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弓弦交響  國際大師林昭亮小提琴協奏曲音樂會 

 仲夏夜晚，當客家跨界音樂與西洋音樂相遇，會激盪出什麼

樣的火花?而專注凝神的室內音樂饗宴與輕鬆自在的戶外草地

音樂會，又如何各領風情呢? 

 5月 17日晚上，在本校大禮堂，由國際小提琴獨奏大師林昭

亮，偕同高徒林士凱獨奏家，在新竹教育大學音樂系教授管弦

樂團擔綱協奏下，為新竹市民及學子們，帶來一場國際級的音

樂饗宴。演奏曲目包括台灣民謠《丟丟銅仔》、《莫札特小提琴

協奏曲第一號》降 B大調、《莫札特小提琴協奏曲第五號》A大

調、《巴赫雙小提琴協奏曲》，以及蘇凡凌作曲家的兩首客家跨

界新作《舞獅》、《女媧補天》等。 

 不只室內座無虛席，同步轉播的大草坪星光場，也聚集大批

市民。現場由新竹市政府架設 600吋大螢幕，並聘請專業導聆

曲目；清風徐徐，配搭著旺宏館的溫暖燈光投影，加上點點落

下的優美音符，令人不禁陶然其中。參與的市民黃小姐說，有

了小孩後，參加音樂會成了奢望。不過，校園開闊的環境，讓

大家自由自在、不拘束地在音樂裡逍遙。草坪上很多人裝備齊

全，餐具、座椅、野餐墊，一應俱全；隨處走逛，有人獨自坐

在 smile咖啡廳前的戶外座椅上沉浸；也有人帶著筆電，坐在

圖書館前的空地邊聽音樂邊打電腦；更有三三兩兩的好友，在

樹旁一起聊天聽音樂……，真是個美妙的夜晚！ 

 小提琴大師林昭亮，集天份、技巧、音樂素養於一身，曾獲

多項國際大獎，是台灣之光，也是樂壇典範，演出足蹟遍全球，

是當今世界最傑出的小提琴家之一。這場別開生面的音樂會，

是由新竹教育大學、新竹市政府及本校共同主辦，林昭亮大師

除親自指揮，並同時拉奏小提琴，展現高超深厚的功力與技巧。

出身客家子弟、長年旅居國外的他，童年時光就在新竹渡過，

對於故鄉有份親切感，也用完美琴音來回饋家鄉。他說，小時

候家住成功湖對岸的光明新村，常騎著腳踏車環著成功湖跑，

如果要走路看他的老家的話，五分鐘就可以到，所以倍感親切，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替來賓們演奏。 

 聆聽大師演奏，現場如癡如醉，最後在全場激情熱烈的掌聲

中，林昭亮大師與高徒林士凱聯手帶來熱力十足的經典探戈舞

曲 Libertango，在二把小提琴高超精準的攻防的對話中，琴弦

豐富的感染力，發揮極致，同時把觀眾情緒拉到最高點，也為

仲夏音樂會，畫下一個意猶未盡、回味無窮的句點。 

  
林昭亮大師與高徒林士凱獨奏家合奏 Libertango。 大草坪聚集許多聽眾一同欣賞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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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教育部編制《翻轉吧! 乖乖牌! 看見性別新視界》電子書，歡迎閱覽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87845,r805-1.php 

 

《教務處》 
 104學年度行事曆修正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87885,r1504-1.php 

 

 104學年度轉系、所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88066,r219-1.php 

 

 103學年度暑期學生讀書會開始申請了！6月 8日晚上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38 

 

 「清華大學第二屆全校簡報大賽」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95 

 

 第 55期高教評鑑雙月刊資訊 

參考網址：http://class.web.nthu.edu.tw/files/14-1669-87784,r11-1.php 

 

 104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88010,r219-1.php 

 

 第 33期外語進修班資訊將於 6月中旬公告，敬請期待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9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辦理夥伴學校行政方案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 php?mode=data&id=142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辦「新師興學講堂──從『新』開始 ，『磨』出升等之路」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26 

 

 教育部辦理「104 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工作坊──你不可不知的磨課密技大公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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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函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赴海外擔任志工或留遊學學生，出國前應準備之健康防

護措施及體檢建議資訊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87776,r1204-1.php 

 

 課指組場地年度停電檢測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073,r3455-1.php 

 

 5月份社團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73,r3455-1.php 

 

 清華營開始報名囉(6 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964,r3455-1.php 

 

 第七屆傑出導師頒獎會議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87334,r728-1.php 

 

 [大學部舊生]大學部暑期床位表，此床位若未於 6 月 12 日至 6月 15日完成繳費手續則

視同放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7952,r1538-1.php 

 

 清華大學學生宿舍臨時卡借用規則將於 9 月 1日正式實施，凡借用學生宿舍門禁卡請遵

循本借用規則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8060,r1538-1.php 

 

 【世界公民文化協會】有任務的旅行＿紀錄片首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095,r3455-1.php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應用 UCAN於職涯課程教學設計工作坊」報名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87869,r1198-1.php 

 

 104年度客語能力認證 數位化初級考試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80,r2469-1.php 

 

 東南科技大學「2015 全國微細製造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83,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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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舉辦「2015 臺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849,r2469-1.php 

 

 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暑期課程「飛行概論與超輕體驗飛行」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850,r2469-1.php 

 

 104年暑期大專青年假期巡迴演唱服務講習會實施要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852,r2469-1.php 

 

 「創意發明夏令營」與「創意發明與專利種子教師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854,r2469-1.php 

 

 「2015年韓國青年交流大會」及「2015年青年志工文化交流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853,r2469-1.php 

 

 AIESEC青年影響力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895,r2469-1.php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2015 年兩岸青少年紅十字人道之旅」活動員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928,r2469-1.php 

 

 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辦理「2015 海峽兩岸大學生社團領袖交流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930,r2469-1.php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辦理「兩岸 ING」節目之「陸生上課有感」徵文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931,r2469-1.php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慢速壘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968,r2469-1.php 

 

 新竹市 104年度主委盃國武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993,r2469-1.php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辦理「青年大聲公」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041,r2469-1.php 

 

 環境保護署辦理「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061,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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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轉知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宣導 103 年綜合所得稅事項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 edu.tw/files/14-1019-88037,r47-1.php 

 

 停電通知修正第二版(定期年度大保養停電，各單位再無問題確定後將再發確定版及發

校內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8068,r992-1.php 

 

《研發處》 
 歡迎踴躍參加「生技產業論壇」暨「生技產業校園徵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09359f6-df0d-4d3d-b700-a92647ebd041&c=menu041 

 

 轉知教育部辦理「高階人才躍升發展方案」(草案)分區說明會相關訊息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5932780-8e01-497d-94f8-0c8976ce3b36&c=menu041 

 

 重要通知：修正本校補助邀請國外學者專家演講或短期科學技術指導，擬自即日起施行，

請查照轉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3 

 

 5月 27日政大研發處研究倫理行政辦公室辦理「研究倫理工作坊」，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87861,r3516-1.php 

 

 104年第二梯次輻射防護教育講習簡章及報名表 

參考網址：http://nstdc.web.nthu.edu.tw/files/14-1004-85534,r30-1.php 

 

 6月 13日舉辦「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臨床試驗訓練課程」，歡迎有興趣同仁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7969,c7545-1.php 

 

 105年榮總台灣聯合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自 104年 6月 15日起接受申請，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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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暑假課程「奈米與微製程實驗訓練班」(共 3梯) &「奈米材料分析基礎課程訓練

班」(共 2梯) 開始報名囉 

參考網址：http://cnmm.web.nthu.edu.tw/files/14-1012-46027,r632-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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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事務處》 
 Lyon France, Nutrition summer schoo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42&lang=big5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2015 年兩岸 IT之星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44&lang=big5 

 

 南京大學兩岸青年薪火計畫──蘇臺大學生社會文化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45&lang=big5 

 

 2016年赴陸港澳地區學期交換甄選說明會(5月 27 日)，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與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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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87958,r791-1.php 

 

 歡迎使用 Office 365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82625-1.php?Lang=zh-tw 

 

 本中心將開放 Google Apps 服務線上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88074,r791-1.php 

 

《圖書館》 
 想擁有一本親手製作的手作筆記本嗎?歡迎報名人社分館「開始作──手工筆記本」入

門班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_blank.php?with=single&class=6 

 

 火熱加開！「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加開 5月 28 日總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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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42&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44&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45&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28&lang=big5
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87958,r791-1.php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82625-1.php?Lang=zh-tw
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88074,r791-1.php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_blank.php?with=single&class=6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人事室》 
 「中華民國 105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歡迎下載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7787,r875-1.php 

 

 104年專技高考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考試，於即日起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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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38-87809,r875-1.php 

 

 檢送國立臺東大學附屬體育高級中學「同心協力、幸福達陣~104年單身聯誼活動」實

施計畫、行程表、報名表及海報電子檔各 1份，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035,r2506-1.php 

 

 教育部函，國立台灣大學將於 6月 9 日辦理「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研習」，歡迎同仁踴躍

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7989.php 

 

 「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第 4條之 1，業經勞動部於 5月

14日修正發布施行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109,r875-1.php 

 

《工學院》 
 精密塗佈技術與產品解決方案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614 

 

 103暑假課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7826,r2714-1.php 

 

 未變性酒精使用注意事項，以避免違法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87774,r1494-1.php 

 

 104學年度工學院學士班轉系審查資料繳交資訊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88025,r825-1.php 

 

 Creative Education Workshop──Creativity Plus 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7202,r3361-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7787,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7809,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035,r2506-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7989.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109,r875-1.php
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614
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7826,r2714-1.php
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87774,r1494-1.php
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88025,r825-1.php
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7202,r3361-1.php


 

 

《人文社會學院》 
 人社院新書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7821,r2733-1.php 

 

 心智科學趨勢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cms.hss.nthu.edu.tw/site/nthuccms/meeting/workshop 

 

 哲學所多位老師參與合著之新書：理由轉向──規範性之哲學研究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8040,r4275-1.php 

 

 

《原子科學院》 
 核工所暑期英文「學術英文寫作及演講報告技巧」即日起開始報名，6 月 2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479 

 

 [國研院晶片中心]提供產學界優惠價格之 MEMS相關量測服務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87938,r1602-1.php 

 

 103學年度原科院畢業禮讚暨傑出校友表揚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450 

 

 

《科技管理學院》 
 104學年度申請轉系入經濟學系(大學部)說明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87781,r1860-1.php 

 

 

《共教會》 
 實驗中學進行校隊例行練習，羽球場部份場地及時段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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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舉辦系排聯盟賽，室外排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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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7821,r2733-1.php
http://ccms.hss.nthu.edu.tw/site/nthuccms/meeting/workshop
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479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87938,r1602-1.php
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450
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87781,r186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清大畢聯會舉辦畢業舞會，校友體育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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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科院研究所辦理生科盃運動會，部份場地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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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舉辦老梅竹壘球賽，棒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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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排球委員會舉辦市長盃排球錦標賽，體育館二樓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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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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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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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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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路外交政策的成果與展望 

 

說明： 

1. 講 者：石瑞琦／外交部主任秘書。 

2. 時 間：5月 27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大第二綜合大樓八樓(國際會議廳)。 

4. 參考網址：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87271,r40

68-1.php。 

 

 

 

 



 

 

中國國家與社會(二)：宗教發展 

 

說明： 

1. 講 者：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 

黃克先／臺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2. 時 間：5月 26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203。 

4. 參考網址：

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87385,r11-

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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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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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藝術之死 

 

說明： 

1. 講 者：何懷碩／師大美術系及研究所退休教授。 

2. 時 間：5月 28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台達館 B1璟德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499。 

 

 



 

 

新女性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說明： 

1. 講 者：呂秀蓮／前副總統。 

2. 時 間：5月 26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人社院 A202。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87945,r805

-1.php。 

 

 

Creative Education Workshop 

說明： 

1. 講 者：Prof. Peter Child／Head of the School of Design Engineering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2. 時 間：5月 26日，上午 10點 20分至 11點 5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server.pme.nthu.edu.tw/~nthueng2010/coe-activity/CEW/。 

 

利瑪竇世界地圖的在地化：以熊明遇「坤輿萬國全圖」與熊人霖「輿地全圖」考析

為例 

說明： 

1. 講 者：徐光台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研究所。 

2. 時 間：5月 25日，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77。 

 



 

 

創業歷程及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徐清祥董事長／力旺電子。 

2. 時 間：5月 27日，下午 2點 20分至 3點 20分。 

3. 地 點：育成中心 R115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87639,r3119-1.php。 

 

十九世紀中越鄉約簡介 

說明： 

1. 講 者：朱鴻林／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2. 時 間：6月 1日，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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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Rapid dynamics at the molecular scale in biological 

environments observed by high-speed optical microscopy 

說明： 

1. 講 者：謝佳龍教授／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2. 時 間：5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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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New Insight into Rare Earth Nanostructure Design toward 

Upconversion Emission Applications 

說明： 

1. 講 者：孫聆東教授／北京大學化學系。 

2. 時 間：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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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靜平衡機構於手術及復健裝置之應用 

說明： 

1. 講 者：郭進星助理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2. 時 間：5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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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Reliability Inference on Composite Dynamic System Based 

on Burr Type-XII Distribu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Y.L. Lio／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2. 時 間：5月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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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數學系專題演講】隨機中的規律 

說明： 

1. 講 者：胡殿中教授／清大數學系。 

2. 時 間：5月 28日，中午 11點至 12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R63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73。 

 

【數學系專題演講】數獨與著色理論 

說明： 

1. 講 者：鄭志豪教授／清大數學系。 

2. 時 間：5月 28日，下午 2點至 3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R63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74。 

 

【工工系專題演講】風險管理 

說明： 

1. 講者：遲銘璋博士／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系統發展中心助理研究員。 

2. 時 間：5月 28日，晚上 6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202。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7940,r2715-1.php。 

 

【計財系專題演講】設計中的狀態 

說明： 

1. 講 者：唐忠漢先生／室內設計師。 

2. 時 間：5月 25日，下午 1點 1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台積館 2樓 206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87581,r1775-1.php。 

 

 

 

 



 

 

【台文所專題演講】革命花蕊──社運中的文學 

 

說明： 

1. 講 者：羅毓嘉／作家、財經記者。 

2. 主 持 人：李癸雲／清大台文所副教授。 

3. 時 間：5月 27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2點 30分。 

4. 地 點：人社院 C404 教室。 

5.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549#。 

 

 

【統計所專題演講】Seemingly consistent regression calibration estimator in 

survival analysis with exposure measurement error 

說明： 

1. 講 者：王清雲教授／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USA。 

2. 時 間：5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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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7-87757,r585-1.php。 

 

【人類所專題演講】清朝竹塹地區菁英家族的婚姻策略 

說明： 

1. 講 者：魏捷茲教授／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2. 時 間：5月 27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C304室 。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7819,r2733-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