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津大學副校長 Prof. Nick Rawlins訪問清華分享住宿學院經驗 
牛津大學副校長 Nick Rawlins 於 11月 9日訪問本校，雙方

分享在住宿書院的經營心得。英國的住宿學院發展歷史悠遠，

許多經驗相當值得借鏡與學習，並有助於激發更深廣的創新思

考。 

當日本校出席師長，包括賀陳弘校長、司徒文副校長、陳信

文全球長、張晃猷副研發長及清華學院莊慧玲副院長等。賀陳

弘校長表示，當初政府以庚子賠款作為清華的創立基金，就是

要打造一所國際化的大學，與世界接軌，至今本校仍持續為全

球化而努力，積極招募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營造國際化多元

環境。 

此外，清華與印度有很深的交流也有淵源，不僅是全台擁有

最多印度學生的大學，在印度也設立五所臺灣華語教育中心，

印度學生對於學習中文有著高度熱情。清華在台建校的第一任

校長--梅貽琦校長，是中國第一任駐印度大使，而清華校友孫

立人將軍在中緬印戰爭中解救許多遭俘士兵，並獲得伊麗莎白

女王表揚。 

司徒文副校長亦呼應，他來到清華服務，就是清華致力於全

球化的一個實例。而招募外籍生，將有助於本地學生融入多元

文化，刺激思維，拓展視野。此外，學習中文的熱潮在全球方

興未艾，比起中國，臺灣更能代表傳統中華文化，然而美國有

較多學生在中國而非臺灣求學，期待未來能將交換計畫拓展到

更多歐洲國家。清華有豐富的學習資源，並提供許多全球化學

程，也有外籍生聯誼會、模擬聯合國等組織或社團。 

賀陳校長指出，英國的大學住宿學院已有數百年歷史，近年 

亞洲才興起住宿書院的概念。清華在台灣的大學中，不僅率先

設立住宿書院，也是臺灣極少數將住宿書院納入學校編制的大

學。清華學院莊慧玲副院長表示，目前本校有三個書院，以社

會關懷，實現社會公義為主的厚德書院；以創新創業為主的載

物書院，還有發展全球視野的天下書院。每個學院有六到七個

全職教師，然而目前的難題是還沒有足夠研究領域的教師加入，

目前正積極招募已退休師資，他們相對於全職的學院教師擁有

更多時間、精力與熱情。 

Rawlins 表示，清華的學院制度跟英國不同，賦予了各學院

不同主題。然而如果能讓不同主修領域的學生聚在一起，將更

能刺激彼此思維深廣度，例如劍橋大學的學院制度，就因此獲

得傑出的成就。又例如牛津大學，雖然看似結構鬆散、各自為

政，學校成員會困惑到底該為學院或系所付出而造成緊張關係。

但或許也因為這樣，不同學院有不同教育思想、大家腦力激盪

出各種創新點子。在各種創新想法萌發之後，大家卻也不忘初

衷，正向面對社會思潮，這是牛津大學成功的因素。他認為，

每所大學都應有其獨特架構，並且能夠面對社會思潮。 

Rawlins 說，招募退休的研究界師資是很棒的想法，讓更多

願意投注心力的老師加入學院，可以給予學生更多幫助。 

Nick Rawlins 在牛津大學主攻行為神經研究，研究領域含括

記憶神經基礎、大腦衰退、疼痛與焦慮等。2010年就任牛津大

學發展與對外事務副校長。在拜會賀陳校長之後，Nick Rawlins

前往生命科學院為清華師生演講「探索疼痛與大腦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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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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陳弘校長致贈紀念品給牛津副校長 Prof. Nick Rawlins。 Prof. Nick Rawlins 在竹風房屋徐榮聰董事長（右四）的陪同下， 

拜訪本校。 
 

 

 

清華溜冰小精靈再傳佳績  佟玟蓁堅持走不一樣的路 
 

 甫於今年透過「拾穗計畫」考進本校學士班(大一不分系)佟

玟蓁日前再傳佳績，獲得全國運動會花式溜冰男女混合組雙人

亞軍。捨棄體育學院的選擇，人稱溜冰界小精靈的佟玟蓁希望

自己在運動專長外，還能強化英文，開拓更多元的職涯。雖然

課業讓她倍感壓力，但運動員的訓練讓她更懂堅持，「運動員

不是四肢發達而已，我希望能讓自己的腦袋多一點東西」。 

 從幼稚園大班就開始練習溜冰的佟玟蓁，是競技場上的常勝

軍，連續三年勇奪全國中正盃及會長盃溜冰賽冠軍，2011年獲

得世界花樣滑輪大獎賽雙人花式冠軍，2014年，更拿下亞洲滑

輪錦標賽雙人花式第一名。高三那年，因為招生規則變動，讓

原本體保生資格的規劃變了調，還好，學測前幾天，意外發現

清華大學特殊選才「拾穗計畫」，讓無所適從的她找到一條出

路，進入本校就讀。  

 「清華是個資源很多、有許多厲害人的地方！」從小忙著參

賽、練習，佟玟蓁說自己是「別人唸書時我在練溜冰，別人睡

覺時我在唸書」，因為唸書時間不斷被壓縮，佟玟蓁不諱言在

清華求學壓力很大，但也很開心學到許多以前不知道的事。她

說，母親常鼓勵她不要太有壓力，「讀書時認真讀書，比賽時

認真比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運動員的訓練也讓她更懂

堅持，凡是決定了就要把它做好，但若失敗也不必灰心，「因 

為總有下一場比賽」。 

 回憶學習溜冰的契機，其實是為追隨姊姊佟宣萱的腳步。不

過，相較於姊姊選擇就讀體育學院，佟玟蓁不希望自己僅侷限

於體育專長。從 12歲就開始參加國際性比賽，寒假期間還前

往義大利，拜師於曾獲 11面世界金牌的知名溜冰高手 Patrick 

Venerucci，佟玟蓁很早就感受到外語的重要，所以她希望選

讀外語科系，讓自己多一個專長，也讓運動職涯多一點可能

性。  

 除了堅持的態度，選手的訓練也讓佟玟蓁更為獨立。她說，

自己其實很受家裡保護，「高中了還不會自己搭公車」，父親為

了陪她到南部集訓，還搭車送她南下，再獨自回家，「但總不

能每次比賽都讓父母陪」，於是，佟玟蓁也強迫自己要更獨立。 

 「能進清華很幸運，要好好珍惜！」佟玟蓁很感謝在高三無

所適從之際，透過拾穗計畫考進本校，雖然才入學不久，但同

學間感情很好，最近為了新生盃的比賽一起練習，更讓友誼加

溫。大學四年，佟玟蓁將陸續面對亞洲盃、世界盃、世運會、

亞運會的挑戰，除了期許自己在溜冰的競技中不斷脫穎而出，

佟玟蓁也期望能把握難得的大學生活，開創更寬廣的運動員職

涯。 



 

 

  
佟玟蓁參賽畫面。 佟玟蓁參賽畫面。 

 

 

賀 師資培育中心傅麗玉教授製作之原住民族科學學習遊戲 APP《雲端飛鼠部落科學遊戲

繪本》獲 2015 年 TAECT（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媒體競賽「理工科及高教」類教師

組第二名 

  

賀 工工系陳暎仁同學博士論文「半導體先進製程控制之品質工程研究架構及實證研究」

榮獲 2015 年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卓越品質博士論文獎「銀帶獎」 (指導教授：簡禎富) 

  

賀 工工系學生范祖源獲得 2015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卓越品質碩士論文「金帶獎」(張國

浩副教授、陳暎仁博士共同指導) 

  

賀 資工系巫承威、許啟宏、劉志軒、林郁珍同學獲 2015國際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軟

體製作競賽第二名(指導教授：張世杰) 

  

賀 資工系葉耿維同學獲第 16屆 ISIS-Best Paper Award(指導教授：蘇豐文教授) 

  

賀 EMBA何夢婷同學碩士論文「利用貝式網路分析法建構連鎖藥局商業智慧服務設計架

構」榮獲 2015 年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EMBA 論文獎【管科組】優等 (指導教授：簡

禎富、金聯舫) 

  

 

 

《秘書處》 
 11月 20 日至 21 日舉辦「104 年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top100.web.nthu.edu.tw/files/14-1664-95019,r5255-1.php?Lang=zh-tw 

 

http://top100.web.nthu.edu.tw/files/14-1664-95019,r5255-1.php?Lang=zh-tw


 

 

 

 

《教務處》 
 龍華科技大學舉辦「認識西洋文明──磨課師課程」線上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87 

 

 國立中正大學舉辦「大步走，挺教卓」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85 

 

 國立成功大學舉辦「仿生科技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89 

 

 國立中央大學「104 學年度第四屆教師成長社群計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88 

 

 

 

《學務處》 
 網路言論等於現實言論 要小心別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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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新竹市衛生局 104年菸害防制法規、菸品危害網路大會考活動暨百萬無菸家庭：電

子連署單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4868,r1204-1.php?Lang=zh-tw 

 

 2015南應狙擊手漆彈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45,r2469-1.php?Lang=zh-tw 

 

 社團法人新竹市至愛服務協會 105年障友助學金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70,r2469-1.php?Lang=zh-tw 

 

 中國文化大學辦理「2016 年大專青年銀白北京及山水湖南文教交流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2,r2469-1.php?Lang=zh-tw 

 

 中國青年救國團辦理「2016 年青年國際交流人才培訓計畫──國際經貿事務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3,r2469-1.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87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85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89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88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4868,r1204-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4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7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3,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新生活教育推廣協會辦理「學習的關鍵動力──你的人生目標」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4,r2469-1.php?Lang=zh-tw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2015 台江盃創意遊程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6,r2469-1.php?Lang=zh-tw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2015 行動終端創新應用 App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7,r2469-1.php?Lang=zh-tw 

 

 高美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美濃白玉蘿蔔季：文化休閒技職教育體驗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8,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辦理「英語多元文化中區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9,r2469-1.php?Lang=zh-tw 

 

 105年新竹區竹風童軍聯團初級考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23,r2469-1.php?Lang=zh-tw 

 

 宜蘭溫泉季全國圍棋公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27,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二屆政大盃全國校際圍棋團體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29,r2469-1.php?Lang=zh-tw 

 

 中國文化大學 2016【寒假美、英海外研習團】免費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30,r2469-1.php?Lang=zh-tw 

 

 2015蓋夏夢工廠®「說丸文。話魚鬆」品牌故事影片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33,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 104年度童軍高級、專科晉級考驗營活動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32,r2469-1.php?Lang=zh-tw 

 

 東海大學服務學習教師工作坊「循路思義」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34,r2469-1.php?Lang=zh-tw 

 

 2015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及 2015亞洲啦啦隊公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4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8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2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2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2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3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3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3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3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40,r2469-1.php?Lang=zh-tw


 

 

 

 崑山科技大學──旅遊文化發展系舉辦 「2016年寒假日本海外研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69,r2469-1.php?Lang=zh-tw 

 

 修正「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準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82,r2469-1.php?Lang=zh-tw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第 23 屆駱駝盃路跑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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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大專校院武術儲訓

隊第一次選手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84,r2469-1.php?Lang=zh-tw 

 

 亞洲大學全國大專院校社會相關科系壘球賽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85,r2469-1.php?Lang=zh-tw 

 

 2016年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88,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舉辦「2015 全國電腦輔助電路板設計技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90,r2469-1.php?Lang=zh-tw 

 

 2015華碩創意廣告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999,r2469-1.php?Lang=zh-tw 

 

 長榮大學與華廈訓評 12 月 19 日、20日兩天共同舉辦「國際禮儀接待員乙級證照密集輔

導班」課程簡章乙份，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38,r2469-1.php?Lang=zh-tw 

 

 「永安印記」攝影比賽部分修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44,r2469-1.php?Lang=zh-tw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暨紀念國父誕辰熱舞大賽競賽規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45,r2469-1.php?Lang=zh-tw 

 

 2015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書法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46,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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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屆王靜芝師生書法薪傳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47,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童軍 105年全國羅浮群長年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48,r2469-1.php?Lang=zh-tw 

 

 朝陽科技大學舉辦第 3屆「朝陽科技大學應英盃全國商務管理學生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61,r2469-1.php?Lang=zh-tw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檢送「第 18屆臺北文學獎」徵文辦法及報名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62,r2469-1.php?Lang=zh-tw 

 

 社團法人台灣潤群協會大專院校善行活動支持補助計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64,r2469-1.php?Lang=zh-tw 

 

 2016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台灣校園海選開跑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65,r2469-1.php?Lang=zh-tw 

 

 2016 OH！Study 百萬留遊學獎學金贊助專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067,r2469-1.php?Lang=zh-tw 

 

 臺灣師範大學辦理「2015 科普活動：運用手機 APP 進行開發自然科學現象應用的創意活

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107,r2469-1.php?Lang=zh-tw 

 

 中興大學辦理「2015 年國立中興大學逐步口譯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109,r2469-1.php?Lang=zh-tw 

 

 2016弘光嘉崧盃全國菁英拉糖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154,r2469-1.php?Lang=zh-tw 

 

 第四屆深港澳臺青年創新創業交流營營員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5153,r424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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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即日起校園公車時刻表修訂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4980,r127-1.php?Lang=zh-tw 

 

 11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報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4906,r127-1.php?Lang=zh-tw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為慶祝 120 週年校慶舉辦「紅．二甲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建築檔

案 特展」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95191,r27-1.php?Lang=zh-tw 
 「104年度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施工時程公告(施作範圍：義齋、仁齋、文齋) 

說明： 

1. 施 工 時 間：即日起至 12月 29日。 

2. 營繕組聯絡人：駱妍汝，校內分機：62234。 

3. 住宿組聯絡人：楊志方，校內分機：62056。 

4. 緊急通報電話：校警隊，03-5714769、校內直撥：33333。 

5. 參 考 網 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94899,r992-1.php?Lang=zh-tw。 

 

 

 

《環安中心》 
 靜、慧、文、雅齋燈具汰換施工通知 

參考網址：http://nesh.web.nthu.edu.tw/files/14-1021-95052,r129-1.php?Lang=zh-tw 

 

 

 

《研發處》 
 南科工業園區管理局 105 年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動計畫」自即日

起至 1月 31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54 

 

 【萌芽創業課程訓練】11 月 24日，「企業報表閱讀與案例分享」，敬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ff9705c-b32b-4240-a407-c3150540316d&c=menu041 

 

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4980,r127-1.php?Lang=zh-tw
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4906,r127-1.php?Lang=zh-tw
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95191,r27-1.php?Lang=zh-tw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94899,r992-1.php?Lang=zh-tw
http://nesh.web.nthu.edu.tw/files/14-1021-95052,r129-1.php?Lang=zh-tw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54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ff9705c-b32b-4240-a407-c3150540316d&c=menu041


 

 

 哈佛群聚大師開講與座談：Christian Ketels : Cluster-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genda for policy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56 

 

 傳染病防治研究及教育中心 105年度「研究生及大專生人才培育計畫」(傳染病防治領

域碩博士論文或專題研究)，即日起至 105年 2月 26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57 

 

 敬邀參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辦「104年度專利申請暨檢索實務研習」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f9a25cc-b5ee-4644-a95f-8015a34b18ad&c=menu041 

 

 逢甲大學舉辦「IOT X生產力 4.0 趨勢論壇」，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3409b69-8b2d-4681-9a74-4c0a1d46295c&c=menu041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作業要點」第二點，並自即

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60 

 

 科技部公告 105 年度「防災科技學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徵求課題與說明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59 

 

 2016年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頒發考察研究獎助金自即日起至 105 年 2月 28 日止

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58 

 

 

 

《全球事務處》 
 俄羅斯烏拉爾聯邦大學之資訊安全競賽──RuCTFE 2015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62&lang=big5# 

 

 韓國梨花大學暑期自費課程說明會之資料，歡迎下載參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61&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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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敦帝國商業學校說明會之資料，歡迎下載參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60&lang=big5 

 

 2016年日本芝浦工業大學交換學生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59&lang=big5 

 

 英國 De Montfort University 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63&lang=big5 

 

 105學年度(2016秋／2017 春)出國交換通過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userfiles/files/news/2015/1111/2016-2017Outbound%20Exchange.pdf 

 

 「2016台灣聯大學生學期交換暨暑期實習計畫說明會」將 11 月 24日中午舉辦，歡迎同

學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52&lang=big5 

 

 

 

《計通中心》 
 淡江大學定於 12月 2日至 3 日舉辦「2015 亞太大學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展」，歡迎有

興趣之教職員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4959-1.php?Lang=zh-tw 

 

 計通中心將於 105年 1月 1日起停止提供 PC-cillin 校園授權軟體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4303-1.php?Lang=zh-tw 

 

 

 

《圖書館》 
 11月 30 日《歐洲雜誌》座談會報名系統已經上線囉，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single&class=17 

 

 歡迎參加《歐洲雜誌》文獻展有獎徵答系列活動(二)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YfwKLClEvv1fTuShO0CGKholBh-_Hc_desifWt_ZxVo/viewform?c=0&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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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圖書館週 ▏讓書去旅行──好書交換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人事室》 
 修正公務人員兼任政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事業機構、捐(補)助財團法人及社團法人董、

監事職務規定第五點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4961,r3174-1.php?Lang=zh-tw 

 

 

《工學院》 
 104學年度上學期英語工作坊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94864,r5419-1.php?Lang=zh-tw 

 

 2015年 SmartDO 最佳化設計與智慧運算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94946,r4642-1.php?Lang=zh-tw 

 

 104學年度資工系國際交流&菁英留學獎學金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4907,r64-1.php?Lang=zh-tw 

 

 「工業 4.0與大數據高峰論壇」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95031,r3361-1.php 

 

 2016暑期實習項目已開放申請，申請截止日為 12 月 29日 

參考網址：http://eng-en.web.nthu.edu.tw/files/11-1130-3215.php 

 

 奇景光電日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737 

 

 東京威力科創股份有限公司敬邀同學前往參訪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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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 
 《戰鼓聲中的殖民地書寫：作家龍瑛宗的文學軌跡》專書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4967,r2733-1.php?Lang=zh-tw 

 

 2015冬季月涵學堂：禪與人生(一)──禪師傳記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94879,r11-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 105 年度寒假實習申請通知(截止申請日 11月 18 日)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232 

 

 

 

《清華學院》 
 教育知能學分學程申請即將開始，申請時間 11月 23日至 11 月 27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1-1020-10780.php?Lang=zh-tw 

 

 想撰寫英文書信的注意事項有哪些嗎？快來加入寫作中心「商用書信閱讀與寫作(初)」

短期課程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22 

 

 FaceTaiwan「我們這樣拍電影」校園獨家放映(免費入場)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630 

 

 35mm膠卷電影特映會：侯孝賢 1998《海上花》經典重映 

參考網址：http://nightcats.blogspot.tw/2015/10/35mm1998.html 

 

 清華愛樂管弦樂團與中國一級音樂家音樂會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1561,r11-1.php?Lang=zh-tw 

 

 11月 20 日清華大學 IELTS 與留學職涯講座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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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1-1020-10780.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JpdGluZy53d2xjLm50aHUuZWR1LnR3L3dyaXRjZW50L21haW4vdmlld2NvdXJzZS82MjI=&b=DGHEFW/c%d1023775767016063/vfghy/26099627492642/DFGBC12410-26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JpdGluZy53d2xjLm50aHUuZWR1LnR3L3dyaXRjZW50L21haW4vdmlld2NvdXJzZS82MjI=&b=DGHEFW/c%d1023775767016063/vfghy/26099627492642/DFGBC12410-26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22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630
http://nightcats.blogspot.tw/2015/10/35mm1998.html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1561,r11-1.php?Lang=zh-tw
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18


 

 

 104全校運動會各項賽程時間及分組已公告，請各位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2015sports/ 

 

 11月 17 日全校運動會場佈，室外排球場進行交通管制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1月 18 日全校運動會期間，各場館暫停開放時間詳如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1月 19 日至 11 月 22日，生科系舉辦「清交小梅竹賽」，部份場館將暫停開放，詳如附

件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1月 21 日、22 日，雄友會舉辦「清交打狗盃梅竹賽」，體育館二樓(中場)及桌球館部

份時段暫停開放，詳如附件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1月 22 日、11 月 29日男籃舉辦「清華英雄籃球聯盟賽」，體育館二樓(右場)早上 10

點至下午 5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GVvLm50aHUuZWR1LnR3&b=DGHEFW/c%d1023775766016063/vfghy/26099626477410/DFGBX02389-08
http://peo.nthu.edu.tw/2015sports/
http://peo.nthu.edu.tw/
http://peo.nthu.edu.tw/
http://peo.nthu.edu.tw/
http://peo.nthu.edu.tw/
http://peo.nthu.edu.tw/


 

 

《藝文活動》 

《科技與性別──數學女鬥士 徐道寧》紀錄片播映暨映後座談 

 

 本片是關於出生於 1923年的女數學家──徐道寧，作為台灣第一位女數

學博士，和她一生奉獻給台灣數學教育的故事。影片藉著自述與訪談，勾

勒她的生平與成長歷程，側面觀察了她作為一位女性，在動盪的時代下，

如何以她特有的女性特質、資質、性格與抱負，投注她畢生智慧與精力於

台灣科技與人格教育，並發揮其強大的影響力。 

說明： 

1. 時 間：11月 18日，晚上 7點至 9點。 

2. 地 點：清大綜三館 101演講廳。 

3.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4826,r805-1.

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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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吉伴郎 

 

說明： 

1. 時 間：1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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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91-91808,r491-1.p

hp?Lang=zh-tw。 

 

 

 

【此曾在．黃文英影像美術設計】特展 

 

 夜貓子電影院今年秋天企畫黃文英美術視覺與電影展，黃文英是清

大中語系(今中文系)校友，畢業後赴美主修劇場設計，自 1994年起

擔任侯孝賢導演美術指導及服裝設計工作至今，這次將展示她歷年來

與侯導合作的電影美術作品，包括珍貴的設計圖稿、配飾、道具、劇

照…等，並搭配電影放映，邀請觀眾從美術的角度認識電影。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1月 26日。  

2. 地 點：清大學習資源中心知識集(總圖一樓)。 

3. 參考網址：

http://nightcats.blogspot.tw/2015/10/blog-post_2.htm

l。 

 



 

 

童話、關係；C.S.I. 彭光中油畫個展 Children Story Intertwinement by KC Peng 

 

 童話、關係；C.S.I. 彭光中油畫個展呈現黑白愛因斯坦系列、親友仰望

系列、半人半石系列、童話系列。藝術家一直著迷於人像繪畫，充滿對生命

的禮讚，由最親近的朋友人像開始。(節錄自賴小秋策展文字)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1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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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98-91365,r11-

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大學生的避(必)修課──《sexual orientations》 

 

說明： 

1. 講 者：林姿吟醫師／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婦產科主治醫

師。 

2. 時 間：11月 25日，中午 12點 10分至下午 1點 10

分。 

3. 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4975

,r2337-1.php?Lang=zh-tw。  

 

 

 

 



 

 

Tips & Strategies for English PowerPoint Presentations 

 

說明： 

1. 講 者：Yuan-Ling Chiao／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Fu Jen University。 

2. 時 間：11月 27日，下午 1點 45分至 4點 45分。 

3. 地 點：Idea Hub, 1F, Main Library。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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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_20151127.htm。  

 

 

 

銅鏡流光：談〈聶隱娘〉的電影改編  

說明：  

1. 講 者：羅漪文／清大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2. 時 間：11月 17日，晚上 7點 30分至 9點 30分。 

3.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4.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_dc0DUBVUsHrvi_Reo2IzvkHfE6Yg9qU7HRdpszMoI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5.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1365,r11-1.php?Lang=zh-tw。  

 

認知與數位教學──注意力引導 

說明： 

1. 講 者：陳明璋老師／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 時 間：11月 19日，上午 9點 30分至中午 12點 。 

3. 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第一會議室(名額有限，請提早報名)。 

4.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1-dFCJ3UmAVGWediha-p5cT0VbjxLcY46b3888hQywE/viewform。 

5.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84。 

 



 

 

紙媒與網媒的「編輯」對談 

說明： 

1. 與 談 人：李岳軒／四方報主編、鄭穎樺／燦爛時光網路策展人。 

2. 時 間：11月 19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旺宏管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news/cge1041119.pdf。 

 

從「麻醉風暴」來探討當前的醫病關係 

說明： 

1. 講 者：陳李魁醫師／臺大醫院新竹分院麻醉科。 

2. 時 間：11月 19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館 1F清沙龍。 

4. 報名網址：http://www.blc.nthu.edu.tw/files/87-1184-1672.php?Lang=zh-tw。 

5.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4981,r2733-1.php?Lang=zh-tw。 

 

「活水講堂」：城裡城外故事多──赤土崎、清大的前世與今生 

說明： 

1. 講 者：蔡仁堅／新竹文史工作者、前新竹市市長。 

2. 時 間：11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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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6年台灣選舉」研討會 

說明： 

1. 時 間：11月 24日。 

2. 地 點：清華大學第二綜合大樓會議廳。 

3.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88CzaYsrroeZqe99H94fBtOqhXFiFINWmx-ylCqRMec/viewform?c=0&w=1。 

4.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94648,r4068-1.php?Lang=zh-tw。  

 

 

 



 

 

文創產業與新媒體發展 

說明： 

1. 與 談 人：林芩吟總經理、蕭菊貞老師。 

2. 時 間：11月 25日，晚上 7點至 9點 30分。 

3. 地 點：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4.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seminar/20151125/。  

 

【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物聯網產業 2025 

 ：說明

1. 講 者：劉克振董事長／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2. 時 間：11月 18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大科管院台積館孫運璿演講廳。 

4. 報名網址：http://sunspeech.web.nthu.edu.tw/files/90-1297-3.php。  

5.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85545,r1853-1.php?Lang=zh-tw。  

 

【數學系專題演講】NTHU & NCTS Seminar in Mathematical Biology-Floquet 

bundles for tridiagonal competitive-cooperative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說明： 

1. 講 者：王毅教授／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數學科學學院。 

2. 時 間：11月 20日，下午 2點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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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數學系專題演講】Some mathematic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collective 

dynamics 

說明： 

1. 講 者：Prof. Seung Yeal Ha／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 時 間：11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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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  

 



 

 

【數學系專題演講】數學的競爭力_以保險業為例 

說明： 

1. 講 者：曾盈智 先生／國泰人壽展業新莊通訊處區主任 。 

2. 時 間：1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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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化學系專題演講】HOW MUCH SHOULD WE TRUST OUR CALCULATIONS? 

說明： 

1. 講 者：Prof. Andreas SAVIN／Laboratoire de Chimie Theorique, UPMC Univ Paris VI, Sorbonne University, France。 

2. 時 間：1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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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cycles at Work 

說明： 

1. 講 者：Prof. 王梅祥／北京清華大學。 

2. 時 間：11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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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控晶片：當代極為重要的科學技術平臺 

說明： 

1. 講 者：Prof.林炳承／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 

2. 時 間：11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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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系專題演講】特殊合金現況與未來展望 

說明： 

1. 講 者：陳興時總裁／榮剛集團。 

2. 時 間：11月 19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璟德講堂。 

4. 參考網址： http://www.mse.nthu.edu.tw/main.php。 

 

【材料系專題演講】Rational Material Design, Interface, and Device 

Engineering for High-Performance  Polymer and Perovskite Solar Cells 

說明： 

1. 講 者：任廣禹主任。 

2. 時 間：11月 24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台達館 401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mse.nthu.edu.tw/main.php。 

 

【工工系專題演講】Ergonomic evaluation in visual display interfaces 

說明： 

1. 講 者：Po-Hung Lin, Ph.D.／Dept.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Huafan University。 

2. 時 間：11月 19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901。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5068,r2715-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Systems Biology Data Science for High-Risk Neuroblastoma 

Therapy 

說明： 

1. 講 者：阮雪芬 教授／台大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 

2. 時 間：11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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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30-95056,r2629-1.php?Lang=zh-tw。  

 

 

http://www.mse.nthu.edu.tw/main.php
http://www.mse.nthu.edu.tw/main.php


 

 

【資工系專題演講】無障礙網頁設計 

說明： 

1. 講 者：吳志超先生／台灣數位有聲書學會長。 

2. 時 間：11月 19日，中午 12點至 1點。 

3. 地 點：綜二館 716。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4954,r67-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From univariate to multivariate functional data analysis 

說明： 

1. 講 者：丘政民博士／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2. 時 間：11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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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7-95025,r585-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