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生科院生物資源保種研究中心揭幕暨侯金堆講座頒獎典禮 

 本校於 5月 28日上午，舉辦侯金堆講座頒獎典禮及生命科

學院生物資源保種研究中心揭幕儀式。當日，並與「辜嚴倬雲

植物保種中心」及「臺北市立動物園」簽訂保育合作備忘錄，

共同推展野生動植物及環境教育理念。 

賀陳校長表示，在生科院「雙喜臨門」的特別日子裡，首先要

恭喜李家維教授，因為傑出的學研及服務成果，榮膺「侯金堆

講座」；也要感謝徐清祥董事長賢伉儷的經費支持，生物資源

保種研究中心的揭幕、方舟計畫啟航，對於清華而言，意義非

凡。未來，相信在江院長帶領及全院團隊共同努力下，將增進

生科院研究能量，拓展產學合作計畫，紮根生命科學教育，發

揚生物科技創新精神。 

生科院「生物資源保種研究中心」，係由江安世院長推動，並

獲得校方及產學界好友的支持與贊助，未來將以學術性之物種

典藏、照管、保種與交換；人才交流與專業技術建構；保育繁

殖、研究與教育合作；永續經營管理與保育行銷實務分享等範

疇，共同推展野生動植物及環境教育理念，本校保種中心與辜

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臺北市立動物園的合作，將為生物多樣

性保育、研究與教育發展，樹立重要里程碑。 

「生物資源保種研究中心」展示區，位在本校生科院生命科學

二館大廳及中庭，中心主任李家維教授除展示近百種鳳梨科的

特殊熱帶植物，同時也在此打造可呈現清大生科院教授創新研

發成果及特有收藏的玻璃櫥窗。目前櫥窗的收藏品包括李家維

教授提供的 45億年前的隕石、38億年前亞洲最古老的石頭、

難得一見的恐龍羽毛化石、尼安德塔人的頭骨標本模型，還有

永安船務副總經理陳俊秀先生於 2011年捐贈清華，堪稱博物

館級的甲蟲標本，以及黃一農院士捐贈整套世界上最早關注科

學的期刊-「英國皇家學會會刊」，這也是清華大學最古老的書

籍典藏之一。 

「侯金堆講座」是本校名譽博士、東和鋼鐵公司侯貞雄董事長，

為了幫助清華延攬、留任一流人才，提升教學與研究品質，所

捐贈設立。李家維教授 1985年進入本校生命科學系服務，教

學卓越，榮獲三次校傑出教學獎，2006年獲聘本校特聘教授。

其研究成果出類拔萃，在 Science及 Nature等期刊發表多篇

論文，在校外服務成效卓越、饒富聲譽，對於推動科普教育更

是不遺餘力，對清華、對社會，卓具貢獻。 

 

 

  

本校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保種研究中心（左，江安世院長代

表）、辜嚴倬雲植物保種中心（中，李家維教授代表）與台北市

立動物園（右，金仕謙園長代表）簽訂保育合作意向書。 

賀陳弘校長頒授侯金堆講座教授聘書予李家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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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資工系周宣明同學榮獲 2015 TSIA博士研究生半導體獎(指導教授：張士杰) 

 

《秘書處》 
 本校創校 105週年暨在台建校 60週年標章及精神口號評選結果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show.php?op=showContent&id=18547 

 

《教務處》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研習營開始報名囉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47 

 

 家中有正面臨學測考驗的寶貝嗎？本校寫作中心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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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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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國立清華大學華語中心夏令營活動「中西文化體驗營」熱烈招生中，即日起受理

報名，名額有限 

參考網址：http://clc982.wix.com/msc2015science 

 

 

《學務處》 
 

 104學年度第 1 學期(舊生)學雜費減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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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組有乙批二手的涼被、枕頭、床墊，想要提供給有需要的同學，若有需要，請於 6

月 10日前至一區服務中心(義齋)選取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8215,r1538-1.php 

 

 103年暑期床位表及 104 學年床位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8283,r153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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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暑期住宿繳費作業說明(6月 12日至 6月 15日)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7684,r1538-1.php 

 

 即日起至 6月 10日進行文齋周邊、靜齋北側及東南側圍牆暨擋土設施改善工程 

說明： 

1. 現場負責人：林先生 0932177170。 

2. 參 考 網 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8181,r2223-1.php。 

 

 社團廣告手冊招募編輯小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183,r3455-1.php 

 

 104學年度新成立社團核定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223,r3455-1.php 

 

 清大熱舞社期末大型成發《時線》，6 月 5 日晚上 7 點於大禮堂免費入場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pdc 

 

 新竹市企業經理協進會舉辦 2015年企業免費參訪活動，歡迎同學於 6 月 5日前踴躍報

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09,r3455-1.php 

 

 「勇敢做自己 圓夢計劃」網路活動徵件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191,r2469-1.php 

 

 大夢計劃──獨木舟東台制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193,r2469-1.php 

 

 2015 summer school 夏日學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192,r2469-1.php 

 

 「104年岸海聯合演習(海安八號)」世界海洋日親海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195,r2469-1.php 

 

 壽山國家自然公園 Youth Camp：山林之美──自然美學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197,r2469-1.php 

 

 立法院舉辦「青年國會研習營(初級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200,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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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旭硝子集團日語簡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202,r2469-1.php 

 

 第八屆全國大專盃創業競賽決賽觀摩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203,r2469-1.php 

 

 第五屆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273,r2469-1.php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二屆校園創業競賽」及創新創業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291,r2469-1.php 

 

 苗栗兒福聯盟 Heavy black heart 小太陽志工隊 Heavy black heart 熱情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18,r2469-1.php 

 

 2015滬台青年夏令營(校內報名截止日至 6月 7日中午 12 點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19,r2469-1.php 

 

 台灣金融研訓院辦理「校園證券投資研習競賽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20,r2469-1.php 

 

 青年環保菁英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21,r2469-1.php 

 

 客家青年領袖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22,r2469-1.php 

 

 【食宿免費】移民署舉辦「104年新住民二代青年人才培育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424,r2469-1.php 

 

《總務處》 
 自強樓教職員餐廳於 5月 25日重新開幕營業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8166,r127-1.php 

 

 104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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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1-88177,r12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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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行動電話通信費處理原則補充規定」(教育部 104年 5月 11日同意備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8207,r127-1.php 

 

 有關本校共同管道用戶端接管工程說明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8297,r992-1.php 

 

 清華大學 ⇔ 高鐵新竹站間往返搭乘資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8372,r127-1.php 

 

 清齋十樓會館於 5月 11 日開始營運，歡迎入住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8380,r127-1.php 

 

《研發處》 
 前進矽谷，實現夢想。科技部鏈結矽谷計畫「台灣創新創業中心選拔新創團隊赴矽谷」

選拔辦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7bcc653-6eb7-4cbc-84db-1201a63d7af2&c=menu041 

 

 「季風亞洲東南亞的過去與現在」國際研討會暨 2015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

討會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cseas2015/home 

 

 2015HackNTU 第三屆臺大黑客松，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7月 14 日止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c7049b1-838f-4969-98cf-45d60736720b&c=menu041 

 

 轉知：6月 25 日台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辦理「104 年度臺大暨北區聯盟研究倫理教育訓

練(一)」，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88065,r3516-1.php 

 

 科技部前瞻司「政府巨量資料應用研究試辦計畫」，請於 6月 1日下午 5點前提送構想

書紙本和光碟至計畫管理組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55 

 

 科技部與原能會共同推動 105 年度「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自即日起公開徵

求計畫構想書，至 6 月 3 日下午 5點截止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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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54 

 

 科技部公開徵求 105 年度「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計畫書，請詳閱公告

內容，並請協助於 8 月 13 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65 

 

 科技部 103年度「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自即日起至 7 月 28日(科技部截止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64 

 

 國立清華大學 2016 年與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47 

 

《全球事務處》 
 科技部「105年度中歐國家科學院國際合作人員交流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0&lang=big5 

 

 科技部「2016年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雙邊人員交流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49&lang=big5 

 

 吉林大學北國風情暑期研習營──專題學術交流工作坊資訊營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1&lang=big5 

 

 104學年度暑期實習生(6 月 29日至 9月 11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3&lang=big5 

 

《計通中心》 
 【填問卷抽獎】敬邀本校教職員工生上網填寫校園網路與校園授權軟體服務品質問卷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50520_01 

 

《圖書館》 
 圖書館公告三個月未領回之失物開放領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6月 8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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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54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6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64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47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49&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1&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53&lang=big5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V0Lm50aHUuZWR1LnR3LzIwMDkvbWFpbGluZzphbm5vdW5jZW1lbnQ6MjAxNTA1MjBfMDE=&b=DGHEFW/c%d1023775181016064/vfghy/26099040517343/DFGBB14311-14
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50520_0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3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全臺詩博覽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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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日起至 6月 7 日，清大環境月「改變 X 生活」主題書展@知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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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展選片小戲院 | 看見台灣 @清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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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社分館於 6月 4日、5 日進行內部玻璃窗框擦拭及空調出風口清洗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71 

 

 「填問卷，送好禮！」學習資源服務平台研究資源需求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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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逗陣作伙參加「ScienceDirect 資料庫—商管類回溯期刊推廣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76 

 

 新增試用資料庫「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Grolier Online」及「台灣雲端書

庫」3種，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75 

 

 新增試用資料庫「傳記文學知識庫」及「東方雜誌資料庫」2 種，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74 

 

《人事室》 
 為確保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實施品質，一般健康檢查得於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

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實施之，並溯自民國 104年 1月 1 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189,r875-1.php 

 

 「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 6

條、第 38條，業經勞動部於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1日以勞動發管字第 10405050451 號

令修正發布施行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212,r3174-1.php 

 

 勞動部主管「雇主聘僱外國專業人員申請案件網路申辦實施計畫」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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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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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_direct_link.php?see=1676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7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74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189,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212,r3174-1.php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213,r3174-1.php 

 

 內政部電子戶籍謄本之使用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8151.php 

 

 義守大學訂於 6 月 24日辦理「教師技術升等經驗分享」專題講座，敬邀本校教師踴躍

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299,r875-1.php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各分局 104年聯合舉辦「幸福防檢．鳥語花

香」未婚聯誼活動，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8328.php 

 

《理學院》 
 103學年度沈昭亮教授紀念獎學金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562 

 

《工學院》 
 103學年暑修課程：從精實生產到精實醫療、政府及非政府組織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8165,r2714-1.php 

 

 2015 Computex 台北國際電腦展高峰論壇 「雲端跨界‧智慧物聯」──軟硬整合關鍵

下一步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8238,r2714-1.php 

 

《人文社會學院》 
 意識現象學工作坊系列活動「語言與心靈」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8319,r4275-1.php 

 

 【愛丁堡大學】Travel and Adventure in Modern China’s Literar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8217,r11-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213,r3174-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81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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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8238,r2714-1.php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8319,r4275-1.php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8217,r11-1.php


 

 

《共教會》 
 男籃校隊舉辦聯盟賽，體育館二樓部分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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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舉辦第一屆泡泡足球大賽，體育館二樓部分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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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舉辦數學系運動會，羽球場部分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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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舉辦壘球運動會，棒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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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協辦 104 年度第五屆台聯大教職員工網球邀請賽，網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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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舉辦華數盃排球賽，體育館二樓部分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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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科系舉辦系運會，部份場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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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科技部~【阿公阿媽也瘋科學】生活科學創意競賽活動(免費) 

參考網址：http://edu.tcfst.org.tw/edm/grandparents/04Q3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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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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話說清華──新竹清華知多少？ 

 

說明： 

1. 講 者：陳力俊院士／前校長。 

2. 時 間：6月 1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旺宏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

_list_valid_LRC.php?see=1。 

 



 

 

前進東南亞：台灣的視角與契機 

 

說明： 

1. 講 者：宋鎮照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經 

所教授、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 

2. 時 間：6月 1日，下午 1點 20至 3點 10分。 

3. 地 點：清大旺宏館 243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87490,r40

68-1.php。 

 

 

 

【生涯規劃──名人演講】畢業了，然後呢？ 

 

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勇於創造自己的不可能！ 

如何面對並解決畢業＝失業的徬徨與無奈？ 

看了別人創業成功，在猶豫自己要不要創業嗎？ 

覺得自己ㄧ直懷才不遇，想找到更大的舞台嗎？ 

李文民成功就業、創業後，無私的分享自身經驗，希望讓每個初出

社會的你，不再惶恐，找對自己的路，成為快樂踏實的社會新鮮人！ 

讓你學會如何提升「心」實力、學習「鮮」實力、經營「人」實力，

讓態度、創新、人脈幫你建立無可取代的人生高度！ 

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勇於創造自己的不可能！ 

 

說明： 

1. 講 者：李文民。 

2. 時 間：6月 2日，晚上 6點 30分。 

3. 地 點：工一館 107室。 

4. 參考網址： 

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87520,r772

-1.php。 

 

 

 



 

 

走進漢賦的世界──從揚雄<甘泉賦>談起 

 

說明： 

1. 講 者：吳旻旻／臺大中文系副教授。 

2. 時 間：6月 5日，上午 10點 10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509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8248,r2648-

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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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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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清大化學博士職場經歷分享 

說明： 

1. 講 者：魯才德教授／中原大學化學系、宋怡樺／友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 時 間：6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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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Algebraic vortex spirals in 2d incompressible Euler 

說明： 

1. 講 者：Prof. Volker Elling／University of Michigan。 

2. 時 間：6月 1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綜三館 R63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72。 



 

 

【動機系專題演講】回首清華──凡人的動機五四三 

說明： 

1. 講 者：王安邦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2. 時 間：6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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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科系專題演講】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in Life Science  

說明： 

1. 講 者：張七鳳博士／中研院。 

2. 時 間：6月 3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NE69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88411,r1602-1.php。 

 

【統計所專題演講】Data Mechanics and integrative pattern inferences in 

complex systems: an overview 

說明： 

1. 講 者：謝復興教授／Dept. of Statistics, U. of California, Davis。 

2. 時 間：6月 5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88116,r585-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