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8屆時報文學獎揭曉 清華生大豐收 
 

 中國時報日前公布第 38屆「時報文學獎」名單，本校中文

系大四陳書伶及台文所碩一許宸碩分別以〈被經過的地方〉及

〈內埤海灣〉，獲得文學獎小品文組優選殊榮。 

 目前就讀中文系大四的陳書伶，母親從小就常帶她到文化中

心借書，培養對讀書的樂趣。她說，一直以來國文或作文都不

是特別突出的科目，但高二開始讀了一些書，例如白先勇的《孽

子》，她發現「原來文學可以帶我看見不同的世界」。在高中老

師的鼓勵下，投稿校內的文學獎，新詩及散文都有斬獲。基於

對文學的興趣，她大學申請入學選擇中文系，希望自己有能力

分析文本，而不再只是讀完書後，只能迸出「很好看」這樣的

感想。 

 陳書伶平常沒有固定寫作的習慣，只有當生命經驗中發生一

些非記錄不可，或難以和他人訴說的事情時，她才會開始寫作。

她說，寫作帶來的樂趣，就像王萬儀老師說的：「當有人認真

讀你的作品、指出其中的好壞，並為你的作品爭得面紅耳赤，

那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此次得獎作品〈被經過的地方〉描述苗栗龍港的興與衰。靈

感緣起於陳書伶大一時參加厚德書院的地方小旅行，當時必須

搭區間車，隨意在某一站下車並且待上一整天，於是意外的到

了龍港。當地居民告訴她，這裡舊名為「公司寮」，明明以前

是繁盛的港口，如今卻像拋棄或退休般靜置於此，她心中充滿

好多疑問：這裡會不會被忘記？除了當地人之外，有人會知道

有這樣的地方嗎？於是在那次的旅行後寫下了這篇文章。 

 就讀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碩一的許宸碩，以描寫宜蘭南方澳

的〈內埤海灣〉得到第 38屆時報文學獎小品文組優選。他畢

業於本校物理系，服替代役，退役後推甄考上台文所。 

 雖是理工背景，在大四報考物理研究所失利後，許宸碩便認

為自己的熱情不足以支援自己進一步探索理工世界，選擇畢業

後直接服役。他在家鄉宜蘭的監獄服替代役，看到一般人看不

到的社會底層。放假時，他騎機車從南到北走過宜蘭，養成了

強烈的在地意識。他有感於宜蘭人文風景的改變，書寫〈內埤

海灣〉抒發感受，獲得評審肯定。 

 許宸碩在國中時閱讀倪匡與九把刀，到高中時開始試圖創作，

但直到大學，才在楊晉綺、顏健富、王萬儀、楊佳嫻等老師的

課程中學習閱讀文本及技巧；另外，他在大二開始加入耕莘青

年寫作會，與同好交流。文學從此成為他堅定的興趣，乃至在

放棄物理後決定考台文所。最近幾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面

對社會、乃至於人生難解的問題，他都希望能以創作試著回應，

「或許我會喜好創作，是因為我永遠都有想說話的慾望吧。」 

 許宸碩很感謝父母願意讓他讀研究所，也感謝大學時修過的

文學課的老師們、寫作會的伙伴的幫助，以及好友的祝賀。他

希望能在研究所這段過程中精進創作，讓自己更上一層樓，時

時取得佳績。 

 時報文學獎，1978年由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創立，與 1976年

聯合報「聯合報小說獎」並稱兩大報文學獎，是七、八○年代

主要的文學場域，影響臺灣文學生態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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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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大四陳書伶。 台文所碩一許宸碩。 

 

 

賀 劉炯朗前校長榮獲中國計算機學會(CCF)海外傑出貢獻獎 

  

賀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宋信文教授榮獲第廿二屆東元獎 

  

賀 通訊所林澤副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104年「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 

  

賀 材料系林皓武副教授獲 104年「台灣真空學會年輕學者獎」 

  

賀 動機系宋震國教授榮獲清華大學第二屆傑出產學研究獎 

  

賀 化學系陳貴通助理教授、化工系姚遠副教授、醫環系胡尚秀助理教授、資工系吳尚

鴻副教授榮獲清華大學第 18 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賀 工工系施美旭同學及江秉蓉、張簡致杰同學分別榮獲 2015年台灣作業研究學會碩士

論文競賽優勝及佳作(指導教授：吳建瑋) 

  

賀 工工系在職專班學生許佑維、傅秀婷(指導教授：林則孟)榮獲溫世仁服務科學論文

獎 

  

賀 社會所碩士班盧敬文、人社院邱才嘉同學分別榮獲 2015 第四屆「台聯大系統科博文

獎」研究所組首獎、大學部組參獎 

  

賀 科法所鄭程遠、鄭育芷、賈之帆、程文妤、林昀同學參加 2015 年理律盃模擬法庭辯

論賽，獲團體組殿軍以及辯方最佳書狀獎，賈之帆同學並獲得優良辯士獎 

  

賀 本校飲品社榮獲第十二屆全國大專院校校際創意調酒大賽團體總冠軍 



 

 

《教務處》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3-1154-94675.php?Lang=zh-tw 

 

 認知與心智科學中心【藝術治療課程系列一】藝術治療概論～藝術治療的初階課程，學

習有系統地了解藝術治療理論基礎藝術治療之曼陀羅～藉由創作與分享的方式，去探索

及體驗身邊的人事物 

參考網址：http://www.beclass.com/rid=1837af5563195c82f49a 

 

 認知與心智科學中心【藝術治療課程系列二】親子藝術創作成長、父母親職成長班～以

藝術創作探索親子教養 

參考網址：http://www.beclass.com/rid=1837af65632d975346ad 

 

 認知與心智科學中心【藝術治療課程系列二】兒童藝術治療～了解兒童於生理、認知、

情緒、社交等發展對於創作歷程之影響 

參考網址：http://www.beclass.com/rid=1837b3f563823f54458c 

 

 國立政治大學舉辦「我要成為磨課師達人」系列活動──打破時空限制的磨課師平台社

群經營學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7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辦【教師知能成長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81 

 

 樹德科技大學辦理「104 年度教師 社群、教學優良教師暨改進教學、編纂教材及製作教

具聯 合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80 

 

 弘光科技大學 辦理「提升教師知能研習系列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79 

 

 環球科技大學辦教師專業研習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78 

 

 國立高雄大學辦理「數位新思維．翻轉未來教與學」論壇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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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中央大學辦理「4G行動校園技術暨行動磨課師推廣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76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舉辦「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75 

 

 

 

《學務處》 
 10月失物招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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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30 日前報名 105年新春團拜表演活動(錄取者表演費 2000元至 5000元禮卷)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20,r3455-1.php?Lang=zh-tw 

 

 「誰來午餐」──與校長有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75,r3455-1.php?Lang=zh-tw 

 

 國立清華大學學務處衛保組「1201世界愛滋・讓愛滋生」闖關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4272,r1204-1.php?Lang=zh-tw 

 

 104學年度第二次齋長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1-1159-10717-1.php?Lang=zh-tw 

 

 104學年學生宿舍齋長改選公告(即日起報名至 11月 13 日止)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4599,r1538-1.php?Lang=zh-tw 

 

 營繕組將於 11月 14日早上 6點至 11月 15日早上 6點期間進行文靜慧雅齋變電站設備

更新改善工程，屆時將全面停電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4685,r2223-1.php?Lang=zh-tw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學生志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15,r2469-1.php?Lang=zh-tw 

 

 104年服務學習成果博覽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41,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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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化大學將於 12月 19日及 20 日舉辦「2015 第十一屆俄語能力測驗」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48,r2469-1.php?Lang=zh-tw 

 

 成功大學舉辦「2016 台灣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49,r2469-1.php?Lang=zh-tw 

 

 青年發展署舉辦「青年力量改變世界──青年外交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51,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舉辦 2015「最佳源創──能源科技創意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53,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 3D列印中心舉辦「創客坊工作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55,r2469-1.php?Lang=zh-tw 

 

 亞東技術學院舉辦「用 Hyper-V建置虛擬機器及運算雲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61,r2469-1.php?Lang=zh-tw 

 

 東華大學舉辦第三屆「楊牧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62,r2469-1.php?Lang=zh-tw 

 

 虎尾科技大學舉辦「2015 年全國智慧電子創意設計與專題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563,r2469-1.php?Lang=zh-tw 

 

 2015全國學生醫法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00,r2469-1.php?Lang=zh-tw 

 

 2015 全國 Line 貼圖創意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01,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合氣道錦標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33,r2469-1.php?Lang=zh-tw 

 

 關於「2018俄羅斯世界盃亞洲區資格賽第二輪」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39,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金像獎》短片徵件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40,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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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愛。幸福快樂鳥」微影片徵集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72,r2469-1.php?Lang=zh-tw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受理 105年第 1期國際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贊助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83,r2469-1.php?Lang=zh-tw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05)年寒假舉辦核能知識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84,r2469-1.php?Lang=zh-tw 

 

 國立東華大學 2015 創意歌唱比賽「青春小時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86,r2469-1.php?Lang=zh-tw 

 

 東海大學服務學習教教師工作坊「尋路 思義」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688,r2469-1.php?Lang=zh-tw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南一區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19,r2469-1.php?Lang=zh-tw 

 

 2015觀光盃全國房務鋪設服務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22,r2469-1.php?Lang=zh-tw 

 

 104年度「米樂稻香創意便當」料理競賽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35,r2469-1.php?Lang=zh-tw 

 

 輕帆遠颺──關懷偏鄉慈善音樂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36,r2469-1.php?Lang=zh-tw 

 

 第四屆交大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50,r2469-1.php?Lang=zh-tw 

 

 2015第五屆全國大學 跆拳道 武鬥祭 比賽成績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45,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九屆風城盃射箭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51,r2469-1.php?Lang=zh-tw 

 

 ［LOVERINGTHEWORLD 陪著輪椅環遊世界］公益香氛路跑暨野賽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55,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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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舉辦「XBRL 校園巡迴推廣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58,r2469-1.php?Lang=zh-tw 

 

 嘉南藥理大學舉辦「2015 全國大專院校環境相關科系聯合競賽盃」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760,r2469-1.php?Lang=zh-tw 

 

 高雄內門宋江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4818,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即日起至 11月 11日教育館至學習資源中心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 

一、本工程預定於即日起至 11月 11日教育館至學習資源中心進行管線埋設工程。 

二、施工範圍為教育館至學習資源中心道路(詳如附圖)，施作期間因有機具操作將產生噪音及禁止車輛通行，車輛及

人員請依管制繞行。 

三、停車動線：入旺宏館地下停車場及教育館後方停車場，請由旺宏館及醫輔大樓間道路進出，另教育館前施工會暫

停開放路邊停車格以供車輛會車使用。 

四、施工期間，非相關人員或車輛請勿靠近施工周邊區域，為確保人員安全，施工區域以安全圍離隔離，作業期間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施工期間如遇雨天或校方重大活動，將順延施工。 

 

說明： 

1. 施 工 廠 商：宏國營造有限公司，03-5752586。 

2. 承 辦 單 位：營繕組魏哲勇，電話：03-5162285。 

3. 緊急通報電話：校警隊，03-5714769、校內直撥

33333。 

4. 參 考 網 址：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

2-94484,r99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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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11月 21日教育館前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一、本工程預定於即日起至 11月 21日教育館前進行管線埋設工程。 

二、施工範圍為教育館前道路(詳如附圖)，施作期間因有機具操作將產生噪音及禁止車輛通行，車輛及人員請依管制

繞行。 

三、停車動線：入旺宏館地下停車場及教育館後方停車場，請由旺宏館及醫輔大樓間道路進出，另教育館前施工會暫

停開放路邊停車格以供車輛會車使用。 

四、施工期間，非相關人員或車輛請勿靠近施工周邊區域，為確保人員安全，施工區域以安全圍離隔離，作業期間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施工期間如遇雨天或校方重大活動，將順延施工。 

 

說明： 

1. 施 工 廠 商：宏國營造有限公司，03-5752586。 

2. 承 辦 單 位：營繕組魏哲勇，電話：

03-5162285。 

3. 緊急通報電話：校警隊，03-5714769、校內直撥

33333。 

4. 參 考 網 址：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

022-94488,r992-1.php?Lang=zh-tw。 

 

 

 

《研發處》 
 10月 30 日 教育場域之研究倫理 PPT 開放下載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94733,r3334-1.php?Lang=zh-tw 

 

 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不定期追蹤查核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s://rec.web.nthu.edu.tw/ezfiles/679/1679/attach/44/pta_42182_70638_76152.pdf 

 

 【SPARK 計畫教育訓練課程】11月 19日「專利檢索工具介紹與專利申請審查實務」及

12月 7日「生技醫藥專利範圍解讀」，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354e8b8-2568-4eac-ac45-f6856c933b17&c=menu041 

 

 【萌芽創業課程訓練】11 月 24日下午 2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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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94733,r333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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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送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訂「實驗室人員操作布氏桿菌之風險評估及暴露後處置指

引(104 年 9月修訂版)」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94730,c9701-1.php 

 

 11月 13 日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與國立清華大學 104 年度第二次學術研究成果研討

會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94725,c2706-1.php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訂 11月 17 日舉辦「2015 臺灣生物多樣性監測與報告系統研討

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53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第 14屆有庠科技獎」之「有庠科技講座、有庠

科技論文獎、有庠科技發明講」即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52 

 

 敬邀參與 2015 輔大國際智財系列講座(即日起至 11月 25日)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97c4fb2-941b-4b63-a71a-9f4f27665d75&c=menu041 

 

 國立陽明大學於 11 月 10 日舉辦「人體研究暨倫理訓練課程 3」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94731,c7545-1.php 

 

 國立陽明大學於 12 月 9 日舉辦「人體研究暨倫理訓練課程 4」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94732,c7545-1.php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於 11 月 15 日、11 月 22日舉辦人體試驗講習班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3-1087-94727-1.php?Lang=zh-tw 

 

 11月 6日彰師大辦理「研究倫理工作坊(五)」，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webadmin.ncue.edu.tw/er14/ploy/ploy_detail.asp?id=809&ClassID=517&KeywordID=all&SearchStrin

g_Data=&page=1&lastpage=10 

 

 11月 27 日成功大學假中興大學社管大樓舉辦「南區研究倫理聯盟課程──質性研究場

域關注的研究倫理議題」，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rec.chass.ncku.edu.tw/event/1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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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3 日成功大學與科技部合辦「醫護教育研究之倫理議題」，歡迎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rec.chass.ncku.edu.tw/event/10048 

 

 

 

《全球事務處》 
 頂大策略聯盟 2016 年選派優秀人才赴國外頂尖大學訪問、進修及參與研究案，自即日

起開放受理申請至校內截止日 12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49&lang=big5 

 

 2016哈爾濱工程大學第八屆國際大學生雪雕大賽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50&lang=big5 

 

 新加坡國立大學交換計畫說明會之資料，歡迎下載參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55&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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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台日博士生暑期研究及台日青年研究人員暑期短期參訪考察申請案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51&lang=big5 

 

 清華大學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專業交流申請帳號復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58&lang=big5 

 

 亞洲青年領袖遊學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57&lang=big5 

 

 

 

《計通中心》 
 如何在 Windows 10 安裝 SSL VPN 軟體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51030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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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借書免出門，宅配送府好方便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service/load_service.htm#load18 

 

 新增試用資料庫「一帶一路數據庫」，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ydylcn.com/skwx_ydyl/sublibrary?SiteID=1&ID=8721 

 

 新增試用資料庫「皮書資料庫」，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pishu.com.cn/skwx_ps/database?SiteID=14 

 

 新增試用資料庫「民國近代史料資料庫」，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digroc.com/CNH/index.aspx 

 

 圖書館新增「Scopus」索引摘要暨引用文獻資料庫，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scopus.com/ 

 

 

 

《人事室》 
 行政院修正「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 4 點附表 8「公教人員婚喪生育補助表」，

自本年 6 月 12 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4787.php 

 

 

 

《主計室》 
 各單位 104年度各院系分配預算經費(T類)資本門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N類)」經費(經

常門及資本門分開結算)本年度第三次結算收回為 11月底執行率應達 100%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94574,r1160-1.php?Lang=zh-tw 
 

 

《理學院》 
 2015物理系學生期刊論文獎徵件開始(12 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phys.nthu.edu.tw/ann/2015news/2015%20phys%20paper%20awa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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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 2016 年度各項獎學金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11月 23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phys.nthu.edu.tw/ann/2015news/1041021.pdf 

 

 

 

《工學院》 
 清華大學動機系大學部學生暑期國際交流獎學金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94668,r4642-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104學年度「GARMIN 獎學金」申請(11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4761,r74-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104學年度教育部協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87 

 

 

 

《清華學院》 
 維也納之夜新年音樂會，清大教職員生竹北場 9折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4567,r11-1.php?Lang=zh-tw 

 

 國立清華大學 105 學年度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招生公告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93883,r1132-1.php?Lang=zh-tw 

 

 11月 12 日工工系舉辦「趣味躲避球賽」，體育館二樓(中央場地)晚上 5點 30分至 10

點 30分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http://www.phys.nthu.edu.tw/ann/2015news/1041021.pdf
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94668,r4642-1.php?Lang=zh-tw
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4761,r74-1.php?Lang=zh-tw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87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4567,r11-1.php?Lang=zh-tw
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93883,r1132-1.php?Lang=zh-tw
http://peo.nthu.edu.tw/


 

 

 

 11月 21 日數學系舉辦「小梅竹比賽」，羽球場、棒球場暫停開放，詳細時間如附件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1月 21 日、22 日，統計所舉辦「2015全國統計相關研究機構盃賽」活動，部份場館暫

停開放，詳細時間如附件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1月 21 日至 12 月 6 日，排球校隊進行「賽前練習」，體育館二樓(左場)暫停開放，詳

細時間如附件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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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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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eo.nthu.edu.tw/
http://peo.nthu.edu.tw/
http://peo.nthu.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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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英雄天團 

 

你曾經失去一段重要的關係嗎？ 

在你傷心難過時，是誰陪著你走下去？ 

你渴望一位懂你喜怒哀樂心情的人嗎？ 

生命中有誰曾經懂你、陪伴你走過低潮或挑戰？ 

那些感動在心的回憶，你還記得嗎？ 

一個能夠偵測心情的機器人──杯麵，以及一位失去哥哥的小男孩阿

廣，11月 10日陪你經歷一段充滿歡笑與淚水、冒險與挑戰的故事！ 

說明： 

1. 時 間：1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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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1-91807.ph

p。  

 

 

女性影展清大場次【山中美姬】 

 本片主要探討生長於台東的男性原住民，以跨性別的姿態在部落與城市中生活。兩位個性截然不同的陪讀老師，如何以自己的

方式和部落居民共處？初來台北打拚的公務員，與一位勇於挑戰的服裝設計師，又如何用女性的樣貌處身在台北城？他們在原住

民文化與主流性別價值的交錯影響下，探索自我的性別位置。 

 

說明： 

1. 座談講師：沈秀華教授。 

2. 時 間：11月 12日，下午 3點 30分至晚上 6點 2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411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1739,r

805-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動動你的腦袋──實踐天馬行空的創意發明 

 

說明： 

1. 講 者：鄧鴻吉先生。 

2. 時 間：11月 10日，下午 5點。 

3. 地 點：旺宏 R245。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3892,r3644-1.

php?Lang=zh-tw。 

 

 

 

達人系列演講【無阻力化解人際衝突】 

說明： 

1. 講 者：張純吉老師。 

2. 時 間：1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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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1-9181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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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On heteroclinic cycles of competitive maps via carrying 

simp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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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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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4。  

 

 

 

 

 

【化學系專題演講】Analytical Metabolomic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說明： 

1. 講 者：Prof. Liang Li／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2. 時 間：1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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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子液體在二氧化碳超臨界流體層析靜相的開發與應用 

說明： 

1. 講 者：魏國佐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2. 時 間：1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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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仿真分析的產業應用 

說明： 

1. 講 者：黃中明 技術長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術中心。 

2. 時 間：11月 1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1-1265-9009.php?Lang=zh-tw。  

 

【材料系專題演講】明天的台灣，台灣的明天 

說明： 

1. 講 者：彭宗平講座教授／清華大學。 

2. 時 間：11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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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專題演講】異種混生的跨領域藝術實踐 

說明： 

1. 講 者：賴雯淑副教授／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2. 時 間：11月 11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701。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4827,r2715-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遊戲產業的趨勢及產業所需人才 

說明： 

1. 講 者：蕭伊婷董事長／伊凡達。 

2. 時 間：11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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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94767,r67-1.php?Lang=zh-tw。  

 



 

 

【生科院專題演講】探索疼痛與大腦的科學 Full scale pain and the brain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Nick Rawlins／Pro-Vice-Chancellor for Development and External Affair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2. 時 間：11月 9日，下午 2點 30分至 3點 30分。 

3. 地 點：Watson Hall, B1 of LS Building II。 

4.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82。  

 

【科管院專題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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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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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系專題演講】Information Risk and Price Continuation 

說明： 

1. 講 者：黃宜侯老師／交通大學 

2. 時 間：11月 10日，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台積館 905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94748,r1727-1.php?Lang=zh-tw。 

 

【哲學所專題演講】物種多元論 



 

 

 

說明： 

1. 講 者：歐陽敏／中正大學哲學。 

2. 時 間：11月 11日，下午 3點 10分。 

3. 地 點：A306研討室。 

4. 參考網址：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94647,r4275-1.php

?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亭仔腳什錦事：我的寫作經驗 

說明： 

1. 講 者：楊富閔。 

2. 時 間：11月 10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507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