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務處》 
 「清華大學第二屆簡報大賽」初賽投票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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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畢業生致詞代表徵選開始收件，有獎金喔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84760,r1504-1.php 

 

 學士班期中成績預警系統即將於 4月 13 日開放通知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3-1086-84591.php 

 

 學習無藩籬──把清大老師帶回家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13 

 

 想征服多益寫作檢定嗎？你不能錯過免費的多益寫作短期課程，本校職員學生皆可報名，

報名至 4 月 13 日上午 9 點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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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全民英檢中 高級寫作檢定重點並提升英文寫作力，歡迎報名免費的全民英檢中高

級寫作課，本校職員學生皆可報名，報名至 4月 13日上午 9 點止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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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大賽」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48 

 

 【TA好文分享】第一次帶討論就上手：學生的各種類型和因材施教的方式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47 

 

 SSE Adobe Illustrator CS6 國際認證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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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教育部 103學年度「運用 UCAN規劃職能導向課程」工作坊(報名至 4 月 15 日)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84381,r1198-1.php 

 

 4/17-4/26清華國際週──「Allez Allez Tout Le Monde」 

參考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84437-1.php 

 

 原夢計畫自即日起開放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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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社團評鑑成績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424,r3455-1.php 

 

 吸菸的真實代價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84518,r1204-1.php 

 

 教育部青年諮詢會委員遴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455,r2469-1.php 

 

 教育部「人才培育亮點工程」計畫，4月 30日截止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522,r2469-1.php 

 

 成功大學──模擬聯合國社辦理「鳳凰模擬聯合國 2015」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382,r2469-1.php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搖籃到搖籃產品創新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394,r2469-1.php 

 

 致理技術學院辦理「CTM2nd 社會創新經營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395,r2469-1.php 

 

 「104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延長提案至 4月 21日止，請把握機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403,r2469-1.php 

 

 「解密科技寶藏──創新科技專案體驗」活動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451,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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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屆華佗盃網路解疑大賽初賽暨思科大中華盃台灣初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454,r2469-1.php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104年大專校院射擊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467,r2469-1.php 

 

 國際體育事務專業人才培訓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468,r2469-1.php 

 

 第一屆全國盃北汕尾生態深度旅遊微電影拍攝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488,r2469-1.php 

 

 交通大學象棋社於 5 月 16 日舉辦「風城盃學生象棋邀請賽」活動，歡迎參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505,r2469-1.php 

 

 佛光大學辦理「103 學年度全國大專盃圍棋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507,r2469-1.php 

 

 全國大專院校 MICE 創意會展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541,r2469-1.php 

 

 Mini Maker Faire Taichung 自造者博覽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540,r2469-1.php 

 

 2016 NGO CSW Forum 青年代表團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539,r2469-1.php 

 

 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辦理「館校協力．精采絕倫～偏鄉巡演」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611,r2469-1.php 

 

 青年志工讓愛流動 新竹市第一屆青年社團「公益行善」聯繫會報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4725,r2469-1.php 

 

《總務處》 
 更新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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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1-84410,r12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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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園的挑戰第一關即日起至 5月 31日接受報名暨上傳方案，活動說明會訂於 4 月 15

日中午 12點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辦，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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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館、游泳池、工三館至西側門及小吃部週邊道路進行道路修復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4月 15 日至 4 月 22 日) 

說明： 

1. 施工廠商：真品營造有限公司 03-5103760。 

2. 營繕組楊順棋，電話：03-5162286。 

3.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4812,r992-1.php。 

 

《研發處》 
 4月 16日亞洲政策中心將舉辦「台灣的國防政策與軍事轉型」研討會，邀請國防部陳

永康副部長蒞臨演講，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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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 DIY 精神，英特爾在台舉行 IoT Roadshow 競賽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9ac7e22-c066-468b-934e-ffea291964ab&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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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徵求 104 年度「自由型卓越學研計畫」，請於 4 月 14日下午 5點前提送一頁校內

構想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24 

 

 科技部徵求 104 年度「科普講座計畫」4 月 16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17 

 

 科技部徵求「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4月 1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05 

 

 科技部徵求「台法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截止日期展延至 4月 26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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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生物司「小黑蚊防治技術之研發研究計畫」5月 3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31 

 

 敬邀參加「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ae68074-f581-48ef-b225-71c80cdae93b&c=menu041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試行要點」第十三點，並自中華民國 6

月 1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39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104 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研究重點」，已公開於網

站，歡迎上網查閱參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38 

 

 Mentoring System與出國差旅會議申請辦法修正，即日起將開放本校講師級以上教師

申請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147 

 

 轉知屏東科技大學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持有之保育及非保育類野生動物遺體一批

可提供進行學術研究及教育目之使用申請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show.php?op=showContent&id=18150 

 

 轉知 104 年度「生醫產業用畜禽」應用研習會及技術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show.php?op=showContent&id=18154 

 

 

《全球事務處》 
 歐盟「新居禮夫人人才培育計畫我大學校院師生參與統計」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83&lang=big5 

 

 H2020 Marie Skłodowska-Curie actions updates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255&lang=en 

 

 Online English classes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85&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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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ARU Student Summer Camp 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87&lang=big5 

 

《計通中心》 
 台灣資訊整合協會邀請本校同學參加「2015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84453-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轉知「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線上法規討論平臺與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84456-1.php?Lang=zh-tw 

 

《圖書館》 
 即日起至 4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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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_direct_link.php?see=1207 

 

 圖書館志工，有您才完美！熱情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15 

 

 夜讀區考試期間(即日起至 4 月 24 日)延長開放時間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30 

 

 即日起至 4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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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_direct_link.php?see=511 

 

 圖書館資源利用說明會，等你來挖寶喔 

參考網址：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 

 

 4月 16日現期休閒期刊區調架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21 

 

 iGroup Taiwan「學術資產大未來：活化研究資源與提升研究敏感度」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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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編制內教師及職技人員之 103 年度公保及健保保險費繳費證明，即日起至 6月 15 日止

開放線上申請，請有需要的同仁自行至校務資訊系統保險繳費證明項下列印即可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4296,r875-1.php 

 

 編制外學校教職人員之 103 年度勞保及健保保險費繳費證明，即日起至 6月 15日止開

放線上申請，請有需要的同仁自行至校務資訊系統保險繳費證明項下列印即可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4299,r875-1.php 

 

 新竹縣政府辦理 104 年「遇見彩虹、窯向幸福」未婚聯誼活動，歡迎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4301.php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已建立「104 年度虛擬世界來臨，我們

準備好了嗎?研習會」之影片連結，歡迎同仁上網觀看及參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4302,r2506-1.php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委託該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及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製作之數位課

程，業於「e等公務園」及「e學中心」數位學習平台完成上線，請同仁踴躍選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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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文官學院於「文官ｅ學苑」數位學習平台辦理「104 年度數位學習活動」，鼓勵同

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4304,r2506-1.php 

 

 104年第二次中醫師、營養師、心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考試、法醫師、語言治療

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考試自 4月 17 日至 27 日止受理報名，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

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4436,r875-1.php 

 

 檢送國立聯合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暨推薦表各乙份，敬請各單位推薦該校 104年

度傑出校友候選人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4441,r2506-1.php 

 

 銓敘部函以，為期合理用人並兼顧公務人力素質，各機關任用人員前及於其任職期間，

應切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4 條及第 11 條之 1相關規定辦理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4434,r3174-1.php 

 



 

 

《理學院》 
 「第三屆台灣聯大學生統計論文研討會」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2015uststat1/home 

 

 清華大學校慶高峰論壇──創意創新創業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84494,r293-1.php 

 

《工學院》 
 4月 30日前中工會學生論文競賽辦法及表格 

參考網址：http://140.114.46.75/news/news.php?Sn=1560 

 

 清華工工 41週年系慶 系友回娘家慶團圓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4450,r2714-1.php 

 

 103學年度下學期英語工作坊 4月 21日至 4月 23日受理報名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4469,r3361-1.php 

 

 工學院「全球工程師」學生暑期海外實習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4472,r3361-1.php 

 

 工學院「全球工程師」學生暑期海外實習(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4月 30 日)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4473,r3361-1.php 

 

 金麗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63 

 

 清華大學化工系系友年會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62 

 

 4月 20日論文發表競賽,歡迎同學聽講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61 

 

 上銀科技企業技術人才暑期培訓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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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報名【103 學年度領袖材子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120 

 

《電機資訊學院》 
 通訊大賽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84517,r3304-1.php 

 

《人文社會學院》 
 104年度中山學術獎申請，即日起至 6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4428,r2733-1.php 

 

 「歐陸意識哲學：春季讀書會」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4466,r4275-1.php 

 

 學生國際訪問獎申請至 9 月 9 日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4411,r3787-1.php 

 

 1cc驗血 幫你查出老人失智症 

參考網址：

http://ccms.hss.nthu.edu.tw/site/nthuccms/newknowledge/articles/1ccyanxuebangnichachulaorenshizhiz

heng 

 

《共教會》 
 短片創意十足！【金穗獎入圍暨短片輔導金成果影展】4 月 16 日開跑，場次表詳見夜

貓子電影院部落格 

參考網址：http://nightcats.blogspot.tw/2015/03/blog-post.html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撞球錦標賽競賽規程(4月 27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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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教育大學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辦理「2015 第三屆臺灣國際客家文化藝術季《林昭

亮‧客家情》」活動，請鼓勵踴躍參加並准予公假出席 

參考網址：http://cla.web2.nhcue.edu.tw/files/11-1015-118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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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8日慢速壘球協會進行「清交壘球隊例行訓練」，棒球場早上 8點至 12 點暫停開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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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8日、4月 25 日壘球社進行「慢速壘球大專杯集訓」，棒球場晚上 8點至 10點暫

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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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20日至 4 月 24 日足球校隊與台電進行「足球五人制集訓」，體育館二樓早上 8點

至 10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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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9日校友服務中心進行「老梅竹賽前訓練」，棒球場早上 8點至 12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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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4日至 5 月 22 日女籃校隊舉辦「系際盃比賽」，體育館二樓(右側場地)中午 12點

至 1點、下午 5 點 30分至 6 點 30分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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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8日、19 日排球校隊進行老梅竹訓練，體育館二樓(左、中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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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4日電子工程研究所舉辦「2015 第四屆洪勝富小梅竹比賽」，室外籃球場(第 1 場

地)下午 5點至晚上 10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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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閑步花草】顏貽成個展 

 

我在都會生活中養花蒔草，作為和自然的對話， 

在野花雜草的凝視中，望向超凡脫塵之境； 

同時，以藝術的體悟，回顧生活現實，在信筆塗抹中觀照萬物。 

我在社會世俗和藝術品味之間來回擺盪， 

每一擺盪都是一趟探索；每個來回都是一種提升。 

而每一張畫則是發現、是積累、是朝往理想世界的趨近。 

說明： 

1. 時 間：4月 20日至 5月 7日，中午 12點至晚上 7點。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06,r11-1.ph

p。 

 

 

經典貝多芬重現──克曼大師獨奏與三重奏 

 

 祖克曼一直被公認為樂壇奇蹟、名列當今世界十大小提琴家之一，所

到之處，巨星光環始終耀眼，才華過人，無論作為小提琴家、中提琴家、

指揮家、教育家或室內樂演奏家，祖克曼都倍受尊敬且實至名歸，他的

音樂成就太過卓越，讓其他人難以望其項背。  

 2015年祖克曼來台，帶來精彩的「貝多芬之夜」演奏祖克曼最受樂壇

讚譽之全貝多芬曲目。台灣樂迷除了得以一睹巨星獨奏風采之外，更能

親自聆聽祖克曼與兩位北美最重要獨奏家一同重現當年與杜普蕾、巴倫

波音同台演出的三重奏光景。 

說明： 

1. 時 間：5月 2日，晚上 7點半。 

2. 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3. 票 價：600、800、1200、1600、2000。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83883.

php。 

 

 



 

 

2015金穗獎入圍暨短片輔導金成果影展 

 

 今年清大藝術中心持續支持巡迴【金穗獎入圍暨短片輔導金成果影

展】，這次規劃片單的方式，將「短片輔導金」與「金穗獎」分成劇

情片、動畫片、紀錄片、實驗片幾個單元，讓觀眾在觀影時有所依據，

並從這些年輕導演的創作中，看見本屆第 37屆金穗獎的主題「電影

力」。紀錄片單元方面，藝術中心首度與水木紀錄片平台合作，於水

木咖啡店放映並邀請導演座談。 

說明： 

1. 時 間：4月 16日至 4月 30日。 

2. 地 點：清華大學水木咖啡。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824

82.php?Lang=zh-tw。 

 

 

 

3D立體動畫投影 

 

為慶祝校慶，藝術中心主辦多媒體藝術結合音樂，燈光，音響效

果，觀眾將看到不同於往常的藝術活動。此活動邀請清華校園內對

拍攝微電影有興趣之師生共同參與，清華愛樂管弦樂團亦參與這次

的活動演出，與投影有互動。 

說明： 

1. 時 間：4月 23日，晚上 7點 30分至 8點 30分。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外，行政大樓區域內。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

45,r11-1.php。 

 

 

 



 

 

【痕跡】張詮個展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4月 29日。 

2. 地 點：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21,r11-1.p

hp。 

 

【我的，後花園】蔡潔莘微櫥窗展覽 

 

 「後花園就是我的小天地，在這裡得到平靜及愉悅。」有人說創作是私密的，

也有藝術家以觀者的身分陳述各樣的議題。而我比較喜歡將創作比喻成後花

園，因為花園是怡情與觀賞同時並存的，希望創作不只是帶給我自由與快樂，

也能與觀者一同分享。慣用紙漿作創作，喜歡紙給人樸直又厚實的溫度，而紙

漿呈現的拙趣感，很貼近作者想表達「簡單、原初」的美好與感動。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4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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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98-82410,r11-1.

php。 

 

紀錄亞洲 Window on Asia 

 

 AND基金洪孝叔女士將專程來臺參加巡迴展及專書發表活動，分享亞

洲紀錄片發展與推廣的心得。期望藉由此次影展讓觀眾認識亞洲紀錄

片，並省思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與創作環境。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5月 1日。 

2.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73,r

11-1.php。 

 

 



 

 

《演講資訊》 

台灣應用材料文藝季──竇加與女性身體的私密記憶 

 台灣應用材料文藝季喜逢 15周年，15年來持續深耕台灣藝術人文，也承蒙一路上陪伴我們成長的愛藝朋友熱烈參與，讓文藝

季成為科技企業佳話。2014年是西方十九世紀藝術家竇加誕生 180週年之慶，今年美術史講座聚焦《竇加》，由美學大師蔣勳解

析藝術家橫跨平面的油畫、粉彩、素描與立體的雕塑作品，詮釋這位從貴族世家出走到庶民人間的畫家其凝視繁華的心境眼界。 

 

說明： 

1. 講 者：蔣勳。 

2. 時 間：4月 18日，下午 2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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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772,r11-1.php。 

 

 

性、生命政治與帝國的未來：循環，族群性與晚期社會主義對差異的治理 

 

說明： 

1. 講 者：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哈光甜 博士後研究員。  

2. 時 間：4月 14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203。 

4. 參考網址：http://cfcc.nthu.edu.tw/cfcc/cfccnews.html。 

 

 

 

 

 



 

 

從東南亞的印度裔移民來談印度文化與宗教之影響 

 

說明： 

1. 講 者：陳牧民副教授(國立中興大學 國際政治研究所)。 

2. 時 間：4月 20日，下午 1點 20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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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91-84474,r4068-1.p

hp。 

 

 

美國人看美國高等教育──這樣的成功案例是否全球通用？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Ulrich Baer。  

2. 時 間：4月 17日，下午 2點到 4點。 

3. 地 點：清大旺宏館學資中心 253教室。 

4.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0kJrojj7KE6Ix69WiGLroVagHcxb-

EvQOPts20BIjY/viewform?c=0&w=1。 

5. 參考網址：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84471,r4068-1.php。 

 

 

【校慶主題活動】Three Years at the Helm of AIT:  Reflections o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說明： 

1. 講 者：美國在臺協會──馬啟思處長。 

2. 時 間：4月 22日，下午 2點到 4點。 

3. 地 點：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4.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84&lang=big5。 



 

 

食品安全面面觀 全民一起來把關 

日期 主講人 講題 地點 

4月 22日晚上 7點 莊淳宇教授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教授 

你我生活中塑化劑暴露

及健康影響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245教室 

5月 13日晚上 7點 李如英中醫師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師 

中醫與食安的二重奏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245教室 

6月 10日晚上 7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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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安與健康：從食安新聞

事件談起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245教室 

 

Intuitive and power optimized analog and RF CMOS design based on gm/ID and 

drain current density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Fernando Silveira。 

2. 時 間：4月 30日，上午 9點至 12點(4月 27日報名截止)。 

3. 地 點：清華大學。 

4. 報名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87-1008-1489.php。 

5.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84168,r69-1.php。 

 

Big Data Analytics in VLSI Design Automation and Test──

Principles, Challenges, and Promises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Li-C. Wang。 

2. 時 間：4月 24日，上午 9點至下午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 

4. 報名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87-1008-53.php。 

5.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82325,r69-1.php。 

 

 

 



 

 

【計財系專題演講】權證交易與避險 

說明： 

1. 講 者：黃家興經理。 

2. 時 間：4月 14日，上午 10點 10分。 

3. 地 點：台積館 2樓 223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83373,r1775-1.php。 

 

【計財系專題演講】Bloomberg資料庫教育訓練 

說明： 

1. 講 者：Bloomberg講師。 

2. 時 間：4月 23日 上午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9樓 905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84119,r1775-1.php。 

 

【化學系專題演講】Taming sulfur dioxide for synthesis and catalysis 

說明： 

1. 講 者：Prof. Michael Willis。 

2. 時 間：4月 15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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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微所專題演講】Electrokinetic Ion and Nanoparticle Transport in 

NanofluidicDevices 

說明： 

1. 講 者：葉禮賢教授。 

2. 時 間：4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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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56-84461,r1495-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Introduction to Piezoelectric Energy Harvesting 

說明： 

1. 講 者：舒貽忠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 

2. 時 間：4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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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所專題演講】On an elasticity analysis on the fertility rate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說明： 

1. 講 者：Prof. Paul Yip 葉兆輝教授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時 間：4月 15日，下午 2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bin/home.php。 

 

【統計所專題演講】To Explain or To Predict? 

說明： 

1. 講 者：Prof. Galit Shmueli (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 

2. 時 間：4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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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home.php。 

 

【資工系專題演講】Multiple Two-Phase Data Processing with MapReduce 

說明： 

1. 講 者：Dr. Hsiang-Huang Wu。 

2. 時 間：4月 15日， 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下室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84509,r67-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