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新生領航營 全校總動員熱烈歡迎新生 

 為歡迎 104學年度新生入學，協助清華新鮮人儘速融入校園

新生活並展開學習，本校自 9月 6日起一連四天舉辦「新生領

航營」，除協助新生入住宿舍，也籌劃一系列探索課程、講座，

引導大一新生認識清華校園豐富資源，期待他們未來四年的大

學生活可以過得充實又精采。 

 大學生活對不少學生來說，是既新奇又陌生，為了讓新生順

利適應大學生活，生活輔導組的教官們廣徵各系所積極熱心同

學，擔任新生服務學長姐，引領新生認識環境並完成各項課

程。 

 活動第一天，新生陸續入住宿舍，為方便同學快速搬家，服

務學長姐們全力支援行李搬運工作，並為新生介紹齋舍各項設

施；教官則在校園實施交通指揮管制，讓校園不會因大量家長

車潮湧入而壅塞。新生住宿安頓後次日(9 月 7 日)下午，則於

大禮堂舉行新生家長座談會，由賀陳弘校長率相關主管參加，

當日家長出席非常踴躍，除給予清華諸多辦學肯定，其他提問

重點包括：學制(學碩五年一貫、雙主修、輔系…)、選課、登

革熱防治、新生輔導機制、海外交換、校園安全…等，在緊密

且熱烈的雙向交流下，座談會歷時二個多小時結束。晚上，則

帶領新生校歌教唱，並進行班級自治幹部選拔等活動。 

 9 月 8 日，賀陳校長代表清華歡迎新生加入這個大家庭，勉

勵新生要掌握學習的藍海，積極把握學習的機會，並希望同學

能在不同領域交流學習。此外，賀陳校長也提醒同學，「進入

大學的殿堂，要學會對自己負責任的態度，跌倒了要再站起來，

並努力朝向目標前行，不應遲滯不前，以致於影響自己學習的

成果」。最後，賀陳校長提到，大學時光，有很多時間是自己

可以掌握運用的，鼓勵大家要善用自己的時間，做好充分的規

劃，如此將擁有充實的大學生活，也會有很多的收穫。 

 為了慎始思源，感念清華永遠的校長～梅貽琦校長對於教育

的貢獻，活動最後一日，全體新生一同前往梅園祭梅，這是領

航營的歷年傳統。今年祭梅活動分成八個梯次，由各學院院長

率領新生前往祭梅，為歷時四天的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新生領航營課程，協助新生融入校園開展生活及學習。 新生祭梅活動為領航營歷年傳統，圖為原科院薛燕婉代理院長主持祭

梅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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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111222 期期期   民民民國國國 111000444 年年年 999 月月月 222111 日日日出出出刊刊刊   秘秘秘書書書處處處   

本期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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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家長座談  賀陳弘校長：家長學放手，讓孩子學獨立 

 「放手，讓孩子獨立！」本校賀陳弘校長在八日舉辦的家長

座談會，一再向家長呼籲。每年九月的清華校園裡，除了有表

情交融著青澀與新奇的大一新鮮人，還有許多對孩子既驕傲又

擔憂的家長。為了讓新生家長能夠進一步瞭解清華，放下心中

罣礙，每年本校都會在九月開學前夕舉辦家長座談會，家長可

以直接與校長以及教務、學務、總務等主管溝通與討論各項問

題，一方面釐清家長心中的疑問，另一方面也提供校方改進的

建議。 

 賀陳弘校長在致詞時表示，清華大學有五個「大學之最」，

首先，依據上海交通大學所做的「兩岸四地大學百強排名」，

臺灣清華與北京清華是兩岸四地兩所最好的大學。其次，本校

擁有國內各大學之中最好的圖書館，這個圖書館耗資十億，耗

時近十年時間打造，花費學校最大力氣，集結所有人智慧建造

出來。圖書館代表著良好的學習環境，代表著一流大學的學術

環境。 

 另外，在寶山路邊的南門附近，正在建設國內各大學中規模

最大的創新育成中心。全世界不分中西美歐日本印度都在鼓勵

年輕人發揮創意與才能，創造未來事業的可能。從創新育成中

心的規劃建造與軟體投注，可以看見本校對此的用心。 

 第四個「最」反映在本校非常重視全人教育，透過各種創新

的招生計畫，不以學科成績設限，從各個地方挖掘出適合清華

的優質潛力人才。例如，首創拉近城鄉距離的繁星計畫、扶助

弱勢的旭日計畫、遴選特殊才能學生的拾穗計畫。也因此，清 

華擁有全國最高的甄試入學比例， 

 為了落實全人教育的理念，今年八月正式將「清華學院」納

入組織章程，整合通識、專業、社團、住宿，成為大學部全校

性教育的平台。在兩岸四地，將這樣的全方位教育寫入規章的

學校，清華是第一個。 

 在家長座談會中，賀陳弘校長特別提醒家長，孩子在進入大

學後，必須面臨三個要獨立自主的成長訓練：生活起居的獨立

自主、學習的獨立自主以及人際關係的獨立自主。同時，賀陳

校長也一再呼籲家長學習「放手」。他說，世界很難有其他地

方比校園更值得安心，如果孩子無法承擔大學生活的風險或困

難，很難想像孩子能夠處理更加重要的事物。 

 人際關係的獨立自主，是家長與孩子比較容易忽略的一環，

升大學後與同學的作息不完全一致，大家必須各自面對自己的

生活、課業，處理人際關係的難度變高。建議家長放下具體的

行為指導，盡可能創造能夠與孩子討論問題的情境，給予想法

或建議，接下來由孩子自己面對，選擇處理問題的作法。 

 賀陳校長指出，或許孩子在處理問題後面臨了慘痛的代價，

然而，大學是一個人能以較少的代價學習到最多東西的地方。

這樣的代價，如果不是在大學裡付出，愈晚代價愈高。我們要

讓孩子學習面對挫折，面對選擇錯誤後接踵而來的代價。一個

好的學習環境並不是凝聚所有人的呵護，孩子必須自己奮力向

前，經過自己的抉擇、判斷，失敗的經驗累積，才是真正的學

習。 

  
許多家長與學生到場參與並給予學校建議。 賀陳弘校長回覆家長問題。 

 

 

 

 



 

 

賀 人類所黃樹民院士、生科院伍焜玉院士榮獲 2015 總統科學獎 

  

賀 工工所博士生王釗鴻、碩士生楊蕙嘉，資工系廖孟筠、杜佩芸與醫環系徐珮宜開發

「醫時無憂」平台，榮獲經濟部「跨界超越競賽」優勝 

  

 

 

《秘書處》 
 【性平會轉知】臺大人權中心 2015 女性主義法學系列演講(下)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2618,r805-1.php?Lang=zh-tw 

 

 

 

《教務處》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舉辦「104 年度休閒獨木舟 C級教練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0 

 

 亞東技術學院辦理「淘寶網路商店創業競賽」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3 

 

 元智大學舉辦「104 學年度助教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32 

 

 

 

《學務處》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訂於即日起至 9月 25

日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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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革熱防疫注意宣導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1990,r1204-1.php?Lang=zh-tw 

 

 雅齋及清齋寢室電扇清洗時程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2437,r222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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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上諮商中心主題輔導【人氣特攻隊】活動開跑，臉書分享抽好康，美食禮券等你拿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91641,r491-1.php?Lang=zh-tw 

 

 104 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目前尚有床位(不含單人房)，如有需求者請洽住宿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2527,r1538-1.php?Lang=zh-tw 

 

 8 月學生宿舍區水電瓦斯度數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2601,r1538-1.php?Lang=zh-tw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吉祥物徵選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279,r2469-1.php?Lang=zh-tw 

 

 國際傑人會舉辦全國大專院校十大傑出服務性社團暨服務性社團領袖選拔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288,r2469-1.php?Lang=zh-tw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風帆體驗推廣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335,r2469-1.php?Lang=zh-tw 

 

 臺北醫學大學舉辦第十一屆北醫盃桌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336,r2469-1.php?Lang=zh-tw 

 

 從農之道──青年從農故事行銷競賽及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408,r2469-1.php?Lang=zh-tw 

 

 全國飛行機器人飛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410,r2469-1.php?Lang=zh-tw 

 

 客家委員會辦理「104年客家青年志工團『蒲公英行動計畫』」校園分享會，歡迎同學踴

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425,r2469-1.php?Lang=zh-tw 

 

 文化部 104年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競賽即日起至 10月 15日受理報名，歡迎同學踴躍

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538,r2469-1.php?Lang=zh-tw 

 

 搖滾新竹熱音大賽比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548,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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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工業暨產業園區健康快樂跑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549,r2469-1.php?Lang=zh-tw 

 

 TITV RUN 跑向原視界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550,r2469-1.php?Lang=zh-tw 

 

 2015 年參加兩岸大學生親近臺灣驚騎團自行車環台遴選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551,r2469-1.php?Lang=zh-tw 

 

 104 臺北轉運站第一屆微電影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552,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舉辦「2015 全國賽指定動作教學研習」、「104年啦啦隊教

練講習會」及「2015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553,r2469-1.php?Lang=zh-tw 

 

 「電出行動通信創意」校園徵選創意短片及漫畫競賽開跑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554,r2469-1.php?Lang=zh-tw 

 

 中國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2015 全國創意「養生餅乾」烘焙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555,r2469-1.php?Lang=zh-tw 

 

 國立宜蘭大學舉辦「社團經營與服務學習」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03,r2469-1.php?Lang=zh-tw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全國第一屆「醫療觀光行程設計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06,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半程馬拉松──石門水庫"楓"半馬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52,r2469-1.php?Lang=zh-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舉辦「在地農業好幸福創意行銷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53,r2469-1.php?Lang=zh-tw 

 

 青年國際圓夢攝影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54,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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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宮週末夜表演藝術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57,r2469-1.php?Lang=zh-tw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辦理「『健康華醫 木集幸福』綠色環保漂流木妝置藝術創意競賽」活

動訊息，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58,r2469-1.php?Lang=zh-tw 

 

 教育業務志願服務獎勵徽章設計徵選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59,r2469-1.php?Lang=zh-tw 

 

 嶺東科技大學舉辦「2015 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產品創新與創意行銷』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62,r2469-1.php?Lang=zh-tw 

 

 龍華科技大學舉辦「2015 第二屆頂尖盃全國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實作技能人才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70,r2469-1.php?Lang=zh-tw 

 

 澎湖科技大學「2015 全國大專院校台灣旅遊景點英文解說 DVD 製作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71,r2469-1.php?Lang=zh-tw 

 

 臺灣師範大學舉辦「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2015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

能力大賽」區域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72,r2469-1.php?Lang=zh-tw 

 

 臺灣師範大學舉辦「智慧型二足機器人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73,r2469-1.php?Lang=zh-tw 

 

 臺灣大學舉辦「科學實驗寫作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74,r2469-1.php?Lang=zh-tw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104 年度科技部科學志工火車頭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76,r2469-1.php?Lang=zh-tw 

 

 萬能科技大學辦理「2015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77,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檢送「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推動教師及學生取得證照及參與技藝競賽獎勵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679,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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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屆嘉義市國際管樂節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14,r2469-1.php?Lang=zh-tw 

 

 衛生福利部轉知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辦理「好朋友反暴力短片徵件及防治推廣

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2715,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即日起至 10月 3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2301,r127-1.php?Lang=zh-tw 

 

 防竊公告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92570,r51-1.php 

 

 本校餐廳使用大醇公司違規產品(工研烏醋及豆瓣味噌產品)，已全面下架並立即停止使

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2503,r127-1.php?Lang=zh-tw 

 

 化學館至化工館道路進行污水管線埋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即日起至 9月 30日) 

說明： 

1. 承辦單位：營繕組魏哲勇，電話：03-516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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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2-92272,r992-1.php?Lang=zh-tw。 

 

 

 

《研發處》 
 台北市立動物園「105年動物認養保育計畫」，自即日起至 10 月 9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23 

 

 科技部自 103年度起推動「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士研究生試辦方案」，歡迎踴躍申請（採

隨到隨審）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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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侯金堆傑出榮譽獎」即日起至 9 月 30日止接受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982 

 

 科技部人文司「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11 月 19 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22 

 

 

 科技部「台義雙邊研究計畫」9月 23 日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93 

 

 科技部與日本科學技術振興機構徵求雙邊共同合作計畫 9 月 24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03 

 

 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5年度 Horizon 2020 先期規劃計畫，校內 9月 23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70 

 

 科技部「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自即日起至 10月 1日下午 5 點止受理

申請（本校截止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05 

 

 福特汽車與資策會合作共同舉辦智慧交通挑戰賽，在台灣發起「雪山隧道改善計畫，廣

邀台灣以及世界各地 APP 應用程式開發者，以科技改善人們行的方式，疏導雪山隧道交

通堵塞問題」，作品提交日期至 11 月 19 日止 

參考網址：http://hsuehshantunnel.devpost.com/ 

 

 科技部函釋專題計畫國外差旅未成行之手續費報支原則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025 

 

 為加強大學校院瞭解著作權觀念，邀請您進入網路著作權宣導網站及專屬社群 

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aspx?g=b232d8b6-2723-4f65-8e63-2f87af2a36e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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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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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事務處》 
 2015 IEEE Ritsumeikan University Student Branch English Presentation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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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近日已和智利瓦爾帕來索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24&lang=big5 

 

 台灣—柏克萊醫療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23&lang=big5 

 

 

 

《計通中心》 
 歡迎使用「Windows 10」校園授權軟體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92574,r240-1.php?Langzh-tw 

 

 校務資訊系統進行維護作業，訂於 10月 12日進行 

參考網址：http://aisccc.web.nthu.edu.tw/files/14-1102-92556,r747-1.php?Lang=zh-tw 

 

 用戶服務區中秋節連續假期開放時間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2667-1.php?Lang=zh-tw 

 

 

 

《圖書館》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ProQuest Central 旗艦型資料庫」，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3 

 

 歡迎參加「IEEE Taiwan Academic Seminars」新竹場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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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觀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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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報練習室錄播系統暫停使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777 

 

 中秋節連假總圖書館與各分館服務時間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41 

 

 電子書嘉年華之豪華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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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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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人事室》 
 檢送致理學校財團法人致理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暨該校傑出校友推薦表各乙份，

敬請各單位踴躍推薦人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2430,r2506-1.php?Lang=zh-tw 

 

 9 月 23日下午 2 點於國際會議廳辦理「國立清華大學助理登錄系統及四大報支系統說明

會」，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2711,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九月敬師月，「國內 23 家觀光廠商共襄盛舉敬師好『有』禮優惠」活動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2390.php 

 

 中央研究院「105年度第 1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自即日起開始受

理申請，請有意申請之教師，於 10 月 5 日下班前將申請資料送人事室彙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2313.php 

 

 教育部九月敬師月，「好老師記一輩子」敬師留言卡 FB 分享活動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2309.php 

 

 教育部九月敬師月，「熱血老師翻轉學生系列影片」活動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231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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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教師節期間(9 月 26 日至 28 日)提供入館優惠措施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2690.php 

 

 有關外交部代辦政府各機關「因公赴國外出差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要保書及保險

單條款配合修正調整事宜，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92308.php 

 

 教育部為建置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之高級中等學校歷史課綱專家諮詢

小組，請本校協助推薦委員人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2513,r2506-1.php?Lang=zh-tw 

 

 

 

《理學院》 
 104 學年度理學院學士班獎助學金開始申請至 10 月 5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scidm.web.nthu.edu.tw/files/14-1168-92364,r11-1.php?Lang=zh-tw 

 

 沈昭亮教授紀念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577 

 

 Eric K. Parks and Plato C. Lee 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61559,r2507-1.php?Lang=zh-tw 

 

 陶祖成女士紀念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3593,r2507-1.php?Lang=zh-tw 

 

 

 

《工學院》 
 日本福井大學(University of Fukui)短期交換方案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92424,r3361-1.php?Lang=zh-tw 

 

 9 月 24日化工系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處理原則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app/news.php?Sn=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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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學士班 Coaching Program 業界教練領航計畫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92500,r772-1.php?Lang=zh-tw 

 

 9 月 23日工學院學士班升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92586,r772-1.php?Lang=zh-tw 

 

 Google APAC 2016 University Graduates Test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2638,r3304-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陳家濱先生紀念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2533,r58-1.php?Lang=zh-tw 

 

 潘曹樣伉儷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2565,r58-1.php?Lang=zh-tw 

 

 【立錡科技】研發替代役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2668,r2905-1.php?Lang=zh-tw 

 

 【共創 A+聯詠】2016聯詠科技研發替代役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2599,r2905-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游離輻射防護」講習通知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92598,r1602-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經濟學系校友獎助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92634,r1860-1.php?Lang=zh-tw 

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92500,r772-1.php?Lang=zh-tw
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92586,r772-1.php?Lang=zh-tw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2638,r3304-1.php?Lang=zh-tw
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2533,r58-1.php?Lang=zh-tw
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2565,r58-1.php?Lang=zh-tw
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2668,r2905-1.php?Lang=zh-tw
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2599,r2905-1.php?Lang=zh-tw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92598,r1602-1.php?Lang=zh-tw
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92634,r1860-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104 年度運動貼紮與軟組織貼紮研習會第一梯次參加辦法(10 月 14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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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6日至 9 月 28 日中秋、教師節連續假期，各體育場館將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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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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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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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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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2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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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Policy toward Xi Jinping's China 從習近平訪美談美國對中國的政策 

 

說明： 

1. 講 者：司徒文博士／亞洲政策中心主任。 

2. 與 談 人：徐斯儉博士／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3. 時 間：9月 29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4. 地 點：旺宏館 245教室。 

5. 參考網址：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91928,r4068-1.php?

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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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Fluoroalkylations by Visible Light Photocatalysis 

說明： 

1. 講 者：Prof. Eun Jin Cho／Department of Chemistry, Chung-Ang University, Seoul, Korea。 

2. 時 間：9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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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Gold, Two Gold, No Gold 

說明： 

1. 講 者：Prof. Dr. A. Stephen K. Hashmi／Heidelberg University。 

2. 時 間：9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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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arm Strategy for Catalysts in Asymmetric Catalysis, 

Ylide Chemistry and Olefin Polymeriza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唐勇／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 

2. 時 間：9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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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Stimuli-responsive Supramolecular Assemblies of 

Functional π-System 

說明： 

1. 講 者：Prof. Shiki Yagai／Chiba University。 

2. 時 間：9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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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系專題演講】微流體生物晶片設計自動化 

說明： 

1. 講 者：何宗易教授／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 

2. 時 間：9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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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92450,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Problems and Approaches for Battery Management and Control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Masahiro Fukui／Ritsumeikan University, Japan。 

2. 時 間：9月 25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10分。 

3. 地 點：資電館 R447。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2440,r67-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產業與職涯規劃分享會 

說明： 

1. 講 者：潘健成董事長／群聯電子。 

2. 時 間：9月 25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台達館 B1璟德講堂。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2329,r2629-1.php?Lang=zh-tw。 

 

 

 



 

 

【動機系專題演講】複雜工程系統之最佳化設計與可靠度分析 

說明： 

1. 講 者：詹魁元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創新設計學院。 

2. 時 間：9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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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專題演講】達成醫療評鑑之必要管理方向 

說明： 

1. 講 者：溫如玉顧問／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護理部。 

2. 時 間：9月 24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203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2636,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 A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Estimating Pure 

Characteristics Demand Models with Pricing 

說明： 

1. 講 者：李雨青助理教授／清大工工系。 

2. 時 間：9月 23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2576,r2715-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Forward variable selection for sparse ultra-high 

dimensional varying coefficient model 

說明： 

1. 講 者：鄭明燕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2. 時 間：9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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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7-92013,r585-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