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屆海峽兩岸大學生物知識競賽 清華奪冠 

 本校醫學科學系莊永仁教授帶領生命科學系張保盛、辛天妤，

生科院學士班張晉維，醫學科學系李敏暄等四位大四同學組成

「清大生醫聯隊」，參加日前在廈門大學舉辦的「第一屆海峽

兩岸大學生物知識競賽」，在激烈的淘汰賽下，最後以壓倒性

的比分奪得團隊冠軍，張晉維同學也因表現突出獲得最佳個人

獎。 

 莊永仁教授表示，開始準備比賽時，其實有點緊張，因為生

物醫學的專有名詞和用法，台灣與對岸有相當差異，擔心無法

掌握，所以此次賽前先由隊長張保盛同學分析了比賽的賽制和

試題類型後，制定了密集有效的集訓計劃。在比賽前一個月於

領隊老師指導下，廣泛地研讀中國大陸地區的生物試題，且透

過系統性的分工增加了練習的效率與強度，使選手們都有機會

針對不同的領域準備，藉此全方位地強化生物知識及熟悉對岸

的生物用語。 

 此次於廈門大學舉辦的兩岸大學生物知識競賽，除廈門大學

外，共有台灣清華大學、台灣長庚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學

技術大學、福州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福建農林大學、集美大

學等九所大學參與這場比賽。比賽方式以共答題、搶答題、接

龍題和主觀題四種題型穿插進行，每局淘汰兩支隊伍，並在第

四局決選出前三名隊伍。 

 本校選手們背負著期許，以答對所有題目為目標，在共答題

過程中謹慎答題，相互討論出最後答案；在搶答題部分大膽賭

注，以先搶到題目為主再把握 10 秒答題時間做答；在接龍題

時不同於別隊以搶快為準則，而是仔細看完題目後作答減少錯

誤率；在主觀題階段更充分發揮訓練成果，以條列式陳述搭配

實例講解的答題技巧，活用所學，展現了邏輯清晰且條理分明

的思考模式。 

 「比賽充分展現清華博雅專精的核心教育理念！」莊永仁教

授表示，本校學生實力堅強，加上事前準備充分，因此整場比

賽都以壓倒性的分數遙遙領先，最後以 847分拿下冠軍，超過

第二名 2百多分。比賽過程中，台下五六百位觀眾都見到本校

學生如何展現優異心理素質，全力與其他選手激烈競爭。 

 此次兩岸生物知識競賽對於本校參賽手們，是一次難能可貴

的經驗。藉由競賽，不僅促進兩岸知識及文化的交流，也提升

兩岸學生在生科研究上的熱情，可望持續增進學生們對於生物

研究的投入及創造力。 

  
本校生命科學系張保盛、辛天妤，生科院學士班張晉維，醫學科學系李敏

暄等四位大四同學獲得海峽兩岸大學生物知識競賽冠軍。 

奪冠後，本校四位選手於賽後隨即接受廈大媒體小組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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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工工系張國浩副教授獲得歐洲作業研究學會(The OR Society) 之 Tocher Medal 

  

 

 

《教務處》 
 國立政治大學舉辦「山水講堂：政大教學日」期末聯合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05 

 

 崑山科技大學開設磨課師線上課程「背包客日語」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0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舉辦「104 年度教學實務或教材教法研發暨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聯合成

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99 

 

 

 

《學務處》 
 在學青年校外工讀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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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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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9日舉行 104學年齋長選舉投票，請務必攜帶學生證前往投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5685,r1538-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12月 4日活中五樓頂防水裂縫補強施工通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76,r3455-1.php?Lang=zh-tw 

 

 SIGMU 第二屆 創意智慧生活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667,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九屆輔大盃擊劍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693,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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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政治大學 104年度志願服務基礎與特殊訓練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25,r2469-1.php?Lang=zh-tw 

 

 2016第二十三屆 大墩陽光兒童冬令營<講師助教師資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26,r2469-1.php?Lang=zh-tw 

 

 2015年海院盃全國創意手沖咖啡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39,r2469-1.php?Lang=zh-tw 

 

 第一屆樽鼎盃全國餐飲大賽報名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40,r2469-1.php?Lang=zh-tw 

 

 104學年度全國中華盃舞龍舞獅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65,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國術錦標賽暨 2017世界大學運動會大專校院武術儲訓

隊第一次選手選拔賽」報名方式異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66,r2469-1.php?Lang=zh-tw 

 

 第二屆中興保全創意生活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09,r2469-1.php?Lang=zh-tw 

 

 104年度體適能教學研習會第四梯次──初級體適能瑜珈教練培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16,r2469-1.php?Lang=zh-tw 

 

 感動 99「綻。微光」影像創作營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31,r2469-1.php?Lang=zh-tw 

 

 中原大學舉辦「2015 全國智慧機器人創新設計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40,r2469-1.php?Lang=zh-tw 

 

 中國科技大學舉辦「2016 年全國校際日文創意行銷活動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41,r2469-1.php?Lang=zh-tw 

 

 2016年品德教育靜思語硬筆書法毛筆書法繪畫聯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4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2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2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3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4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6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76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0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1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3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4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4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44,r2469-1.php?Lang=zh-tw


 

 

 2016第 22屆海峽兩岸大學生新聞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59,r2469-1.php?Lang=zh-tw 

 

 幸福友益市‧2015非營利組織共響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60,r2469-1.php?Lang=zh-tw 

 

 原住民族樂舞文化第三階段專業課程研習，開始受理報名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75,r2469-1.php?Lang=zh-tw 

 

 104年教育部第 3屆青年諮詢會國民教育組委員補聘遴選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87,r2469-1.php?Lang=zh-tw 

 

 104年資訊月「創意臺灣館」及數位教育博覽會展示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88,r2469-1.php?Lang=zh-tw 

 

 內政部移民署辦理之「104 年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拍狼末日」有獎問答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89,r2469-1.php?Lang=zh-tw 

 

 104年原住民民族學院「104 年科技部原住民族研究計畫撰寫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892,r2469-1.php?Lang=zh-tw 

 

 外國人協助中心華語教學計畫招募教學服務人員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966,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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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1-95869,r127-1.php?Lang=zh-tw 

 

 「既有校舍補請使用執照之消防改善工程──醫務室、舊體育館及同位素館」施工時程

公告 

說明： 

1. 施工廠商：蔡先生，0935-909739。 

2. 緊急通報：校警隊 03-5714769 校內直撥：33333。 

3.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95779,r99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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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5年度「團體推動標準化活動補助專案」業經該局辦理公告，請於

12月 22 日前提案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8 

 

 科技部訂於 12 月 7 日舉辦「科學界的性別平等」演講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7 

 

 教育部補助 104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受理申請

(敬請於 12月 16日下午 5點前備齊申請文件送研發處)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6 

 

 敬邀參加低碳中心 12月 4日舉辦之「2015國際低碳能源科技與產業政策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lcerc.nthu.edu.tw/app/news.php?Sn=12 

 

 科技部竹科管理局 105年度「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105年 1 月 29日止受理申請，說明會於 12月 3日舉行，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64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2016年「研究傑出獎」與「年輕研究創新獎」，即日起至 105

年 2月 28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3 

 

 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6年(第十屆)「杜聰明獎(Tsungming Tu Award)」提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2 

 

 高雄第一科大「HIWIN論壇──傑出總裁講座」，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7ead472-71d1-4d5c-9f94-ac8dd3ef1906&c=menu041 

 

 [MOST- RSF Projects]科技部「臺俄(RSF)雙邊研究計畫」105 年 3月 1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070 

 

 科技部 105年度先導型、開發型(第 2期)及應用型(第 1期)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105

年 1月 18日下午 5 點前止受理申請(本校截至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8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7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6
http://lcerc.nthu.edu.tw/app/news.php?Sn=12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64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3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2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7ead472-71d1-4d5c-9f94-ac8dd3ef1906&c=menu041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070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1


 

 

 

 中國醫藥大學研究倫理中心於 12月 1日辦理「學術倫理專題講座」，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rec.web.nthu.edu.tw/ezfiles/679/1679/attach/87/pta_42757_2479355_87636.pdf 

 

 科技部公告 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月 30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3 

 

 科技部公告 105 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申請案，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月 30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4 

 

  科技部公告 105年度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申請案，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 月 30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5 

 

 科技部公告 105 年度探索研究計畫申請案，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月 30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6 

 

 科技部公告 105 年度「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

月 30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7 

 

 科技部公告 105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申請案，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月 30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8 

 

 

 

《全球事務處》 
 海外留學及遊學說明會<夢想起飛>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2&lang=big5 

 

 UBC 2016 Vancouver Summer Program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5&lang=big5 

 

 Overseas Internship Opportunity in Thailand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4&lang=big5 

 

 The 2016 Asian English Olympics on-line competition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3&lang=big5 

https://rec.web.nthu.edu.tw/ezfiles/679/1679/attach/87/pta_42757_2479355_87636.pdf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3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4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6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7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78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2&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5&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4&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3&lang=big5


 

 

 

 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7&lang=big5 

 

 哈爾濱工程大學第三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北國文化之旅冬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6&lang=big5 

 

 

 

《計通中心》 
 因應 12 月 4日至 12 月 7日停電，網路系統組相關服務應變措施說明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51124_01 

 

 學習科技組因應大樓變電站設備更新改善工程停止服務公告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5843-1.php?Lang=zh-tw 

 

 台灣資訊整合協會邀請本校同學參加「第六屆簡報達人頂尖新秀爭霸戰之決戰 2016世

界盃」競賽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5969-1.php?Lang=zh-tw 

 

 教育部來函轉知中華民國電腦學會辦理「2015青年程式設計競賽──全國自走車競賽」

活動，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5971-1.php?Lang=zh-tw 

 

 

《圖書館》 
 為加強門禁安全，總圖書館將於 105 年 1 月 1日起實施刷卡出館服務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2015圖書館週】賴伯里錦囊十計，脫魯不用耍心計準備開跑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week2015/ 

 

 《歐洲雜誌》文獻展有獎徵答系列活動(三)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vkjldRfjMZeLBO4NyQJdCzykKagGl6N_lxivbmXLs/viewform?c=0&w=1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7&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76&lang=big5
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51124_01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5843-1.php?Lang=zh-tw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5969-1.php?Lang=zh-tw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5971-1.php?Lang=zh-tw
http://www.lib.nthu.edu.tw/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week2015/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rvkjldRfjMZeLBO4NyQJdCzykKagGl6N_lxivbmXLs/viewform?c=0&w=1


 

 

 歡迎報名參加國立政治大學「第六屆全國暨海外教育盃電子書創作大賽」 

參考網址：http://6thebook.gogofinder.com.tw/article-cont.php?Class=Active 

 

 

《人事室》 
 勞動部「外國專聘僱許可審查作業手冊(含在臺門性及技術性工作人員申請畢業僑外生

評點制)」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5-1138-95855,c2535-1.php 

 

 

《電機資訊學院》 
 巨大機械(捷安特)資工系專長實習機會，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5834,r64-1.php?Lang=zh-tw 

 

 2015飆機器人全國智能創新應用大賽與競賽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5878,r3304-1.php?Lang=zh-tw 

 

 Autodesk 2016 軟體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adskcontest.com.tw/method 

 

 電機工程學系「碩博士班導師工作委員會」成立說明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5789,r74-1.php?Lang=zh-tw 

 

 【聯華電子】2015 冬季校園講堂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5837,r2905-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12月 19 日、12 月 20日，中國敘事學國際研討會：歷史敘事詩文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95896,r11-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12月 11 日下午 3點黃秉乾院士及黃周汝吉院士的「清華因緣」簽書會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app/news.php?Sn=490 

http://6thebook.gogofinder.com.tw/article-cont.php?Class=Active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5-1138-95855,c2535-1.php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5834,r64-1.php?Lang=zh-tw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5878,r3304-1.php?Lang=zh-tw
http://adskcontest.com.tw/method
http://adskcontest.com.tw/method
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5789,r74-1.php?Lang=zh-tw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95896,r11-1.php?Lang=zh-tw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app/news.php?Sn=490


 

 

 

 

《科技管理學院》 
 104學年度 科技管理學院暨各單位 10月份電子報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95839,r1853-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Fall 2015 SCI 期刊投稿經驗分享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25 

 

 Fall 2015 English Corner 議題討論：性別平不平等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24 

 

 緊急通知，英語團體闖關競賽日期更動為 12月 18 日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21 

 

 運動貼紮與軟組織貼紮研習會第二梯次參加辦法(12月 16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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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適能教學研習會第四梯次參加辦法初級體適能瑜珈教練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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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5日、12月 6 日物理系舉辦「晃徹盃球賽」，室外排球場、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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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至 12 月 13 日化工系舉辦「系上運動會」，運動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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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日數學系舉辦「清大 vs竹教大友誼賽」，羽球場第 5~8場，下午 1點至 5 點暫停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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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95839,r1853-1.php?Lang=zh-tw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25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24
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21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藝文活動》 

【一顆種子的國度】吳淑敏創作展 

 出生在台灣鄉間，15歲即離家到首都台北巿讀書，度過青少年時光，隨後在台灣的科技城長達三十年的求學與工作，正好經歷

台灣最劇烈的政經變化時代，也是全球性傳統價值快速崩解的世代。認同華人古典哲學與美學價值，並關懷社會中種族、文化的

衝突，面對現代人極繽紛、極孤寂的處境中，她在創作過程中，企圖透過與古典哲學、信仰對話， 表達對生命的禮讚，傾訴安身

立命的真理所在。一顆種子的國度－－吳淑敏個人創作展，包括了六件的自畫像系列，及天人合一系列作品兩件。其中有四件互

動藝術作品，多件為首度展出。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2月 2日。 

2. 地 點：清大藝術創意空間。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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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13,r11-1.php?Lang=zh-tw。 

 

 

女性影展【紅絲帶女孩 Corinne's Secret】 

 十七歲的柯琳在母親懷孕時受到垂直感染，尚未出生就是帕斯提（HIV Positive）。六歲時生母病逝後，她由養父母帶大。養

父母深知社會大眾對於愛滋感染者的偏見和恐懼，決定保守這個祕密。活在暗櫃裡的柯琳即使深知出櫃風險，卻更渴望以最真實

的自己與他人互動，出櫃的念頭也在她心中愈來愈強烈。導演花了十年的時間陪著柯琳一起長大，鏡頭下的第一手生命經驗讓我

們瞭解愛滋兒，也打破我們充滿歧視的刻板印象。 

 

說明： 

1. 時 間：12月 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20分。 

2. 地 點：教育館 314教室。 

3.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16

82,r805-1.php?Lang=zh-tw。 

 

 

 



 

 

女性影展【女拳自由路 Boxing for Freedom】 

 沙達原本是從阿富汗逃亡至伊朗的難民，十三歲時和姊姊回到了祖國，同時也加入女子拳擊隊，開始接受訓練。如今，沙達已

經成為阿富汗最優秀的女子拳擊手，但她需要面對的不只有擂台上的對手，還有阿富汗傳統父權文化的桎梏，以及隨之而來的不

安與恐懼。沙達在拳擊和學業上的成就，使她成為許多當地女性的榜樣。然而這條路她走得並不輕鬆，成功的背後，其實充滿無

數的困難及威脅；在這當中，只有「信念」才是讓她強大的最大助力。 

 

說明： 

1. 時 間：12月 3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20分。 

2. 地 點：人社院 C411教室。 

3.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1742

,r805-1.php?Lang=zh-tw。 

 

圖書館戰爭 

 

故事以虛構的正化三十一年；為了公序良俗等理由，政府制定了侵犯人權的

「媒體淨化法」，並成立了「媒體淨化委員會」與「淨化特務機關」來進行

淨化工作。與這個強權機關對抗的唯一組織，即為「圖書館」。 

一群熱愛圖書館自由的人們，武裝自己與淨化機關進行戰爭，守護圖書館的

自由。故事以關東圖書隊 Task Force隊員笠原郁與其所憧憬的圖書隊菁英

堂上篤和其他圖書隊的成員及關係人士們為中心展開。 

《圖書館戰爭》除了推出電視動畫、漫畫之外還有動畫電影的推出。 

真人電影版於 2013年時上映引起了廣大的迴響與好評，也有在台灣的電影

院上映。 

說明： 

1. 時 間：12月 3日，中午 12點 20分至 2點 30分。 

2. 地 點：圖書館 1F清沙龍。 

3.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wee

k2015/movie_20151203.htm。 

 

 

 

 

 



 

 

《演講資訊》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纂修之史與宋代的“本朝史觀” 

 

說明： 

1. 講 者：鄧小南教授／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2. 時 間：12月 1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人社院 A302。 

4. 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8

0。  

 

 

「大數據時代的人類學：挑戰與機會」專題演講暨研究工作坊 

 

說明： 

1. 講 者：項潔博士／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特聘教授、

黃一農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

中心主任．清華大學歷史所特聘教授、蔡博文 博士／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

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合聘副研究員。 

2. 時 間：12月 14日，上午 9點至晚上 6點 50分。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A202室。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4979,

r3644-1.php?Lang=zh-tw。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版本學視角下的《紅樓夢》 

 

說明： 

1. 講 者：任曉輝副秘書長／中國紅樓夢學會。 

2. 時 間：12月 7日，中午 12點至 1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A302。 

4. 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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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系列講座 Part3】最有魅力的說話聲音 

說明： 

1. 講 者：季潔小姐。 

2. 時 間：1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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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id=9163。  

 

 



 

 

【數學系專題演講】PdE on the sphere － Global Atmospheric Models 

說明： 

1. 講 者：郭鴻基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系。 

2. 時 間：12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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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化學系專題演講】Adsorption and Depolymerization of Biomass-Derived 

Polysaccharides Using Weak-Acid Surfaces as Catalysts 

說明： 

1. 講 者：Prof. 鍾博文／中研院化學所。 

2. 時 間：12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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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產業新創公司的機會與挑戰 

說明： 

1. 講 者：璩又明 董事長／美盛醫電。 

2. 時 間：12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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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30-95828,r2629-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Advanced Probabilistic Pointer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for Embedded Multi-core Architectures 

說明： 

1. 講 者：洪明郁 博士／聯發科技。 

2. 時 間：12月 8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資電館 129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5683,r67-1.php?Lang=zh-tw。 

 

 



 

 

【人社院專題演講】 

 

說明： 

1. 講 者：陳怡如／土拉客實驗農家園、彭桂枝／主婦聯盟新竹

分社、新竹縣市校園午餐行動聯盟。 

2. 時 間：12月 2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0分。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5808,r805-

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Introduction to Empirical Processes and its 

Applicationunivariate  

說明： 

1. 講 者：許育進博士／中央研究院 經濟研究所。 

2. 時 間：12月 11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2點。 

3. 地 點：清大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95871,r585-1.php?Lang=zh-tw。 

 

【資應所專題演講】A Data Scientist in Entertainment Industry: How Data 

Science Works in Gaming and Sport Industries 

說明： 

1. 講 者：許懷中博士。 

2. 時 間：12月 2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3. 地 點：台達館 105。 

4.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95862,r2619-1.php?Lang=zh-tw。 



 

 

 

【台文所演講】 畫一個華語語系文學的版圖：以馬華文學為中心？ 

說明： 

1. 講 者：蔣淑貞／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教授。 

2. 時 間：12月 2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309。 

4.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