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巴溫馨接送情！本校「禮貌司機」賴松國 帶給乘客滿滿幸福 

 校內巴士穿梭，其中有位校車司機「禮貌司機」賴松國大哥

是不少學生的最愛。充滿朝氣的問候、每次下車前的貼心提醒，

讓每個搭車旅客心暖暖，同學說他「真是世界上最好的校巴司

機！」賀陳弘校長 6月 3日也特別向松國先生贈送一個端午節

紅包，感謝松國先生對校內師生的用心與付出。 

 「他做的，看起來是一個平凡的工作，但他帶給同學們、帶

給老師們及所有乘坐他車子的人，每天一個很快樂的開始，這

就是一個很不平凡的成就」，賀陳弘校長說。 

 6年前開始來到清華服務的賴松國大哥，對全校師生來說，

是個特別的存在。同學說，松國大哥很愛笑，也很體貼學生，

願意等從遠處趕來的乘客，總是告訴他們「不要急，慢慢來」，

就算站牌沒有人，松國大哥也會東張西望看有沒有人要上車，

每次下車時更會貼心提醒乘客「東西都拿了嗎？」因其熱情、 

貼心的服務，成為學生們口耳相傳的「禮貌司機」。 

 有學生分享，有次為了趕課，遠遠看到校巴拔腿狂奔，擔心

搭不上車，結果看到司機是松國大哥，頓時安心多了。 

 不少清華生為了感謝松國大哥多年的陪伴，在畢業前特別製

作卡片感謝：「每次您親切的問候，就覺得今天是幸運的開始」、

「短短的車程很溫暖，謝謝您！」、「松國熟悉的問候，是搭校

車美好的回憶！」也有學生在網路 PO文感謝松國大哥，引起

清華師生熱烈迴響，表示「搭到他的車一整天心情都會很好！」 

 對於校內師生的愛戴，松國大哥謙虛道「這只是當司機的本

分」，喜歡與人接觸的他說，在清華服務多年，覺得清華師生

都很好，每天都工作都覺得很有收穫。希望能將快樂活力帶給

每位搭車的乘客，看到乘客開心，自己也覺得很開心，第一次

收到學生手做的卡片，覺得「超興奮！」真的是很棒的體驗。

  
清華大學賀陳弘校長(右 2)特別感謝松國大哥(左 2)對校內師生的用心

與付出。 
清華生為了感謝松國大哥多年的陪伴，特別製作卡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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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化學系韓建中教授、化工系衛子健助理教授、動機系蔡宏營教授、電機系洪毓玨副

教授、中文系楊佳嫻助理教授、醫科系莊永仁教授、語言中心黃嘉瑜約聘講師、語

言中心張瀞文約聘講師、醫環系葉秩光教授、服科所雷松亞(Soumya Ray)助理教授、

科法所黃忠正副教授、師培中心徐憶萍副教授、體育室施惠方講師榮獲 103學年度

傑出教學獎 

  

賀 動機系李國賓教授之微流體產學技術聯盟第 2年期再度榮獲科技部績優產學小聯盟 

  

賀 資應所博士班徐浩軒同學榮獲 GCCCE 最佳學生論文獎(指導教授：楊叔卿教授) 

  

賀 動機系劉承賢教授帶領兩位研究生與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內科醫生團隊合作，利用微

系統晶片探討肺纖維化與氣喘成因，成果刊登於過敏醫學(Allergy)專業領域排名第

一的期刊(SCI Impact Factor: 11.24)(論文刊登 2015 年 5 月) 

  

賀 材料系管敏心同(指導教授：簡朝和教授)參加台灣陶瓷學會年會論文比賽榮獲學士

論文組第一名 

  

賀 材料系李誠範同學(指導教授：簡朝和教授)參加台灣陶瓷學會年會論文比賽榮獲碩

士論文組第二名 

  

賀 工工系呂尚鴻同學(指教教授：廖崇碩教授)榮獲「第 32 屆組合數學與計算理論研討

會」最佳論文獎(Best Paper Award) 

  

賀 資工系張業正、王柏堯、張明揚同學獲旺宏金矽獎 

 

 

《秘書處》 
 各受贈單位承辦人收受捐款，致謝與收據開立流程說明簡報 

參考網址：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HVkLndlYi5udGh1LmVkdS50dy9l

emZpbGVzLzY3NS8xNjc1L2ltZy8xNzA5L05vdGVvZkRvbmF0aW9uLnBwdHg=&b=DGHEAW/c%25d1023775260016063/vfghy/

26099120496226/DFGBB14056-16 

 

《教務處》 
 上網填寫教學意見調查，送梅貽琦校長教育名言精美吸水杯墊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88406.php?Lang=zh-tw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HVkLndlYi5udGh1LmVkdS50dy9lemZpbGVzLzY3NS8xNjc1L2ltZy8xNzA5L05vdGVvZkRvbmF0aW9uLnBwdHg=&b=DGHEAW/c%25d1023775260016063/vfghy/26099120496226/DFGBB14056-16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HVkLndlYi5udGh1LmVkdS50dy9lemZpbGVzLzY3NS8xNjc1L2ltZy8xNzA5L05vdGVvZkRvbmF0aW9uLnBwdHg=&b=DGHEAW/c%25d1023775260016063/vfghy/26099120496226/DFGBB14056-16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HVkLndlYi5udGh1LmVkdS50dy9lemZpbGVzLzY3NS8xNjc1L2ltZy8xNzA5L05vdGVvZkRvbmF0aW9uLnBwdHg=&b=DGHEAW/c%25d1023775260016063/vfghy/26099120496226/DFGBB14056-16
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88406.php?Lang=zh-tw


 

 

 

 增強英文實力好機會來囉！快來加入寫作中心暑期英文短期研習課程吧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84 

 

 死背下來的文章無法打動人心！寫作中心推出「學測國文引導寫作班」帶領掌握閱讀方

法並熟悉四大書寫類型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83 

 

 寫作中心推出暑期高中「中文自傳與讀書計畫寫作班」讓您展現獨一無二的自己，打造

屬於自己的學習計畫與自傳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85 

 

 【分享是最偉大的學習】募集您的學習筆記共同創造一個分享知識庫！盼您的熱情參與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19 

 

 NTHU 中西文化交流營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88464,r1275-1.php 

 

 弘光科技大學舉辦「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教學實務升等工作坊(二)」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5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辦理「全民英檢英語教師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4 

 

 實踐大學舉辦「業師系列專題演講」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9 

 

 長庚科技大學舉辦研習會「實證照護──從研究成果到臨床實務的落實」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8 

 

 明新科技大學辦理「BE企業倫理認證」教師監評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舉辦「學生學習社群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6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舉辦「跨境電商實務種子師資」培訓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63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84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83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JpdGluZy53d2xjLm50aHUuZWR1LnR3L3dyaXRjZW50L21haW4vdmlld25ld3MvNTg1&b=DGHEFW/c%d1023775259016064/vfghy/26099118527407/DFGBW03032-13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JpdGluZy53d2xjLm50aHUuZWR1LnR3L3dyaXRjZW50L21haW4vdmlld25ld3MvNTg1&b=DGHEFW/c%d1023775259016064/vfghy/26099118527407/DFGBW03032-13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85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19
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88464,r1275-1.php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5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4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9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8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7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56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63


 

 

 

 逢甲大學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舉辦從特色領航展望 107 新課綱-大學高中共創優質精

進新未來」成果論壇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62 

 

 輔仁大學醫學院舉辦「International PBL Meeting」活動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61’ 

 

《學務處》 
 104學年華齋重大訊息說明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8589,r2223-1.php 

 

 函轉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韌世代獎助學金」相關

資料 1份，請同學於 9月 22日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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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第四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 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47,r2469-1.php 

 

 104年度客語能力中級暨中高級認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98,r2469-1.php 

 

 資訊工業策進會「2015倫敦設計節文化見學行」免費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01,r2469-1.php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辦理「2015 綠色創新會議展覽競標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54,r2469-1.php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辦理「創新教材設計及教育方法」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57,r2469-1.php 

 

 

 政治大學辦理「innoBomb!社會創新創業行動──社會創新創業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59,r2469-1.php 

 

 政治大學辦理「2015 暑期歐洲聯盟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60,r2469-1.php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62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61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8589,r2223-1.php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47,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98,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01,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54,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57,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59,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60,r2469-1.php


 

 

 中興大學辦理「2015 年興大英語暑期學校(2015 NCHU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62,r2469-1.php 

 

 104年度舉辦之國際體育運動賽事一覽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94,r2469-1.php 

 

 暑期陽光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95,r2469-1.php 

 

 法鼓文理學院辦理「青年創業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20,r2469-1.php 

 

 屏東大學舉辦「菁英領袖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21,r2469-1.php 

 

 第二屆 FORMOSA 國際扯鈴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37,r2469-1.php 

 

 「全國大專乙組網球聯賽」(原東正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39,r2469-1.php 

 

 第四屆成大盃桌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40,r2469-1.php 

 

 第 11屆政大盃橋藝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54,r2469-1.php 

 

 中職棒球女孩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74,r2469-1.php 

 

 教育部「教育 e 論壇」粉絲專頁舉辦「青年全球移動力經驗調查」之「填問卷抽好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709,r2469-1.php 

 

《總務處》 
 104宿舍搬遷開放機車入校搬運時間公布嘍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71535,r51-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62,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94,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595,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20,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21,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37,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39,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40,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54,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674,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709,r2469-1.php
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71535,r51-1.php


 

 

 

 有關女性專家學者比率偏低甚或無人推薦情形，請本校各單位踴躍推薦適當人選，以提

升政府採購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女性專家學者比率 

參考網址：http://purchase.web.nthu.edu.tw/files/14-1029-88473,r88-1.php 

 

 停電通知：6月 19日早上 8點起至 6 月 21日晚上 10點止，提早完成則提早恢復供電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8659,r992-1.php 

 

《研發處》 
 轉發訊息【AppUniverz 創業幫執秘接班人計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bd0937f-943d-45ec-9891-6d8806de848f&c=menu041 

 

 台灣照明學會 104年度照明金質獎自即日起至 7月 31日止受理(推薦)報名，敬請踴躍

參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6 

 

 教育部函轉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徵求 105年補助研究計畫案」7月 20日截

止辦理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7 

 

 2015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315b333-980b-4189-aab9-b41835166f6e&c=menu041 

 

 林口長庚醫院、長庚大學與國立清華大學 104年度學術研究成果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8572,c2706-1.php 

 

 2015年榮總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合作研究第 11期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2015vghust.tw/ 

 

 105年榮總台灣聯合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自 6月 15日起接受申請，7 月 15截止收件，

逾期不予受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7978,c2617-1.php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發佈施行「植物檢疫物輸入隔離檢疫作業辦法」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show.php?op=showContent&id=18566 

http://purchase.web.nthu.edu.tw/files/14-1029-88473,r88-1.php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8659,r992-1.php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bd0937f-943d-45ec-9891-6d8806de848f&c=menu0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6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7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315b333-980b-4189-aab9-b41835166f6e&c=menu041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8572,c2706-1.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MjAxNXZnaHVzdC50dy8=&b=DGHEDW/c%d1023775258016063/vfghy/26099117537101/DFGBB14632-07
http://2015vghust.tw/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7978,c2617-1.php
http://infonet.et.nthu.edu.tw/show.php?op=showContent&id=18566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發佈「特定植物或植物產品輸入核准辦法」修正名稱為「特定植

物檢疫物及物品輸入核准辦法」並修正條文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show.php?op=showContent&id=18569 

 

 申請科技部 104 年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本校收件至 6 月 18日下午 5 時截止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030cf64-a097-474f-8996-9b46c01b4817&c=menu04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104 年度「物聯網感測器專案」夥伴徵求，研提計畫構想書至

6月 23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9 

 

 教育部來函轉知建置「大專校院高等教育人力躍升培訓及媒合平臺」事宜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b5b24b9-741d-4ed6-bec5-8e0fca2ef844&c=menu041 

 

 健行科技大學「智財實務研習營」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653c41a-0ac4-4fd2-8c52-06c1831c1807&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2015 假日接待家庭開始招募！Host Family wanted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4&lang=big5 

 

 重慶大學海峽兩岸大學生三峽文化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7&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香港城市大學續簽學術合約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9&lang=big5 

 

 美國查塔姆大學短期進修課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8&lang=big5 

 

 廣州暨南大學 2015 年「粵台學子中華情」暑期交流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64&lang=big5 

 

http://infonet.et.nthu.edu.tw/show.php?op=showContent&id=18569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030cf64-a097-474f-8996-9b46c01b4817&c=menu0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9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b5b24b9-741d-4ed6-bec5-8e0fca2ef844&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653c41a-0ac4-4fd2-8c52-06c1831c1807&c=menu041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4&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7&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9&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64&lang=big5


 

 

 美國留學講座 :從臺灣到華大(From Taiwan to WUST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65&lang=big5 

 

 法國 UTT 校方的英語課程及實習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62&lang=big5 

 

《計通中心》 
 [緊急通知]社交工程演練計畫開始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88629,r791-1.php 

 

《圖書館》 
 即日起至 6月 26日考試期間將實施物品佔閱覽席位予以違規記點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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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讀區考試期間(即日起至 6 月 26 日)延長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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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6月 26日考試期間總圖書館閱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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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馬參加「Wiley Online Library」資料庫之「Light up your knowledge」線上有獎

徵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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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104年外交領事及外交行政、民航、稅務、原住民族特考，定於 6月 9 日至 18日受理

網路報名，有意報考之民眾，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518,r875-1.php 

 

 考選部檢送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應試科目命題大綱乙份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519,r3174-1.php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為辦理本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含)以上甄選，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608,r875-1.php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65&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62&lang=big5
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88629,r791-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3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518,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519,r3174-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608,r875-1.php


 

 

 有關行政院重申「行政院院本部與各機關(構)借調人員遴選考核作業要點」第 3點規定

一案，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607,r3174-1.php 

 

《主計室》 
 特別提醒：本年度第一次結算收回為 6月底，執行率應達 40%，請各單位儘速規劃執行，

俾利執行率之達成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88497,r1160-1.php 

 

《工學院》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8 月 28日申請截止)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88507,r1494-1.php 

 

 103學年度暑修課程選修通知 

參考網址：http://iem.web.nthu.edu.tw/files/14-1268-88484,r5210-1.php 

 

《電機資訊學院》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104 年延攬大學院校優秀學生獎助金」，6月 30 日前備妥相關資

料逕寄中科院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88592,r338-1.php 

 

《人文社會學院》 
 人社院 543時間(第五次)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8587,r2733-1.php 

 

《生命科學院》 
 生科院研究生學術研討會──海報競賽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62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獎勵大學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219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607,r3174-1.php
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88497,r1160-1.php
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88507,r1494-1.php
http://iem.web.nthu.edu.tw/files/14-1268-88484,r5210-1.php
http://iem.web.nthu.edu.tw/files/14-1268-88484,r5210-1.php
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88592,r338-1.php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8587,r2733-1.php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62
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219


 

 

《原子科學院》 
 103學年度原科院畢業禮讚暨傑出校友表揚活動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88500,r2285-1.php 

 

 核工所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邀請陳春生大法官開授「NES 511000 原子能法專題」，歡迎

全校同學選修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482 

 

《共教會》 
 國立清華大學 104年暑期營隊活動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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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體育室 104 年暑期訓練班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實驗中學進行校隊例行練習，羽球場部份場地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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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民科技公司舉辦三對三鬥牛大賽，體育館二樓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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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詠科技舉辦企業壘球賽，棒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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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導公司進行員工籃球訓練，體育館二樓部分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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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88500,r2285-1.php
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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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啟示與警世】林珮淳個展 

 

林珮淳教授所主持的「數位藝術實驗室」於 2001年成立於國立台

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 (2011年將改名為新媒體藝術

所)，企圖整合校內外資源，以課程、展覽、表演、工作坊、研討會、

國際交流與競賽等方式，鼓勵學生投入數位藝術的研究與實驗創作，

透過多元的數位媒材與手法如電腦動畫、錄像藝術、互動裝置藝術、

網路藝術、新媒體公共藝術、互動多媒體舞蹈之跨領域創作等進行實

驗創作，提出具時代性的數位美學與創作觀，成為台灣數位藝術領域

重要的實驗室之一，本實驗室的成就也收錄於葉謹睿的「數位藝術美

學」、林珮淳「台灣數位藝術 e檔案」、邱誌勇「關鍵論述與在地實踐：

在地脈絡化下的新媒體藝術」以及王柏偉「新媒體展演藝術創意構想

及其與文化內涵之關係研究」等。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6月 17日。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3

9,r11-1.php。 

 

【那百分之一的白色名】李瑾怡個展 

 

那百分之一的白色名 

是這次展覽名稱 

意思是我用一百分的白 

去襯托那很重比例的藍綠 

然後 畫布有了自己空間 

有了自己的名字 

它說風景如何不怎重要 

重要的是你學會了走下一步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6月 24日。 

2. 地 點：旺宏館藝術創意空間。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1

9,r11-1.php。 



 

 

【書藝．殊異】郭家彤個展 

 

蘇軾之書論有云「楷如立，行如趨，草如奔。」 

宋徽宗的傲骨、王羲之的豪邁、褚遂良的典雅 

不同的字體除了帶給你不同的心境 

還帶給你一段時空旅行 

唐朝的華麗溫潤以及宋朝的坎坷艱辛 

在字體上表露無遺 

字體的書藝 

其實就藏在歷史的殊異 

值得我們一起細細品嘗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6月 24日。 

2. 地 點：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32,r11-1.

php。  

 

《演講資訊》 

第十一屆論文研究計畫暨田野心得發表會 

 

說明： 

1. 發 表 人：論文計畫─宋正馨、吳孟穎。 

田野心得─王舜薇、杜嘉佳、陳虹如、林群芳、 

鍾函靜、鄭培宏、林語桐。 

2. 時 間：6月 12日，上午 10點至下午 4點。 

3. 地 點：人社院 C203。 

4. 參考網址：

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88015,r11-1.p

hp。 

 



 

 

大學三角ㄌ一ㄢˋ 愛情 X社團 XTime 

 

說明： 

1. 講 者：張志成老師。 

2. 時 間：6月 11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8室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accupass.com/go/triangle。 

 

 

新竹教育大學併校案──人社院座談會 

 

說明： 

1. 校方代表：賀陳弘校長、周懷樸副校長、戴念華教務長。 

2. 時 間：6月 10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8210,r2733-1

.php。 

 

 



 

 

報刊研究視野下的香港文學──從幾個案例談起 

說明： 

1. 講 者：樊善標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2. 時 間：6月 12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A309。 

4. 參考網址：http://gpts.web.nthu.edu.tw/files/14-1202-88543,r2150-1.php。 

 

在香港「讀中文」──一個中文系學生、教師的香港身份反思 

說明： 

1. 講 者：樊善標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2. 時 間：6月 13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A309。 

4. 參考網址：http://gpts.web.nthu.edu.tw/files/14-1202-88543,r2150-1.php。 

 

食安與健康：從食安新聞事件談起 

說明： 

1. 講 者：楊振昌醫師／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究所所長兼臺北榮總內科部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主任。 

2. 時 間：6月 10日，晚上 7點。 

3. 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245教室。 

 

【學習系列講座 Part4】右眼看壯闊波瀾，左眼看澹泊汪洋 

說明： 

1. 講 者：王浩一／知名作家。 

2. 時 間：6月 11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29。 

 

戰後臺灣護理發展的政治面向 

說明： 

1. 講 者：蕭雅宏。 

2. 時 間：6月 9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人社院 A302研討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88331,r3414-1.php。 



 

 

【數學系傑出校友專題演講】From Math to Mars 

說明： 

1. 講 者：嚴正博士／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2. 時 間：6月 9日，下 2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國立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75。 

 

【化學系專題演講】From Water and Carbon Dioxide to Solar Fuels Using Rust 

and Dirt 

說明： 

1. 講 者：Prof. Dunwei Wang／Department of Chemistry Boston College。 

2. 時 間：6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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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Fully Biodegradable,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s 

說明： 

1. 講 者：王潔教授／清大化工系。 

2. 時 間：6月 10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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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Aryl Azide Photochemistry and Utilization of a side 

Reac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Magne Olav Sydnes／University of Stavanger, Norway。 

2. 時 間：6月 11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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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專題演講】Search for new particles in boosted diboson events at CMS 

說明： 

1. 講 者：余欣珊教授／中央大學物理系。 

2. 時 間：6月 17日，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物理館 019 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nthu.edu.tw/~colloquium/Colloquium2015S.htm。 

 

【動機系專題演講】Thermal Transport under Mixed Convection Conditions 

說明： 

1. 講 者：林昭安系主任。 

2. 時 間：6月 17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301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app/news.php?Sn=1073。 

 

【動機系專題演講】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Electrical Biosensing 

說明： 

1. 講 者：劉怡劭技術副理／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2. 時 間：6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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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