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說清華的老師讚，什麼叫做讚！？」 

本校教師節茶會  大學排名成績送賀禮 

 
 本校於 24日舉辦一年一度的教師節茶會，除了藉此感謝老

師的辛勞，並且頒發「清華特聘講座」、「特聘教授」、「傑出教

學獎」、「產學合作績優人員」、「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資深

優良教師」等榮譽，同時也為大家介紹清華新進教師。 

茶會一開始，賀陳弘校長致詞提到，清華是由老師以生命灌

溉而成長茁壯。日前剛出爐的上海交通大學「兩岸四地大學排

名」，兩岸清華再度壟斷前二，而其中，在平均每位教師表現

上，本校則拿下冠軍。 

賀陳校長進一步指出，在教學與研究資源總量上，北京清華

皆占首位；教師平均獲得最高研究資源的是香港大學；學生平

均獲得最多教學資源的是香港中文大學。這些項目評比，本校

瞠乎其後，獨獨每位教師平均表現，清華雄列第一「如果不說

清華的老師讚，什麼叫做讚！？」 

賀陳校長勉勵在場所有同仁：「清華在條件不夠優越的狀況

下，在國際強烈的競爭下，能夠表現傑出，在於擁有卓越的學

術傳統，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標準清楚，這是我們重要的資

產，也因此我們表現優異。希望在未來還難以看見環境條件改

善的情況下，清華還能夠挺立這樣的傳統，繼續前進。」 

 

校長頒發「清華特聘講座」與「特聘教授」。左起蔡宏營教授、曾繁根

教授、賀陳弘校長、胡紀如教授、葉秩光教授。 

化學系胡紀如教授今年獲頒「清華特聘講座」榮譽。他說，

多年來研究，除了在創意實現時帶來成就感，更大的滿足來自

於研究能夠益於群眾，例如新藥的開發，不僅能夠實踐創意，

更能迅速用之於社會。清華給予了穩定的研究環境，有好的學

生以及優秀的同仁，能跟眾多優秀同仁互相砥礪互相幫助，是

很幸福的事。 

頒獎現場湧進許多老師的「粉絲團」，恭賀老師獲得榮譽，

並且溫暖地獻花、獻祝福。今年頒授的榮譽，「清華特聘講座」

一位、「特聘教授」七位、「傑出教學獎」十三位、「產學合作

績優人員」六位、「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三位、「資深優良教

師」服務四十年有一位、三十年有廿二位、二十年有九位、十

年有廿七位。另外，新進教師共有廿三位。 

此外，本校諮商中心於六月間，所舉辦的第七屆傑出導師頒

獎典禮，今年共有四位傑出導師獲獎，分別是生科院生科系高

茂傑教授、人社院中文系陳淑芬教授、原科院醫環系彭旭霞教

授及工學院學士班與動機系蔡宏營教授。賀陳弘校長現場頒獎

給四位得獎老師，感謝他們對學生的付出，老師們也與大家分

享各自獨特的師生互動經驗。 

 

賀陳弘校長致詞時，談到最新公布的兩岸四地大學排名，本校平均教

師表現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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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清華圍棋橋藝友誼賽 本校獲總錦標

第十三屆兩岸清華大學清華盃圍棋橋藝交流友誼賽於日前

舉行，本校吳誠文副校長應邀擔任貴賓，選手團隊則由林士傑

教授率領前往進行友誼賽，經過兩天三輪對抗，交流賽結果以

和局收場，不過依比賽規定，總錦標應由客隊取得，所以今年

由本校贏得總錦標。 

 兩岸清華圍棋橋藝交流友誼賽，全程比照國際賽標準辦理，

是兩岸清華大學每年 9月初的交流盛事。此次友誼賽，兩校圍

棋和橋藝選手各分教師校友組與學生組，共四支隊伍於兩日賽

程進行三輪對抗。 

 開幕式，吳副校長致詞表示，「希望雙方都能獲得勝利。」

似乎已預告了此次交流的比賽結果。圍棋方面，第一日新竹清

華以總比數 7:9暫時落後，第二日上午進行第三場競賽，此役

圍棋以 5:3領先，三輪加總以 12:12持平。 

 橋牌項目中，在第一輪的賽事裡本校教師與學生組取得大幅 

度的領先，不過卻在第二輪被追上了比數，所幸本校學生在第

三輪穩住陣腳，以些微的差距取勝，最後以學生勝、老師敗的

成績戰成平手。 

 對於此次友誼賽，本校橋藝學生組隊長許庭維表示，「打的

不錯！起初我還擔心學弟們打長牌會有體力不濟造成失誤連

連的狀況出現，看來是我擔心太多了。不過會在第二輪大噴分

表示我們還有進步的空間。」 

 由於兩項比賽皆平手，故此交流賽之結果為和局收場，可謂

雙贏，恰如吳副校長於開幕式所言。但依規定總錦標由客隊取

得，是以今年由本校贏得總錦標。此次活動在技術及經驗的切

磋與交換下圓滿落幕，第十四屆將再度由本校主辦，延續傳承

兩校的情誼，希望能有更進一步的嘗試與合作交流機會，帶領

兩校共創新契機。 

  
第十三屆兩岸清華大學清華盃圍棋橋藝交流友誼賽日前於北京清華大 

學舉行。 

橋牌比賽現場。 

 

 

  

  

《教務處》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93018,r219-1.php?Lang=zh-tw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排名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93015,r219-1.php?Lang=zh-tw 

 

 【學生讀書會】恭喜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讀書會優良小組獲獎組別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6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93018,r219-1.php?Lang=zh-tw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93015,r219-1.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6


 

 

 國立清華大學華語中心，第 9 期華語文教學師資培訓班熱烈招生中 

參考網址：https://mail.google.com/mail/u/0/#inbox/14ff3b300aa7eb8e 

 

 9 月 30日清大與竹教大恢復合校籌備工作公聽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92752,r1504-1.php?Lang=zh-tw 

 

 104 學年上學期「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經費補助」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plan_app/?mode=content 

 

 健行科技大學辦理「創新創業論壇 」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5 

 

 南華大學辦理「協助建置基礎學科能力題庫」系列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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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 

 

 慈濟大學「現代柯南──跟著瑪斯一起探索檢驗世界」磨課師(MOOCs)線上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4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舉辦「磨課師課程所涉及的智慧財產權相關議題」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41 

 

 國立宜蘭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40 

 

 中國醫藥大學辦理「教學卓越暨校務研究系列講座：學校創新以及教學、行政績效與品

質保證機制」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9 

 

 國立中央大學舉辦「ZUVIO 雲端即時反饋系統推廣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8 

 

 中國醫藥大學辦理「2015年 PBL系列成長營：21世紀教育趨勢──由 PBL、TBL至 Flip」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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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本校 104 學年度上學期「新生複檢及 B型肝炎疫苗注射」暨「教職員工生眷優惠健檢」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2948,r1204-1.php?Lang=zh-tw 

 

 自費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2965,r1204-1.php?Lang=zh-tw 

 

 轉知衛福部全民急救 AED 推廣短片創意比賽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2946,r1204-1.php?Lang=zh-tw 

 

 60 週年校慶社團活動徵求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92,r3455-1.php?Lang=zh-tw 

 

 104 寒假教育優先區開始申請，欲申請者，請在 10月 19 日前將申請資料繳至課指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40,r3455-1.php?Lang=zh-tw 

 

 104 年全校運動會園遊會擺攤&閉幕演出活動徵求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58,r3455-1.php?Lang=zh-tw 

 

 配合節能減碳政策，義齋熱水鍋爐運轉時間為每日下午 5 點至隔日上午 8點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2826,r2223-1.php?Lang=zh-tw 

 

 104 學年度第一次齋長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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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建置「國民記憶庫──臺灣故事島」網站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47,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104 年度第 20屆儲備幹部招募甄選計畫文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48,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商品條碼策進會「2016 年第七屆大專院校物聯網暨 RFID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49,r2469-1.php?Lang=zh-tw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辦理「2015 臺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56,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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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 104年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0,r2469-1.php?Lang=zh-tw 

 

 「第三十二屆日本航空盃北部地區日語演講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2,r2469-1.php?Lang=zh-tw 

 

 南臺科技大學「2015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教育部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3,r2469-1.php?Lang=zh-tw 

 

 「104年客家青年創新發展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4,r2469-1.php?Lang=zh-tw 

 

 「2015我是接班人全國企業創新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6,r2469-1.php?Lang=zh-tw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第 12 屆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大專院校知識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8,r2469-1.php?Lang=zh-tw 

 

 第一屆南臺灣創客教育博覽會徵展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70,r2469-1.php?Lang=zh-tw 

 

 「補救教學師資培訓──國中非現職教師研習活動」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72,r2469-1.php?Lang=zh-tw 

 

 「2015WISE團隊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73,r2469-1.php?Lang=zh-tw 

 

 「2015僑光盃服務科技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74,r2469-1.php?Lang=zh-tw 

 

 「節電幫手 貼近生活──開關小壁貼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75,r2469-1.php?Lang=zh-tw 

 

 雲水菩薩志工陶成園暨感恩成長園隊輔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809,r2469-1.php?Lang=zh-tw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參訪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81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6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7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7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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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7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7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80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817,r2469-1.php?Lang=zh-tw


 

 

 

 「2015第六屆 CEO國際電子商務盃產業創新經營策略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819,r2469-1.php?Lang=zh-tw 

 

 城市盃智慧型自走車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822,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中租青年展望基金會一○四年度第一學期「中租愛心社團」贊助申請，歡迎社

團同學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845,r2469-1.php?Lang=zh-tw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辦理 104 年度「展示故事繪本」電子書創作培訓與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31,r2469-1.php?Lang=zh-tw 

 

 跨平台手機遊戲開發免費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32,r2469-1.php?Lang=zh-tw 

 

 2015 第一屆德明盃全國技專校院行動商務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33,r2469-1.php?Lang=zh-tw 

 

 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34,r2469-1.php?Lang=zh-tw 

 

 長庚科技大學辦理「西藏 v.s.高山症」高原旅遊安全教育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35,r2469-1.php?Lang=zh-tw 

 

 「青年+政府想點子」開放空間討論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36,r2469-1.php?Lang=zh-tw 

 

 建國科技大學辦理「第 21 期社團經營師認證學分學生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37,r2469-1.php?Lang=zh-tw 

 

 「2016高雄燈會──全國創意花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38,r2469-1.php?Lang=zh-tw 

 

 社會企業創新議題發想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39,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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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 U 校園貼圖創作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40,r2469-1.php?Lang=zh-tw 

 

 線上課輔行動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955,r2469-1.php?Lang=zh-tw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辦理「104 年度原舞傳藝獎助計畫」，請踴躍提案

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038,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本校兼任助理及學生各項薪資發放日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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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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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理科技大學「2015 會展與活動產業產學合作發展論壇」，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508f280-a2b6-4812-8987-70b39a028166&c=menu041 

 

 社團法人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訂於 11月 30 日前投稿申請「104 年度農業資訊科

技最佳碩博士論文獎」甄選 

參考網址：http://www.taita.org.tw/news_view.php?nid=277866 

 

 9 月 30日成大舉辦「南區研究倫理聯盟課程──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審查者與研究倫

理審查者之間」，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92799,r3516-1.php?Lang=zh-tw 

 

 10 月 20 日陽明大學辦理「人體研究暨倫理訓練課程 2」，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92810,r3516-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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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平科大 10月 15日舉辦「青創與社會影響力論壇 II」，敬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170bdc9-1fc2-45c6-88b2-2c4b526255ad&c=menu041 

 

 敬邀蒞臨 103年度新竹縣 SBIR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a6cdcf3-5f35-4259-aaea-91f6572f50f8&c=menu041 

 

 科技部自然司 105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研究計畫 10月 27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29 

 

 「2015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自即日起至 10月 1日止受理線上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96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105年委託科技計畫書，相關徵求重點、規格說明等資料預

告於該署網頁(http://www.fda.gov.tw/科技計畫專區/預定徵求計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26 

 

 「國立清華大學執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彈性支用額度作業要點」，以及「國立清

華大學執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研究計畫彈性支用額度作業要點」已於行政會議通過，公

告周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27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試行要點」第八點及第十

六點，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28 

 

 科技部「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第 3次徵求自即日起至 12月 25日下午

5 點止為本校最後截止收件時間，採隨到隨審方式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0 

 

 

 

《全球事務處》 
 2016 University of Padjadjaran Summer Course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25&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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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歡迎參觀圖書館 10 月 13 日至 10月 22 日舉辦之「日出之國的漢學：近代日本鴻儒書畫

展覽」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776 

 

 敬邀參加「科技部購書計畫申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779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校史與特藏整合查詢平台」上線，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781 

 

 歡迎參加「TAEBDC【e書傳情】指定對象表心意換傳情小禮」限量好禮，敬請把握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769 

 

 【電子書嘉年華】之豪華饗宴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778 

 

 

 

《人事室》 
 中央健康保險署為服務廣大保險對象推出「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註冊完成即可線上

申辦該屬提供各項健保便民服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2836,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書函轉衛生福利部函，為加強國人自我健康管理，請同仁踴躍使用該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健康存摺」系統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2899.php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為持續推動及儲備「冷凍空調裝修」職類技術士技能

檢定專家人才庫暨遴選學、術科題庫命製人員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2925,r875-1.php?Lang=zh-tw 

 

 勞動部有關該部「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將於 10月 1日正式啟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3008,r87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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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本室於 10月 1 日及 2日辦理學校(T 類)及邁頂計畫經費(N類)，相同內容共二場場次，

歡迎同仁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92919,r1160-1.php?Lang=zh-tw 

 

《工學院》 
 ［研替役工作快報］幫助貴校同學搶先入職場！贏在起跑點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700 

 

 1111 提供研發替代役專區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701 

 

 

 

《人文社會學院》 
 台師大「變異與融合──臺星馬華人的跨域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2970,r3644-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104 學年生科院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準備研習會報名自即日起至 10月 20 日止，歡

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75 

 

 

 

《清華學院》 
 台聯大駐校藝術家系列，偶戲工作坊開放報名囉 

參考網址：https://goo.gl/HFxU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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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支持「原住民雲端科展」，大力協助轉發宣傳。 

參考網址：http://poster.colife.org.tw/poster_content.aspx?guid=6af9f1b7-b979-4811-874f 

 

 體育場、館使用証申請流程變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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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日、15 日、29日，明導公司辦理「員工籃球賽」，體育館二樓(中央場)晚上 6

點 30分至 8點 30分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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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日躍動籃球公關公司舉辦「籃球競賽」，體育館二樓(全場)上午 8點至晚上 8點

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0 月 4 日 EMBA 壘球社舉辦例行跨校 CT 四校友誼賽，上午 8 點至下午 1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0 月 4、11、25日進行「EMBA籃球訓練」，體育館二樓(中場)下午 1點至 4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0 月 3日新唐公司舉辦「員工羽球賽」，羽球場(第 4~8場地)上午 8點至 12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10 月 12 日至 16 日、10 月 19 日至 23 日，女籃校隊進行「新生盃賽」，體育館二樓(右

側場地)中午 12 點至 1點、下午 5點 30分至 6點 30分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年度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10月 8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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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136

3,r11-1.php?Lang=zh-tw。 

 

 

成瀨巳喜男影展 

 今年正逢成瀨巳喜男導演誕生 110週年，也是其代表作《浮雲》問世一甲子紀念。成瀨導演關照著庶民生活，尤其是女性與家

庭，作品經常描寫出軌的丈夫和遭受欺凌的女性，以及新舊傳統觀念的過渡與衝突。這些女性的共通點是有著十分堅韌的個性，

不管遭遇如何，最後都導向自主性的人生抉擇。黑澤明說成瀨的作品如行雲流水但暗藏激流，我們確實能看見成瀨鏡頭底下細微

刻劃的人際情感，女性因自主而帶來的希望，還有餘韻翻轉的人生況味。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0月 6日。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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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576,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達人系列演講】不可不學的人際溝通術 

說明： 

1. 講 者：黃玲蘭老師。 

2. 時 間：10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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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1-9180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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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Asymptotic analysis for a class of size-modified 

Poisson-Boltzmann equations with small Debye length 

說明： 

1. 講 者：李俊璋教授／新竹教育大學應用數學系。 

2. 時 間：10月 5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4F Lecture Room B。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89。 

 

 

 

 

 



 

 

【化學系專題演講】Chelation or Dimerization on the Asymmetrical 

N-aryl-N’-alkylpyridyl ß-Diketiminato Metal Complexes 

說明： 

1. 講 者：許智能教授／高雄醫學大學醫藥暨應用化學系。 

2. 時 間：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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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醫師談「化學系實驗場所作業環境安全」 

說明： 

1. 講 者：Dr. 楊慎絢／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分院職業醫學科主任。 

2. 時 間：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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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系專題演講】大腦風暴 

說明： 

1. 講 者：江安世博士／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 。 

2. 時 間：10月 7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化工館 B18。 

4. 參考網址：http://140.114.46.75/app/news.php?Sn=1702。 

 

 

【工工系專題演講】人因工程的跨領域溝通與合作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盧俊銘／工工系助理教授 

2. 時 間：9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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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67-92991,r2715-1.php?Lang=zh-tw。 

 

 



 

 

【動機系專題演講】所學於鋼鐵產業之應用發展與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明章新副總經理／鑫陽鋼鐵(燁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時 間：10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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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e.web.nthu.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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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微所專題演講】研究人員的專利須知 

說明： 

1. 講 者：陳黛君 經理，清大產學合作中心。 

2. 時 間：10月 5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8室。 

4.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93059,r1494-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