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納天下之英才 本校招生首度擴及馬來西亞中北部

 本校日前參加馬來西亞台灣教育中心舉辦的台灣高等教育

升學博覽會，首度將招生戰線拉至馬國中北部，包括吉打州雙

溪大年、檳城、霹靂州實兆遠、雪蘭莪州加影、彭亨州關丹等

地，針對國民型中學之華人及馬來學子來台求學做說明，除了

提高清華大學於當地知名度外，也希望能增加他們對申請一流

大學的信心。 

 這次教育展共有台灣 33所高校參加，看展學生及家長將近

萬人，展現對台灣高等教育的高度興趣。本校戴念華教務長表

示，在這全球一流大學都在搶人的時代，學校不希望錯失招收

優秀學生的機會，而馬來西亞僑生一向表現優異，也讓清華在

此次教育展中不缺席。 

 過去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的學生是在台灣僑生的大宗來

源，獨中學生人數近年雖仍持續成長，唯學校數已不再增加，

而考量學費與就學便利等因素，也越來越多華人子弟選擇國民

型中學就讀。有鑑於此，本校除了希望能持續吸引獨中學生外，

更希望在其他類型學校就讀的華人學子，也能認識台灣一流大

學在教學以及學術上的優秀表現，讓這些以往在高中畢業後選

擇香港、新加坡、澳洲或歐美一流學校的學生，也有機會來台

灣求學。 

 參展期間，本校代表團也感受到來自畢業校友的溫暖與團結，

校友在百忙中調整行程從各地趕來，只為了和來自母校的參展

代表團會面，甚至在教育會展中幫忙宣傳，盛情動人。從 1994

年到 2014年跨越了近 20屆的畢業世代，他們人數雖少，情誼

卻深厚，餐敘中他們分享了在母校的點滴回憶，也分享了返回

馬國後的辛勤奮鬥歷程，相信在馬國的清華校友會將持續成長

茁壯，成為本校在海外招生的新據點。 

  
戴念華教務長為參觀學生介紹清華大學。 校友特地從馬來西亞各地趕來協助母校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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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2015 年商管聯盟個案分析比賽，清華 EMBA 榮獲佳作  

  

《秘書處》 
 104年度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初階及進階培訓報名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87460,r805-1.php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評鑑中心辦理大學評鑑領航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show.php?op=showContent&id=18407 

 

《教務處》 
 「清華大學第二屆簡報大賽」入圍名單暨賽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90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證書領取時間及流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87642,r219-1.php 

 

 2015清華大學科教中心──暑期科學營課程預告 

參考網址：

http://gensci.phys.nth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45:2015-&catid=35:200

9-10-10-04-11-53&Itemid=137#sthash.hIomlerR.jjsDgjMU.dpbs 

 

 開放式課程陪您力挽狂瀾，打贏期中的這場戰役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49 

 

 使用者回饋是邁向卓越的墊腳石【開放式課程問卷調查】敬邀您的熱情參與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question_system/ 

 

 兒童華語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bin/home.php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87476,r2843-1.php 

 

 資訊工業策進會舉辦「2015 第二屆金質學習科技產品選拔」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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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03學年梅貽琦獎章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45,r3455-1.php 

 

 104年課指組設備費補助第二次受理申請至 5月 1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464,r3455-1.php 

 

 103學年指導老師費第二學期領據繳交及 104學年第一學期申請事宜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43,r3455-1.php 

 

 4月學生宿舍區水電瓦斯度數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7739,r1538-1.php 

 

 104學年度上學期宿費收費比例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7740,r1538-1.php 

 

 103學年度第八次齋長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7543,r1538-1.php 

 

 103學年度暑期及 104學年度學期關懷宿舍床位申請時程(6 月 1日至 6月 8 日)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7550,r1538-1.php 

 

 華齋暑期整修項目變更說明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7606,r1538-1.php 

 

 5月 21日，三社聯合舞展活動，敬邀本校師生與校外貴賓共享藝術饗宴(免費索票)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danceclubs 

 

 5月 28日「生技產業論壇」暨「生技產業校園徵才」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46,r3455-1.php 

 

 UCRR大專校際道路機車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458,r2469-1.php 

 

 第 29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484,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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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文學館「2015博物館日玩文學系列」演講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485,r2469-1.php 

 

 教育部辦理「跨文化大使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488,r2469-1.php 

 

 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資拓宏宇 2015黑客松」程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489,r2469-1.php 

 

 第四屆「青天公民領袖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23,r2469-1.php 

 

 「浪漫歌詠──沉虔的聲情交響」音樂會 6月 27日登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24,r2469-1.php 

 

 《鄒先生，Tsou》表演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27,r2469-1.php 

 

 第十屆玉山青年菁英論壇 10th【創‧闖 Trial＆Error】開始報名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30,r2469-1.php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舉辦「2015 第十一屆兩岸大學校園歌手賽台灣代表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28,r2469-1.php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所屬國樂團辦理「2015國樂指揮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31,r2469-1.php 

 

 大仁盃全國大專日語歌唱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32,r2469-1.php 

 

 iWIN第五屆網路贏家高峰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41,r2469-1.php 

 

 臺灣大專青年認識大陸蒙藏民族聚居地區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90,r2469-1.php 

 

 區域經濟整合創意設計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91,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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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暑期「知性生活教育巡禮探索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94,r2469-1.php 

 

 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599,r2469-1.php 

 

 中華民國中樞暨各界慶祝 104 年國慶大會接待學校遴選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00,r2469-1.php 

 

 車成年禮(千里環島)國際學生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01,r2469-1.php 

 

 第十二屆青年 WTO及 RTA 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05,r2469-1.php 

 

 臺灣青年 YH觀光大使，徵選開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07,r2469-1.php 

 

 教育部辦理人才培育亮點工程──人才大時代微電影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12,r2469-1.php 

 

 中華民國 104年台灣區春季體育聯合競賽青壯年國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14,r2469-1.php 

 

 青年國際參與微電影創作及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15,r2469-1.php 

 

 「財團法人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學術獎甄選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54,r2469-1.php 

 

 屏東縣「旅宿暑期打工換宿徵選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56,r2469-1.php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辦理「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57,r2469-1.php 

 

 彩色盤教育基金會辦理「2015 年老鎮文化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58,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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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師範大學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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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61-87660,r2469-1.php 

 

 臺灣地質攝影比賽──FUN 攝你對大地的熱情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73,r2469-1.php 

 

 資訊月全國海報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77,r2469-1.php 

 

 第十屆青年領袖外交事務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90,r2469-1.php 

 

 原住民族族語線上詞典 分區推廣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91,r2469-1.php 

 

 「90後的出走──一卡皮箱環台服務」公益講座十場次，歡迎上網登錄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93,r2469-1.php 

 

 104年度青年暑期社區工讀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94,r2469-1.php 

 

 移民留學投資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12,r2469-1.php 

 

 大專青年生命成長營 希望。起飛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13,r2469-1.php 

 

 屏東縣大武山文學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33,r2469-1.php 

 

 第 14屆大武山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34,r2469-1.php 

 

《總務處》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訂於 5 月 20日上午 10 點蒞校辦理「103 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實務

講習會」暨「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收件服務」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87542,r47-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60,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73,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77,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90,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91,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93,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694,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12,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13,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33,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734,r2469-1.php
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87542,r47-1.php


 

 

 

 聘請外籍人士來校，代扣所得稅相關規定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87468,r47-1.php 

 

 為加速付款時效，工讀金、獎助學金每月發放次數改為 2 次，依主計室收件截止日(每

月 10日與 25日)之後 3-5個工作天為撥款入帳日。惟配合計中程式修正期程，工讀金

自起施行，獎助學金預計自 9 月起施行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87467,r47-1.php 

 

 【水木書苑與歐洲魅影影展合作放映】5 月 28日至 7月 16日每週四晚上 7點 30 分於

水木咖啡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7547,r127-1.php 

 

 5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報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7511,r127-1.php 

 

 清華園的挑戰第一關於 5 月 31日報名暨上傳方案截止，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challenge.web.nthu.edu.tw/files/15-1913-216,c82-1.php 

 

 化學館、化工館、動機化學實驗室週邊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承辦單位：營繕組魏哲勇 03-5162285。 

2.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7535,r992-1.php。 

 

 東院土地交換案座談會資料 

參考網址：http://property.web.nthu.edu.tw/files/14-1024-87662,r52-1.php 

 

 停電通知，停電時間：請特別注意，各單位大部分通常會有二次停電時間，詳如附表(若

有無法配合停電之單位，請於 5月 20日下班前以 e-mail回覆，以利協調承商調整時間。

謝謝！)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7715,r992-1.php 

 

《研發處》 
 申請科技部 104 年度「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030cf64-a097-474f-8996-9b46c01b4817&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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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104年度開發型(第 3期)及應用型(第 2期)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7月 2日深

夜 24點前止受理申請(本校截至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53 

 

 亞太區仿生系統與醫療輔具夏季研習營 8 月 24日至 8月 31日在東華大學舉辦，歡迎踴

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biopro2015.ee.nthu.edu.tw/static?target=home 

 

 科技部工程司「穿戴式裝置應用研發專案計畫」5 月 1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30 

 

 科技部工程司「前瞻通訊網路技術開發與應用」專案計畫 5月 1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37 

 

 科技部人文司「網路社群巨量資料研究：先導型計畫」專題研究計畫 6 月 24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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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955 

 

 科技部工程司「設計銀髮族專屬資通訊設備」專案計畫 5 月 2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54 

 

 科技部 105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至 8月 7 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0 

 

 科技部人文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意者請於 6 月 15 日前提送一頁的校內申請

表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59 

 

 教育部補助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受理申請

(敬請於 6月 12 日下午 5 點前備齊申請文件送研發處)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57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倫理教育訓練(工學院場次)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87-1679-154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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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辦理「犯罪人再犯風險分級分類預測評估工具與處遇策略之研究」之委託研究計

畫案公開招標，請鼓勵有興趣學者積極參與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1 

 

 科技部人文司「多元族群研究與原住民部落與社會發展研究」、「全球架構下的台灣發展：

典範與挑戰」，以及「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3項專題研究計畫 7月 27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62 

 

 楊祥發院士傑出科學年輕學者獎作業要點，即日起至 7月 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58 

 

 財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辦理「第十二屆國家新創獎」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828d53f-b2a5-4d61-a194-0d1e6c0d1921&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東南大學 2015 海峽兩岸青年領袖創新創業研習營(5月 1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36&lang=big5 

 

 臺灣歐洲文化論壇(5 月 30日舉行)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35&lang=big5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人才跨國培育計畫甄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34&lang=big5 

 

 第二期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6月 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39&lang=big5 

 

 秋季國際教育展 學生翻譯企劃大使招募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38&lang=big5 

 

 GASTECH 2015 Conference & Exhibition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40&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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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通中心》 
 Cyberhood 雲端服務系統將於 5月 20日上午 10 點進行 Cyberhood Desktop 取代 

WonderBox更新作業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87681-1.php 

 

 如何關閉 FB、Youtube 自動播放影片功能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50514_06 

 

 「資電館災後復舊電信纜線」施作公告 

說明： 

1. 承辦單位：計通中心林先生 03－5731233。 

2. 現場主任：謝順章 0933-975325。 

3.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50514_05。 

 

《圖書館》 
 「清知識──認識校史大小事」抽獎活動獲獎名單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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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Entrepreneurship 創業管理資料庫」、「天下雜誌群知識庫」及「天

下雜誌群影音知識庫」3 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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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1F資訊島將於 5 月 19日進行維護，暫停使用。維護結束即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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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報名「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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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2日商學資源嘉年華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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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CO超有心 der"，Business Source 有獎徵答活動開跑啦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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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新竹縣政府辦理 104 年「戀夏協奏曲」未婚聯誼活動，歡迎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7427,r25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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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條第 5 款規定解釋令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7603,r3174-1.php 

 

 修正「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專業交流線上申請須知」及「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

活動交流線上申請須知」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7665.php 

 

《工學院》 
 2015工學院「全球工程師」學生暑期海外實習第一階段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7510,r3361-1.php 

 

 5月 20日前日本熊本大學 ISS 暑期營隊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606 

 

 竹科隆達電子星光種子暑期實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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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7552,r2714-1.php 

 

《人文社會學院》 
 傑出人才基金會第 1 期「傑出人才講座」、「積極留任國內優秀學者」，即日起至 5月 23

日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7302,r2733-1.php 

 

《生命科學院》 
 103學年度生命科學院畢業禮讚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87450,r42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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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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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87422,r2285-1.php 

 

 Maintenance Science Summer School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478 

 

《科技管理學院》 
 

《共教會》 
 轉教育部：海外僑校與海外臺灣學校之師資需求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87478,r48-1.php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學程修習資格異動申請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87496,r48-1.php 

 

 104年打造運動島──羽球聯誼賽暨趣味競賽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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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盲棒推廣活動，足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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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電漿蝕刻與沉積 國際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edu.tcfst.org.tw/edm/04A366/inde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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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5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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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荊軻 

 

8把大提琴演出作曲家黃思瑜所寫「荊軻」加上舞者，多媒

體投影，您一定不要錯過這精采的簡短演出。 

說明： 

1. 時 間：5月 23日，下午 2點 30分。 

2. 地 點：名人堂。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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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459,r11-1.php。 

 

 



 

 

憶及出生 清華藝集首展 

 

清華藝集在這樣的春日出生 

讓學校裡面多了一抹清脆的美好 

創作者溯及自身的原初 

像是回流的鮭魚 尋到誕生之地 

這裡 是一個新的原地  

為了這微小願望 孜孜不息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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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98-85576.php?Lang=zh-

tw。 

 

諮商中心系列電影【愛回來】 

 

 馬可，總是被母親忽略著，唐氏症寶寶的他，

總是依偎在角落，不曾求救。然而，同層公寓

住戶魯迪，他注意到了。在母親遭到逮捕的那

夜，他收留了馬可。同時間，他更與檢察官保

羅墜入情網。為了給予馬可真正的關愛，三人

決定同住，共組一個家庭。但是，這個社會卻

不認為那是「家庭」，流言蜚語，八卦歧視，

認為同志將會帶給孩童不良影響。而他們，為

了馬可，拚了！頑固抵抗，上訴法院！ 

說明： 

1. 時 間：5月 19日，晚上 6點 30分。 

2. 地 點：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

s/14-1091-82699,r491-1.php。 

 

 

 



 

 

《演講資訊》 

未來科技與人性的異想視界──談機器人的舞台人生 

 

說明： 

1. 講 者：郭亮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兼任講師、

自由撰稿人及譯者、林宗德／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助理

教授、楊谷洋／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2. 時 間：5月 20日，晚上 7點 30分至 9點 30分。  

3. 地 點：合勤演藝廳。 

4.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huarts/photos/a.168799

033256905.41627.168488656621276/625247364278734/?

type=1&theater。 

 

不定語詞的歸宿：從看無人／*看沒人／saw nobody說起 

 

說明： 

1. 講 者：連金發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2. 時 間：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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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hor492。 

 

 

  

 

 

 



 

 

永續能源在台灣：徐遐生 vs.曹啟鴻高峰會 

 

這是一場頂尖「科學家」與優秀「政治家」的高峰對話。 

這是一場科技與社會的對話，探尋「國境之南」的幸福與永續發展的未

來。 

說明： 

1. 講 者：徐遐生院士／前清華大學校長、曹啟鴻先生／前屏東

縣縣長。 

2. 時 間：5月 20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7584,r2733-1.

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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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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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生醫 IC研發過程與系統中的角色扮演 

說明： 

1. 講 者：王朝欽教授／中山大學。 

2. 時 間：5月 18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台達館 102室 。 

4.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87388,r69-1.php。 

 

數位學習在開放大學之應用與影響 

說明： 

1. 講 者：郭秋田博士／國立空中大學管理與資訊學系副教授。 

2. 時 間：5月 20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教育館 316室。 

4. 參考網址：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87414,r400-1.php。 

 

【化學系專題演講】Gold-catalyzed diverse transformations and selectivity 

control 

說明： 

1. 講 者：張俊良教授／華東師範大學。 

2. 時 間：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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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al Change of Prion Protein Leading to Fibril 

Formation 

說明： 

1. 講 者：李政怡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生命科學系。 

2. 時 間：5月 20日，下午 3點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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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Quantitative uniqueness estimates for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and related questions 

說明： 

1. 講 者：王振男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 

2. 時 間：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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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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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德國工業 4.0的革命說與演化說 

說明： 

1. 講 者：黃俊弘副組長／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系統組。 

2. 時 間：5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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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專題演講】What is law？一個困難的簡單問題 

說明： 

1. 講 者：劉宏恩副教授／政治大學。 

2. 時 間：5月 22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台達館 1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87709,r2629-1.php。 

 

【經濟系專題演講】Decomposing Poverty Change: Within- and Between-group 

Effects 

說明： 

1. 講 者：Srijit Mishra。 

2. 時 間：5月 19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20分。 

3. 地 點：台積館 905會議室 。 

4.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87707,r1727-1.php。 

 

【計財系專題演講】住宅政策概論 

說明： 

1. 講 者：黃秀芳小姐／前營建署國宅組科長。 

2. 時 間：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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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73-87577,r1775-1.php  

 

【計財系專題演講】計量交易系統的建構(二) 

說明： 

1. 講 者：酆士昌資訊長／厚生資本。 

2. 時 間：5月 19日，上午 10點 1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2樓 223室 。 

4.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87579,r1775-1.php。 

 

 

 



 

 

【台文所專題演講】敘事力研習──文創刊物與社區報議題分析 

 

說明： 

1. 講 者：蔡佩均／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2. 時 間：5月 20日，下午 2點至 5點。 

3. 地 點：人社院 C507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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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微所專題演講】Biomedical Electronic Systems and Their Life Style 

Applications 

說明： 

1. 講 者：馬席彬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2. 時 間：5月 18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1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8室。 

4.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87565,r1494-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