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頒授名譽博士學位予上銀科技董事長卓永財先生 
 本校於 9 月 30 日，假旺宏館國際會議廳，舉行頒授「卓永

財先生名譽博士學位」典禮。現場座無虛席，包括行政院顏鴻

森政務委員、教育部技職司馬湘萍司長、上銀科技的董監事、

上銀科技及大銀微系統主管、台灣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

會理監事、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協會(TAIROA)理監事、磐

石會、台灣電子設備協會(TEEIA) 理監事等政商界先進，出席

踴躍以外；卓董事長母校六家國小何明星校長、新竹高商黃開

成校長亦分別率領數十位師生，專程前來道賀。而最特別的是

，有逾卅位昔日六家國小及新竹高商的同窗好友，也紛由各地

前往共襄盛舉。 

 賀陳弘校長表示，卓永財董事長是清華第一位跨學院（工學

院、科管院）聯合推薦的名譽博士。他的成就，有目共睹，出

於金融而入於創業，為企業經營與創新的典範，以身作則從事

創新，個人所擁有的創新專利，即高達 34 項。卓董事長提拔

後進，不遺餘力，鼓勵青年學子從事研發和創意應用，厚植台

灣產業的競爭優勢，他所創立的「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HIWIN 

THESIS AWARD），每年經費高達新台幣 1,000 萬元，更被譽為

機械產業技術研發的「青年諾貝爾獎」。 

 賀陳弘校長推崇卓董事長，從技術門外漢到專利發明王，即

使賣地借錢，也堅持要走「不一樣的路」，這種剛毅卓絕，憤

發圖強的精神，實為清華校訓「自強不息」的實踐。而事業成

功之際，提攜後進，捐資興學，極盡企業社會責任，此宏觀大

德的行誼，正是君子仁風厚義，承擔歷史任務的體現，亦誠與

清華校訓「厚德載物」相證相合。本校授予卓永財董事長名譽

博士學位，是表彰他對國家、社會、產業、教育的卓越貢獻，

影響深遠；其人生實踐與企業經營理念，實為校訓「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的典範，足為師生表率，經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

員會一致通過，授予「名譽哲學博士」學位。 

 「清華，多麼熟悉的名字，如今成為她的一員，人生真的是

不可思議，難以預期！」卓永財董事長致詞喜悅地表示，高中

就讀於省立新竹高商，和清華同在東山腳下，對清華的第一印

象就是「原子爐」，高二之後常常在中午和同學溜到清華，躺

在草坪上，彼此訴說著人生的點滴，做著白日夢，討論不可預

知的人生未來。近十年來，出於產品研發的需求，開始和清華

動機系展開長期合作，隨著 HIWIN集團的營運成長，研發投入

及合作也日益緊密擴增，去（103）年與清華大學成立聯合研

發中心，基本上體現了他對「智慧價值」的看法，以及大學研

發能量對產業發展及民生福祉的重要性。 

 卓董事長也提到，HIWIN 主力產品滾珠螺桿與線性滑軌正在

挑戰世界第一，10 月 5 日在米蘭的歐洲工具機展(EMO)展出完

全實現工業 4.0概念的全球第一支滾珠螺桿，這裡也有清華師

生的心血在內。他更表示，WHO剛剛頒佈新的年齡標準，79歲

以前都屬中年人，所以會持續努力把 HIWIN集團的所有主力產

品都成為世界級。 

 當日，卓博士母校「六家國小」弦樂團亦帶來精采的音樂饗

宴，演出曲目包括韓德爾的大協奏曲及柴可夫斯基的胡桃鉗組

曲，這群小學弟妹們則藉由音樂，來表達他們對卓博士長期耕

耘和資助母校的敬意與感謝，並獲得滿堂喝采。此外，亦有知

名人聲樂團-織樂人聲樂團的表演，他們則以最原始而單純來

自山林的聲音，飽含他們部族對編織與歌唱的熱愛，交織出動

人的新樂章，並為這場盛典祝賀。 

 

國國國立立立清清清華華華大大大學學學簡簡簡訊訊訊   
  

 

 

第第第 999111444 期期期   民民民國國國 111000444 年年年 111000 月月月 555 日日日出出出刊刊刊   秘秘秘書書書處處處   

本期共 12 頁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 創刊 
電 話 5 1 6 2 0 1 0  F A X ： 5 1 6 2 4 7 9 
E - m ai l： nt hu ne ws@ my. nt hu .e du .t w 

 

mailto:nthunews@my.nthu.edu.tw


 

 

  
左起科管院黃朝熙院長、賀陳弘校長、卓永財博士、工學院王茂駿院 

長。 

卓永財博士在頒授典禮後發表演說。 

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清華連霸臺灣榜首 

 上海交通大學 9 月 22 日發布「2015 年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

名」，本校以 87.9 的高分再度超越臺灣大學、北京大學等校，

蟬聯臺灣榜首，兩岸排名第二，僅次於北京清華大學。 

 「好還要更好！」賀陳弘校長表示，不只做兩岸四地大學的

龍頭，也希望成為全世界大學名列前茅的學校。 

 上海交通大學自 2011 年開始發佈「中國兩岸四地大學百強

排名」，排名對象為中國大陸地區、台灣、香港特別行政區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研究型大學。 

 本項排名具有國際性的指標評價，評分項目包括人才培養

(35%)、科學研究(35%)、師資質量(25%)、學校資源(5%)等四

大類 13 項指標。今年評鑑成果，本校除校友獲獎指標排名第

一，在師均表現更特別傑出，包括博士學位教師比例、頂尖論

文、國際專利等三項指標評分，均列居兩岸四地之首。以去年

美國專利核准件數為例，本校排名全台之首、全球第十五名。      

這樣的研發創新能量，差不多是台灣一個大型科技公司的總量，

也是清華的實力展現。 

 賀陳校長表示，本校老師做研究的平均表現，長期以來確實

是最棒的，上海交大的評比相當重視這部分的考量，所以我們

能勝出。 

 今年兩岸四地大學排名前五與去年相比，變化不大。前三名

北京清華大學、新竹清華大學、臺灣大學次序不變，第四、五

名北京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則是去年的第五及第四名。兩岸四

地百強學校數分別為，台灣卅一所，大陸六十一所，香港六所，

澳門二所。 

 而每位教師平均的研究資源是香港大學最高，全校的研究經

費是北京清華最多，在這資源不充裕的客觀條件之下，本校能

有如此表現，實在非常可貴。

 



 

 

《教務處》 
 中原大學「104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活動明細」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49 

 

 國立中正大學辦理「數位學習趨勢系列：中正大學磨課師課程專題講座 」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47 

 

 元智大學「磨課師線上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46 

 

 國立政治大學舉辦「我要成為磨課師達人系列活動一：從無到有的磨課師課程設計入門」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 mode=data&id=1548 

 

 國立宜蘭大學辦理「2015 卓越教學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45 

 

 

 

《學務處》 
 

 即日起至 10月 21日 將進行清齋、儒齋、學齋老舊燈具汰換工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3172,r2223-1.php?Lang=zh-tw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辦理「電出行動通信創意」短片與漫畫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89,r2469-1.php?Lang=zh-tw 

 

 第三屆科普微電影創作全國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0,r2469-1.php?Lang=zh-tw 

 

 104年度第 39屆全國中正盃劍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1,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體育運動社團幹部研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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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3,r2469-1.php?Lang=zh-tw 

 

 第一屆全國魅力觀光創意導覽解說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4,r2469-1.php?Lang=zh-tw 

 

 電出行動通信創意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5,r2469-1.php?Lang=zh-tw 

 

 「2015第五屆全國大學跆拳道武鬥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6,r2469-1.php?Lang=zh-tw 

 

 臺北市南港扶輪社大專院校社會服務活動獎勵辦法，即日起至 10月 31 日止，歡迎有興

趣者下載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34,r2469-1.php?Lang=zh-tw 

 

 中區跨領域大專學生原鄉服務學習整合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50,r2469-1.php?Lang=zh-tw 

 

 服務學習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52,r2469-1.php?Lang=zh-tw 

 

 「2015全國大專學生 I See Taiwan英語簡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66,r2469-1.php?Lang=zh-tw 

 

 「2015苗栗苑裡低碳輕旅行遊程設計行銷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67,r2469-1.php?Lang=zh-tw 

 

 中華大學辦理「2015 苗栗苑裡低碳輕旅行遊程設計行銷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85,r2469-1.php?Lang=zh-tw 

 

 交通大學舉辦「BSE 發生國家之牛肉及其產品食品安全」跨領域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88,r2469-1.php?Lang=zh-tw 

 

 交通部觀光局「臺灣好行規劃大師」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8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9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3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5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5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6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6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8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8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89,r2469-1.php?Lang=zh-tw


 

 

 成功大學辦理「科普活動：『誰』知道你吃的是什麼？活用分析化學知識看懂食品安全

報導研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90,r2469-1.php?Lang=zh-tw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2015 Panasonic 綠色生活創意設計大賽」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99,r2469-1.php?Lang=zh-tw 

 

 屏東大學協辦「2015 AIT 商業寫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0,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舉辦「金融大數據分析人才養成系列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1,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檢送「2016 第一屆捷普－綠點學生創意設計大賞『塑‧型』」活動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2,r2469-1.php?Lang=zh-tw 

 

 暨南國際大學辦理「『華豐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吉祥物設計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3,r2469-1.php?Lang=zh-tw 

 

 台北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辦理「104 年度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冬季大會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4,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105年數位學伴計畫實施說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33,r2469-1.php?Lang=zh-tw 

 

 衛生福利部辦理「『網出創意 拒親密暴力』創意行動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3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9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19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0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3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34,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費繳費通知 

說明： 

1. 104學年度上學期學分費繳費單自 104年 10月 07日至 10月 23日止開放下載列印及繳費，請至校務資訊系統項下「繳費

單相關作業」自行下載。 

2. 自 104學年度起超商繳交學雜(分)費六萬元以下免手續費，請同學多加利用，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校總務處出納組學雜費專

區。（http://cashier.web.nthu.edu.tw/bin/home.php） 

3. 急需繳費證明單者，請多採用臨櫃繳款，隔日即可於校務資訊系統列印繳費證明單；採用 ATM繳款者需 2個工作天後、信

用卡及超商繳款者需 5個工作天後可列印。 

4. 有任何問題請洽出納組許小姐（分機 3136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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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1-93162,r1069-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10月 8日校園公車時刻表，及國慶日連續假期校園公車停駛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3211,r1065-1.php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費繳費單：自 10 月 7日至 10月 23日止為校務資訊系統開放下

載列印及繳費期間，詳情公告請參閱學雜費專區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93240,r47-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10月 15日於化工館至醫輔大樓區域道路封閉，請配合改道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93222,r992-1.php?Lang=zh-tw 

 

 北大門(即日起至 10 月 15 日)交通管制訊息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93113,r51-1.php 

 

 

 

《研發處》 
 教育部委請資策會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協助教師轉入產業發展作業要點」分區申

請說明會相關訊息供參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2390f84-e607-4ece-b2ff-3608d88781f7&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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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05年度「科普活動計畫」10 月 21日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舉辦「我是 CEO創意呸夢想」，敬請踴躍組隊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7db249e-4640-48ee-98f2-92b483a4460b&c=menu041 

 

 亞洲政策中心司徒文博士 10 月 6日演講地點改至工一館 107。講題：「從習近平訪美談

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91928,r4068-1.php?Lang=zh-tw 

 

 摩特動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開放車廠參觀並安排課程，敬邀報名參訪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74e1d8c-8e02-4046-9b2a-59aac26858af&c=menu041 

 

 萌芽中心課程~閉鎖型公司法修正與新創公司募資，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1dd90ae-228f-4939-9d13-00cef4d65fbd&c=menu041 

 

 SPARK計畫課程~「如何創造生技產業的價值」，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f1ca3dd-da26-4080-bf80-8dac5c7847e7&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2016／2017年赴海外交換生甄選將於即日起至 10 月 15日開放線上申請，歡迎同學踴躍

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82&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中國石油大學(北京)續簽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26&lang=big5 

 

 2015 IEEE Ritsumeikan University Student Branch English 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22&lang=big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7db249e-4640-48ee-98f2-92b483a4460b&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1dd90ae-228f-4939-9d13-00cef4d65fbd&c=menu041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82&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26&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22&lang=big5


 

 

《計通中心》 
 用戶服務區雙十節連續假期開放時間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93117,r240-1.php?Lang=zh-tw 

 

 

 

《圖書館》 
 碩睿資訊線上教育訓練課程「InCites_JCR、CNKI 中國知網、EndNote」上線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782 

 

 即日起，總圖與人社分館代借服務擴大適用對象至全體教職員工生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理學院》 
 數學系八八級系友獎助學金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586 

 

 

 

《電機資訊學院》 
  2015 年「學生國際訪問獎」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2832,r66-1.php?Lang=zh-tw 

 

 電機系 86級、89級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3129,r58-1.php?Lang=zh-tw 

 

 【廣達電腦】10 月 8 日研發替代役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3102,r290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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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學院》 
 勇源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93183,r1860-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即日起至 10月 8日，網球校隊舉辦「104 學年新生盃網球賽」，網球場(室內外全場) 晚

上 6點至 10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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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10月 14日羽球校隊舉辦「新生盃賽」，詳細羽球場暫停開放時間請點入網站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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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中心【成瀨巳喜男電影中的女人】講座 10/6(二)19:00在合勤演藝廳，線上報名。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1576,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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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石牆上的靈魂】希巨蘇飛個展 

 

 希巨蘇飛是阿美族木雕藝術家，在台東都蘭創立希巨蘇飛木雕工作

室，也是都蘭山劇團團長，他以部落為創意的發想園地，善用本身多

樣的藝術天賦結合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挖掘富有時代意義卻為人們

忽略的部落事件，以不同的藝術媒介展現，積極地為都蘭部落的文化

歷史發聲! 例如部落台籍老兵的問題，透過希巨的努力以藝術方式拉

近年輕人與這群時代悲劇刻畫下的孤單老人。他對於時下過於商業化

的豐年祭也十分反感，其想法傾向於保存部落的藝術原始面貌，其終

極目標是呈現部落的美好事物。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0月 21日。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http://goo.gl/3UbbWw。 

 

 

 

 

《演講資訊》 

【學習系列講座 part1】勇敢走出自己的路 

說明： 

1. 講 者：林峻丞先生。 

2. 時 間：10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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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8。 

 

 

 

 



 

 

科技人文系列講座二──醫療與健康照護是 IC產業的救兵嗎 

說明： 

1. 主 持 人：吳誠文副校長／清華大學。 

2. 與 談 人：王堯弘醫師／台大醫學系、呂建德／台中市社會局局長、鄭桂忠／清大電機系教授、郭博昭／陽明大學腦科學

研究所教授。  

3. 時 間：10月 13日，晚上 6點至 9點。 

4. 地 點：清大蘇格貓底咖啡屋。 

5.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2867,r2733-1.php?Lang=zh-tw。 

 

勞工抗爭與政體彈性：一項對南中國汽車工人抗爭的研究 

 

說明： 

1. 講 者：鄧韻雪／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2. 時 間：10月 6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203。 

4. 參考網址：

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93159,r11-1.

php?Lang=zh-tw。 

 

 

【材料系專題演講】從清華到聯鈞 

1. 講 者：鄭祝良董事長／聯鈞光電。 

2. 時 間：10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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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Supported Catalysts in Batch & Flow  

說明： 

1. 講 者：Prof. Yoichi M. A. Yamada／RIKEN Center for Sustainable Resource Science。 

2. 時 間：10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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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catalytic borylation chemistry with pincer complexes 

說明： 

1. 講 者：Prof. Oleg Ozerov／Texas A&M University,USA。 

2. 時 間：10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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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專題演講】IE 新視角：從設計談改善 

說明： 

1. 講 者：邱銘傳助理教授／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2. 時 間：10月 7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107。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3182,r2715-1.php?La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英語畢業門檻的批判與省思 

說明： 

1. 講 者：何萬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 

2. 時 間：10月 7日，中午 12點 30分至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