙中蒞校指導，領航清華發展方向。 

 賀陳弘校長致詞時表示，目前高教處境，就有如近日天候，

即將邁入寒冬，清華必須調整裝備以應變，目前除了二項重要

硬體--創新育成中心及清華實驗室持續進行外，未來將重點聚

焦在「軟體盤點」的工作，重新整備、重新出發，以多元價值，

迎戰未來可能的衝擊。 

 清華在教育及招生上的創新，引領高等教育風潮，包括區域

平衡的繁星計畫、經濟扶弱的旭日計畫、特異偏才的拾穗計

畫……等。雙專長、輔系、雙學位……等跨領域學程同學，也

已高佔新生20%比例。而全方位整合大學部教育的「清華學院」，

橫向串聯通識、語文、體育、藝術、住宿教育等，建構多元、

彈性、跨域的學習環境，更是台灣高教的創舉。其他諸如研究、

技轉、教師評量、節能、募款、校友服務等，也都有可喜的積

極成效。目前，雖然本校與新竹教育大學合併案，仍存在許多

困難待解，但亦持續努力中。校長除特別感謝委員蒞臨指導，

並期待在專業激盪與指導下，促使清華校務更上層樓。 

 當日，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簡報時段，則分四主題(教育、 

研究、國際化、行政業務)進行，依序由周懷樸副校長、吳誠

文副校長、司徒文副校長及李敏主任秘書分別作簡報。有別於

往年，本年度較為特別的是，因應委員去年建議，強化「學院

分組交流」的效能與深度，事先由各學院提出擬諮詢問題，予

以配對、分組後，再由委員提供諮詢及指導；為能把握珍貴的

諮詢機會，各院系莫不預先做足功課。 

 在「分組交流」及「綜合座談」中，委員除肯定清華辦學理

念及執行成效，亦針對各項簡報及分組座談事項，給予諸多評

述，提出寶貴建言。當日討論重點包括：因應博士班招生問題

(教育部名額核給、就讀意願、生源……)、領域調整、大學募

款、合理學費調整、師資短缺與斷層、雙聯學位及國外系所合

作、與竹教大整併等問題。此外，委員亦鼓勵校內教授應秉持

社會責任，多在媒體平台發聲，善盡智識分子的一份力量。 

 雖然，現今台灣高教環境，難免有「大勢如此，夫復何言」

的無奈感。但賀陳校長堅定表示，身為校長絕不可能輕言放棄，

未來將以國內合併，國外開拓，作為必然採取的作為，力圖衝

出重圍。與會委員亦期勉清華，利用危機，蛻變，爭取先機，

清華將可成為台灣第一個準備好的大學。在世界轉型及變動急

遽時代，具有廣大視野、應變能力、跨領域學習，也是非常重

要的。當日，在開放的專業對話及互動中，本校行政團隊受益

良多，也讓未來清華校務方向，更加穩步前行。 

  
賀陳弘校長致歡迎詞。 校務發展諮詢委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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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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立光電執行長蒞校參訪 了解清華學術研究及人才培育成果 

 大立光電林恩平執行長等一行，於 11月 27日到訪清華，會

晤本校賀陳弘校長並參觀精密塗佈技術、高分子微結構分析、

自動控制、超材料應用、超高影像處理技術等相關實驗室，雙

方互動熱絡。 

 賀陳校長除代表清華表達歡迎，並簡介清華校史及各領域傑

出研究成果，他談到清華雖然規模並非最大，但在上海交通大

學所發佈的兩岸四地大學排名中，清華教授的「師均表現」卻

長時間獨佔兩岸四地鰲頭，這與大立光十分相似，因為「CP值

都非常高」，也期待未來合作互動的可能。 

 林執行長提到，「人力資源是公司很重要資產，清華校友為

公司主力人員之一」，此行到清華參訪，也希望能對清華有更

進一步的了解，或許未來能在研發與人才培育方面進行合作。 

除了學術表現外，清華歷來對產業技術發展亦十分重視。賀陳

弘校長說，在 2014年美國專利核准件數的全球學術機構前百

大排名中，清華名列世界第十一名，在全臺大專院校排名第

一。 

 潘犀靈研發長提到，在 QS全球領域排名，清華有十六領域

進入全球排名，研究橫跨各領域，從人文到科學與工程，尤其

特別的是，清華在醫學及法律領域也進入世界排名。但其實清

華是臺灣唯一沒有醫學及法學院，卻能進入排名的學校，由此

可見清華多元、全方位孵育人才的能力。 

 大立光為臺灣旗艦型企業，投入龐大資金於技術研發創新；

而技術的研發正是清華的強項，因此特別安排參觀化工系、動

機系、材料系、資工系等實驗室。此外，清華一向藉由各種招

生及教育的創新計畫(例如繁星、拾穗及照顧弱勢的旭日計畫

等)，來實踐對教育學子及社會公義的大愛，亦甚獲各界支持

與肯定。 

 

 

 

大立光電林恩平執行長（右）到訪清華，會晤本校賀陳弘校長（左）。  

 

 

 

 

 

 



 

 

兩年資助達 500萬 材料博士廖容蔚 獲牛頓國際獎學金 

 英國「牛頓國際獎學金」獲獎名單日前發佈，本校材料所校

友廖容蔚博士，是臺灣唯一獲獎者。這項獎學金資助年輕博士

後研究員前往英國學術研究機構研究與學習，兩年資助金額約

達 500萬台幣。 

 牛頓國際獎學金 (Newton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s) 是

由英國人文科學院 (The British Academy)、英國皇家科學院 

(The Royal Society) 以及英國醫學科學院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共同贊助，希望吸引全世界一流的年輕博

士後研究員前往英國研究，並期待受獎勵者與英國學術機構建

立長期合作關係。 

 主辦單位每年選出約 40位研究員，2014年錄取率約 8%，今

年錄取了 37位，另外增額錄取 10位。獎學金包含生活費、研

究費，並代替研究員支付設備相關使用費給研究機構，補助期

間為兩年，總金額達 100,000英鎊，合台幣近 500萬元。 

廖容蔚博士是今年 37位正取人選之一，他將以這筆獎學金前

往劍橋大學物理系 Russell Cowburn 教授的團隊，進行磁性材

料在三維記憶體方面的研究。 

 廖容蔚博士表示，由於希望拓展視野，增加國際經驗，因此

積極爭取提供給國際研究人員的獎學金，也沒有限定要申請哪

一個國家。收到獲獎通知後，他的劍橋指導教授 Russell 

Cowburn 認為，能夠得到獎學金評選委員的青睞，其中一大原

因應該是廖博士過去經常參與國際學術活動，顯現了與世界互

動的積極性，在這過程中，他也結識許多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同

行」，對於申請獎學金很有幫助。 

 廖博士謙稱，自己的學術成就普通，大學時期幾乎都在打電

動，直到念碩士班時才開始認真規劃未來。他希望自己變得更

強，而身邊的強手都去國外繞了一圈才回來，所以也想要去國

外看看。身邊沒什麼錢，因此他盡可能把握各種不用花太多錢

出國，或是與國外學者接觸的機會。小至為老師邀請來的國外

學者接機，大至申請到科技部千里馬計畫，到英國約克大學研

究一年。 

 廖博士說，這些經驗對他申請牛頓國際獎學金都很有幫助。

他認為，這次申請獎學金較為困難的地方在於他要收集到三份

國外學者的推薦函，但卻不能找最親近的指導教授，因而過去

認識卻又不算熟稔的研究員、學者朋友，意外地幫了大忙。因

此，他給學弟妹的建議是，除了課業之外，也要擴大交友圈並

思考如何強大自己來幫助別人，也許未來人生某個時刻，那些

有點熟又不算太熟的朋友會伸出關鍵的援手。 

 

 

本校廖容蔚博士甫獲得牛頓國際獎學金資助，前往劍橋大學擔任博士

後研究員。 

 

 

 

 

 

 

 

 



 

 

賀 化工系林聖奇同學，以"具高機械性質與低介電常數之改質氧化石墨烯/聚亞醯胺複

合材料可應用於軟性硬刷電路板"，榮獲 2015 第九屆塑膠材料應用及技術論文競賽

第二名(指導教授：馬振基、胡啟章教授) 

  

賀 電機系碩士班蕭順仁同學榮獲 OPTIC 2015 Student Paper Award (指導教授：李夢

麟副教授) 

 

 

 

《教務處》 
 第二屆清華大學海外兒童暨青少年華語夏令營熱情招生中 

 

 本校華語中心於2015年舉辦第一屆清華大學海外兒童暨青少

年華語夏令營，以專業優良的師資課程、親切友善的學習環境

以及健全完善的活動設計吸引來自四個國家（美國、日本、巴

拉圭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7—15歲的學習者，進行三週密集的

沈浸式華語課程。明年即將舉辦第二屆活動，歡迎全世界各地

對於華語學習及中國文化體驗有興趣的兒童和青少年來台灣學

習。 

說明： 

1. 課程日期：2016年 6月 27日至 7月 22 日。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2016年 1月 31日。 

3. 參考網址：

http://nthuclc12345678.wix.com/2016nthumsc。 

 

 

 修平科技大學舉辦 104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卓越耀修平」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21 

 

 長庚科技大學辦理「魔法學習家族成果審查委員會、成果發表暨徵件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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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宿舍公共區域無線網路已開放使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6350,r2223-1.php?Lang=zh-tw 

 

 104學年度齋長改選當選名單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6565,r1538-1.php?Lang=zh-tw 

 

 11月失物招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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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局服務] 寒假返鄉包裹寄送 (1 月 5 日至 1月 29日)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ezfiles/159/1159/img/467/276206425.jpg 

 

 105年青年節表揚大專優秀青年開始受理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587,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06,r2469-1.php?Lang=zh-tw 

 

 中文司儀／主持人初階訓練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07,r2469-1.php?Lang=zh-tw 

 

 IAFT國際航空票務從業人員認證 2016年種子教師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34,r2469-1.php?Lang=zh-tw 

 

 玄奘大學舉辦「2016 寒假燕薊古都行──北京團」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48,r2469-1.php?Lang=zh-tw 

 

 青年發展署檢送「促進青年公共參與獎補助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52,r2469-1.php?Lang=zh-tw 

 

 吳鳳科技大學舉辦「2016 全國青年創意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50,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舉辦「2016 年全球品牌策劃大賽──台灣賽區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53,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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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兩岸教科文交流發展協會 「台灣大學生青年志工雲南行」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54,r2469-1.php?Lang=zh-tw 

 

 南俊收納櫥櫃空問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82,r2469-1.php?Lang=zh-tw 

 

 台北醫學大學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擬訂於 12月 20 日辦理「2015年全國大專院校傑出服

務性社團暨社團領袖─第 23屆傑青獎分享交流活動」，敬邀本校師生參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85,r2469-1.php?Lang=zh-tw 

 

 宜蘭大同 Dala 愛搖滾音樂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96,r2469-1.php?Lang=zh-tw 

 

 104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報名時程及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569,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角力錦標賽競賽規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574,r2469-1.php?Lang=zh-tw 

 

 文藻外語大學辦理「第二外語南區學生學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601,r2469-1.php?Lang=zh-tw 

 

 成功大學辦理「組織發展與社團輔導學術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606,r2469-1.php?Lang=zh-tw 

 

 青年發展署辦理「青年發展偏鄉社會企業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607,r2469-1.php?Lang=zh-tw 

 

 屏東大學辦理「104 學年度資訊類實務專題成果展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608,r2469-1.php?Lang=zh-tw 

 

 交通部公路總局辦理「2016 年公路公共運輸規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612,r2469-1.php?Lang=zh-tw 

 

 自強基金會受美商摩根大通集團委託辦理人才培訓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63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6454,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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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體育館與蒙民偉樓之間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 

說明： 

1. 施工時間：即日起至 105年 1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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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2-96457,r992-1.php?Lang=zh-tw。 

 

 12月 17 日及 12 月 18日電動巴士體驗教育活動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6592,r127-1.php?Lang=zh-tw 

 

 

 

《研發處》 
 2015年國立清華大學學界科專優質專利非專屬授權公告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e669223-a47d-4620-9afb-8333b51a14e9&c=menu041 

 

 【利益迴避教育訓練課程】12 月 17 日「科研商化過程的關鍵倫理問題──潛在利益衝

突」，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4ed2f25-d680-460b-8386-d62952c59db5&c=menu041 

 

 「化學系陳建添老師團隊──萌芽技術創業經驗分享」，報名至 12月 18日下午 5 點截

止 

參考網址：http://gc-iep.vm.nthu.edu.tw/gc/ 

 

 公告新修訂之「國立清華大學建教合作收支管理要點」。 本次修訂重點為:「非科技部

計畫」管理費提列，原為「計畫總金額(不含管理費)之 15%」，經修正通過為「總經費之

20%」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87 

 

 

 

 

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6592,r127-1.php?Lang=zh-tw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e669223-a47d-4620-9afb-8333b51a14e9&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4ed2f25-d680-460b-8386-d62952c59db5&c=menu041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2MtaWVwLnZtLm50aHUuZWR1LnR3L2djLw==&b=DGHEFW/c%d1023775865016063/vfghy/26099725473715/DFGBB14632-0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2MtaWVwLnZtLm50aHUuZWR1LnR3L2djLw==&b=DGHEFW/c%d1023775865016063/vfghy/26099725473715/DFGBB14632-07
http://gc-iep.vm.nthu.edu.tw/gc/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87


 

 

 「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已於 9月 22日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10月 27日經

校長核定後公告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97a2ade-8467-461b-955a-b56368710156&c=menu041  

 

 2015清華大學學界科專優質專利說明會,廣邀各界先進共襄盛舉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e9aa0b49-9929-4f1e-837a-ef1b7e6207fc&c=menu041 

 

 科技部函送修正「科技部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士研究生試辦方案」，並自即日生效，請

查照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88 

 

 歐盟 Horizon 2020 癌症轉譯研究計畫公開徵求計畫書，計畫截止日: 2016 年 2月 5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86 

 

 產學研合作之專利申請案可依「發明專利加速審查作業方案」之事由 3 提出加速審查申

請，請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64c46c2-cc78-4e1a-9809-2eb7025f3728&c=menu041 

 

 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105年度水土保持局創新研究計畫」至 12 月 30日止受理申

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89 

 

 

 

《全球事務處》 
 105學年秋季班入學申請簡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88&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智利菲德理戈聖瑪利亞理工大學及法國尼斯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90&lang=big5 

 

 倫敦瑪麗王后大學 Postgraduate Research Studentships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89&lang=big5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e9aa0b49-9929-4f1e-837a-ef1b7e6207fc&c=menu0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88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86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64c46c2-cc78-4e1a-9809-2eb7025f3728&c=menu0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89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8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9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89&lang=big5


 

 

 聖彼得堡國際學生研究論壇 Saint-Petersburg International Student Research 

Forum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94&lang=big5 

 

 德國阿亨工業大學暑期營隊 Summer School Programmes 2016 at RWTH Aachen 

University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92&lang=big5 

 

 以色列短期營隊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programs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93&lang=big5 

 

 科技部 2016年「臺英(MOST-BA)人文社會科學合作人員交流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95&lang=big5 

 

 105年「台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96&lang=big5 

 

 

 

《計通中心》 
 2015 MATLAB於大數據、資料解析及機器學習技術巡迴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ww.terasoft.com.tw/event/seminar/2015/DataAnalysisseminar/index.asp 

 

 

 

《圖書館》 
 105年 1 月 1日總圖書館閉館一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圖書館公告三個月未領回之失物開放領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94&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92&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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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erasoft.com.tw/event/seminar/2015/DataAnalysisseminar/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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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有關公教人員就讀國中小之子女，如已支領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發給之教育代金，得否再請領子女教育補助疑義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6582,r875-1.php?Lang=zh-tw 

 

 新竹市政府為研提「新竹市住宅諮詢及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請本校推薦具豐富實務經

驗之民間相關團體或專家學者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6563,r2506-1.php?Lang=zh-tw 

 

 

 

《主計室》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經費」報支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96353,r1160-1.php?Lang=zh-tw 

 

 因應 104 年結帳及決算作業、元旦、春節連假假期各類薪資發放時間異動表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1-1019-525.php 

 

 有關展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執行命令案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96548,r1160-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2016高中教師清華營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6588,r2733-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即日起至 12月 20日舉辦 104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排球聯賽，體育館二樓(全場)上午 6點

30分至晚上 11 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6582,r87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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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1 日至 25 日物理系舉行「晃徹盃壘球賽」，棒球場中午 12點至 1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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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6 日經濟系舉辦「耶誕舞會」，桌球館部份時段暫停開放，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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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27 日荒野基金會舉辦「荒野親子團室內活動」，桌球館全場中午 12點至下午 5點

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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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體系與全球變遷」行動計畫：「2015 清大二手市集──手牽手，去趕集」。12 月 20

日上午 11點至下午 3點於清大活動中心前廣場舉辦，歡迎前來挖寶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news/cge20151220.pdf 

 

 

 

 

 

 

 

《藝文活動》 

【內在的視野】汪源隆個展 

 

 創作的過程中，重現真實美好的生命力，是我的創作元素。鏡頭延

續了稍縱即逝的自然，永恆的力量再現。自從 2009年後，杉林溪成為

每一年逐影採擷的田野，讚嘆著造物者的天工，花朵不只是花朵，承

載著諸多氣質無以名之。本次展出，專注放大的黑白影像。即便全彩，

也因為影像的呎幅，讓牡丹不只是牡丹，重現的是關於自然的依戀，

和對人間的讚嘆！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05年 1月 7日。 

2. 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1570,

r11-1.php?Lang=zh-tw。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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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世界的禮物】科技藝術工作坊／學生聯展 

 

說明： 

1. 時 間：12月 16日至 105年 1月 4日。 

2. 地 點：清大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1616,r

11-1.php?Lang=zh-tw。 

 

 

《有任務的旅行》紀錄片校園特映 

 

說明： 

1. 時 間：12月 15日，晚上 7點。 

2.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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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373,r11-1.php?Lang=zh-tw。 

 

 

 

 

 

 

 



 

 

【護家魔 My No-mercy Home】保護級 

 少女「海豚」遭受親生父親性侵，但是她最親近的媽媽和家人卻沒有人願意相信她，使她不得不逃家。因為擔心妹妹們可能也

會遭到父親毒手，海豚決定出面提告，和父親對簿公堂；此時，海豚的親友們卻雇用律師對付她，並將矛頭指向她自己的偏差行

為。她於是主動找上本片導演，希望說出自己的故事。面對繁複又痛苦的訴訟過程，以及親情所帶來難以割捨的矛盾，海豚該要

如何自處？當「家」不再是溫暖的避風港，血緣與親情也成了最暴力的武器。 

 

說明： 

1. 時 間：12月 21日，下午 4點 30分至 6點 20分。 

2. 地 點：台積館 R224教室。 

3.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1676,r

805-1.php?Lang=zh-tw。 

 

樂在清華 

 

 ~樂在清華~ 由清華學院主辦 ，歡迎本校學生具備樂器演奏或肢體

表演能力者參與，也歡迎師長同學來旺宏館一樓穿堂聆聽表演與演

奏。 

說明： 

1. 時 間：12月 16日及 12月 30日中午 12點至 1點。  

2. 地 點：旺宏館一樓穿堂。 

 

 

 

 

 

 

 



 

 

《演講資訊》 

「活水講堂」：鐵人三項運動正流行～你所不知道的賽事舉辦哲學 

說明： 

1. 講 者：鄭世奇總經理／台灣鐵人三項公司。 

2. 時 間：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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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24。 

 

科技人文講座三：智慧城市──美麗新世界? 

說明： 

1. 與 談 人：涂元光總經理／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張世才協理／遠傳電信(股)公司、張瑞芬教授／清華大學工工系、 劉

慧瑾處長／台達電子(股)公司。 

2. 時 間：12月 16日，晚上 6點至 9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A202室。 

4.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87-1008-1688.php。 

 

簡報大賽系列活動：【演講】一出手就搞定簡報設計 

說明： 

1. 講 者：彭毅弘先生／簡報藝術烘焙坊創辦人。 

2. 時 間：12月 15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 

4.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21。 

 

【數學系專題演講】Spatial epidemic models: lattice differential equation 

analysis of wave and droplet-like behavior 

說明： 

1. 講 者：王琪仁教授／School of Mathematics, Georgia Tech。 

2. 時 間：12月 21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4F Lectute Room B。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01。 

 

 



 

 

【化學系專題演講】Drug testing in single hair 

說明： 

1. 講 者：Prof. 張耀仁／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2. 時 間：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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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專題演講】《TEEN講座》雲端晶片產業趨勢與信驊科技創業歷程分享 

 

說明： 

1. 講 者：林鴻明／信驊科技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2. 時 間：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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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Cc1G1zW8kIMwVQLnMAYz0

Sz0vk0CJq4xOXxH5fUF7I/viewform。 

 

 

 

 

 

 

 



 

 

【資工系專題演講】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Contextual/Collaborative/Compressive Privacy Optimization (C3PO) of 

Internet Data 

說明： 

1. 講 者：Prof. Sun-Yuan Kung／Princeton University。 

2. 時 間：12月 22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管 525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6273,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Research Opportunities on Privacy-Preserving Computa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Morris Chang, Prof. Sun-Yuan Kung／Iowa State University, Princeton University。 

2. 時 間：12月 22日，上午 10點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管 525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6276,r67-1.php?Lang=zh-tw。 

 

【生科院專題演講】Enabling Precision Medicine-Translating Basic Biomarker 

Research to Successful Diagnostic Development 

 

說明： 

1. 講 者：馮玉蓮博士。 

2. 時 間：12月 15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1點 45分。 

3. 地 點：生科二館華生廳。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zJ9e1jcOijE8C

3AgUAaxJ5uXWCzW80-paawQs7tEWY/viewform?c=0&w=1。 

 

 

 

 



 

 

【生科院專題演講】學術界與工業界的甘苦酸甜 

 

說明： 

1. 講 者：馮玉蓮博士。 

2. 時 間：12月 15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生科二館 R109。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wzJ9e1jcOijE8C3AgUAaxJ5

uXWCzW80-paawQs7tEWY/viewform?c=0&w=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