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教授拍賣清華名人文物  校友搶拍捐回母校 
  本校圖書館於 2月 12日舉辦「文化薈—清華名人手稿文

物暨特藏文物發展基金捐贈儀式」。本校中國文學系方聖平

教授與楊儒賓教授，日前將國學大師陳寅恪等人在內的九件

清華名人手稿文物交付公開拍賣，並宣布：「得標者在拍賣

後三個月內將文物捐給新竹清華大學，他就將該文物的拍賣

所得捐贈給校方。」此事獲清華企業家協會及清華百人會多

位校友熱烈支持，集資搶拍其中 5件文物，並將 5件文物捐

回清華典藏，兩位教授亦兌現承諾捐出 5件文物拍賣所得款

項，並追加捐贈 5項珍貴文物。 

  參與拍賣的清華企業家協會及百人會校友捐贈 5件文物給

校方典藏，同時捐出 105萬餘元做為特藏文物發展基金；方

聖平教授與楊儒賓教授亦兌現承諾捐出5件文物拍賣淨所得

95萬元，並再追加 10萬元湊成 105萬，呼應清華企業家協

會的善舉，除此之外，兩位教授再捐贈 5項文物予清華大學

典藏。 

  方聖平教授與楊儒賓教授表示， 他們在清華教書之後，

循學術脈絡蒐集相關文物，多年累積，稍成規模。2008年

11月與清華校方簽訂「典藏文物合作協議備忘錄」，迄今已

逾六年，很多人對清華籌設文物館的進度相當關切，不時

向他們探詢，因此才決定透過公開拍賣清華名人手稿文物

的方式，希望藉此讓更多人士有機會共襄盛舉。 

  賀陳弘校長表示，清華大學立校於中西文化激盪之際，這

批文物是以更廣大的視野詮釋清華的校史，如果學校沒有掌

握校史更大的脈絡，不能說夠瞭解清華大學。在兩位教授與

多位企業家校友的慷慨支持下，清華文物典藏有了美麗的開

始，校方已設置「特藏文物發展基金」專戶，並責成圖書館

成立文物館籌備處，積極展開文物館規劃事宜。 

    兩位教授精心挑選的九件清華名人手稿文物已於 2014年

11月 21日在北京的一場拍賣會中全數拍脫。透過拍賣會慷

慨解囊的 12位清華企業家校友為：廖湘如、成群傑、陸惠

慈、謝詠芬、張綱維、蔡能賢、曾炳南、林俊吉、盧崑瑞、

陳來助、蔡朝陽、吳林茂。他們捐贈給校方典藏的五件文物

包括：「董作賓關於殷墟第七次發掘致傅斯年、李濟通信」、

「董作賓殷曆譜殘稿條幅」、「高去尋、張其昀、鲁子惠致李

濟信札」、「羅家倫書法」、「葉公超墨竹」。 

    清華企業家協會會長廖湘如表示，得知楊儒賓教授與方聖

平教授的美意，清華企業家協會中發起群募活動，資金很快

就到位，加上校長邀請張綱維校友、蔡能賢校友，也獲得熱

情贊助。之後由陸惠慈校友協助搶拍文物，成功拍下 9件文

物中的 5件，相信是個很不錯的成果，此事也確實展現了清

華人團結愛校的心。 

    楊儒賓教授指出，很感動校友在短短幾天內便動員籌資成

功，並將拍得的文物捐回清華。多年來已經捐贈一些文物給

清華，而會將文物捐給清華，是因為當代學術奠基者如梁啟

超、王國維、陳寅恪等，都在知名的清華四大導師之列，清

華在當代學術發展的歷史地位無可取代，清華文物回歸清華

是最理想的安排。 

    九件清華名人手稿文物已有五件回歸「原鄉」，成為校方

典藏文物，楊儒賓教授與方聖平教授在捐贈儀式中又進一步

加碼，捐贈 5件文物給清華大學，其中包含「魏清德等書畫

長卷」、「柔克義信札」。魏清德是日治時期新竹市的文化名

人，曾擔任《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編，他與文友詩歌酬

唱，並將詩文畫成圖畫；柔克義是美國外交官，是他主導將

庚子賠款用於興學教育，可說是清華大學的催生者之一。 

  兩位教授表示，爾後如有人捐清華名人的書畫文物給清華

大學，他們夫婦在職期間，也樂意隨喜捐出相等值的文物，

期盼各界人士共襄盛舉，協助清華大學文物館早日成立。 

國國國立立立清清清華華華大大大學學學簡簡簡訊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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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企業家協會會長廖湘如(右)代表該會捐贈搶拍清華名人文物的結

餘款一百零五萬餘元作為「特藏文物發展基金」，本校賀陳弘校長代表

收下，並表示，這是清華作為一流大學的美麗的歷史性起點。 

「文化薈—清華名人手稿文物暨特藏文物發展基金捐贈儀式」會後，

本校中文系楊儒賓教授(左一)為來賓逐一導覽解說清華名人文物。 

 

賀陳弘校長訪視各校隊 為梅竹賽送暖打氣 
   睽違兩年，具有近半個世紀傳統的清華與交大兩校梅竹賽，

將於乙未年重新隆重登場。過去造成梅竹賽停辦的選手資格

限制與賽制兩項因素，透過梅竹籌備委員會與諮議會的運作，

從法規上將問題做條文上的修訂，強制執行諮議會的仲裁力，

加上兩校極欲復興梅竹，因此除了交大桌球隊棄賽及足球停

賽以外，今年共計十四個項目以表演賽、正式賽進行。  

  隨著乙未梅竹的接近，本校各校隊練習如火如荼的進行，

寒訓期間縱使天氣寒冷，也沒停下腳步。賀陳弘校長也在月

初到各校隊、火力班及啦啦隊幫大家打氣，贈送梅竹衫與餐

盒，在寒冬中送上鼓勵，期望能在梅竹賽拿下好成績。 

  「梅竹成功，清華必勝！」賀陳弘校長表示，清華有重視

體育的傳統，有全國最棒的教練、最棒的球員，梅竹賽裡面

我們一定會秉持運動員的精神，全力以赴。在追求勝利之餘，

更重要的是參與訓練的過程，無論勝負，只要用心、盡力去

打，最後大家都會學習到更多寶貴的經驗。 

  謝小芩學務長說，「送暖打氣」是梅竹傳統，為選手打氣，

也讓他們知道學校對梅竹選手的重視。她表示，過去兩年停

賽，讓大學部大部分學生都沒有機會參與梅竹賽。梅竹賽獨

一無二，不僅各項運動校隊能在全校師生的加油打氣下代表

學校爭取榮譽，從梅竹籌備會、諮議會、工作隊、啦啦隊、

火力班、社團等幾乎全校近半數的大學生都參與了梅竹相關

活動，是極為難得的建立校園文化的學習機會。因此今年同

學與師長都盡最大的努力，來延續這個珍貴的傳統。 

  訪視過程簡短溫馨，致贈餐盒及梅竹衫後，賀陳弘校長及

其團隊簡單勉勵同學後隨即讓校隊自主練習。這次訪視的對

象包括所有梅竹賽正式賽、表演賽與停賽項目、火力班及啦

啦隊。賀陳弘校長表示所有參與梅竹的選手及後援都很重要，

希望能為大家好好加油，打氣一番。 

  清華壘球社社長張志睿表示，校長勉勵大家們「快樂打球，

希望第一次參加表演賽的壘球項目，能拿下首勝」並致贈餐

盒及梅竹衫。短短十分鐘，簡潔有力且不影響練球。乙未梅

竹的復興有賴兩校成員的努力及共識，賀陳弘校長也在寒冬

中為選手們獻上溫暖的預祝，讓他們能夠繼續為梅竹努力，

並拿下勝利。 

  
校長致贈梅竹衫與餐盒給棒球隊。 壘球第一次進到梅竹項目，圖為壘球隊。 



 

 

清華全球校友視訊團拜 溫馨迎新年 
  農曆新年即將到來，為了向全球的清華校友拜年祝福，並

且讓分布於世界各地的校友也能感受農曆新年的歡樂氣氛，

本校校友服務中心特地於 2月 8日臺灣時間上午九點，在清

華名人堂舉辦校友視訊團拜，共有七個海外校友會參與，並

有校友貢獻精彩表演，最後還有抽獎活動，將團拜活動氣氛

炒到最高點。 

  今年是本校第二次舉辦校友視訊團拜，有北加州、南加州、

佛羅里達、西雅圖、大華盛頓地區、溫哥華以及上海校友會

參加。活動一開始校友服務中心陳千惠執行長向校友介紹於

2013年落成的名人堂，並讓校友欣賞名人堂周邊的美景。名

人堂外物理館前的櫻花正盛放，洋溢著春天的氣息。之後並

播放清華近一年活動大事紀影片，以及由蔡能賢校友所製作

的清華校園空拍影片，讓全球校友瞭解清華近期的發展，並

且從空中的角度重溫水清木華之美。 

  賀陳弘校長在開場為校友說明了清華近年各項硬體發展，

同時表示，清華要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在軟體上還要更多努

力。清華有許多領先臺灣高等教育學府的創新作法，例如廣受

好評的繁星計畫可縮短城鄉差距；旭日計畫扶助低收入弱勢家

庭的孩子，讓他們有翻轉的機會；今年最新的計畫是選拔特殊

才性學生的拾穗計畫。這些計畫都展現清華獨特、領先的教育

理念及精神。梅貽琦校長說，清華有大樓，有大師，還有大愛。

這份大愛體現在清華的許多教育措施。 

  此外，賀陳弘校長也為校友介紹由學生組成的國際志工團，

學生遠道非洲、中南美洲、亞洲的許多國家進行社會服務，是

國內大學中規模最大的學生國際志工團，從中可見學生對世界

的愛與付出。未來希望清華學子能有更多赴國外學習的機會，

盼有朝一日能像哈佛大學一樣，每一位學生都能有一學期的時

間在海外學習。而實現這個理想必須投入龐大的資源，需要社

會、校友與家長的支持。 

  清華校友會曾子章理事長表示，在歷屆校長領導與師長的努

力之下，清華的學術成果亮眼，學弟妹表現也讓人引以為傲。

校友會將全力支持賀陳弘校長帶領清華往世界頂尖大學邁

進。 

  視訊團拜的現場有南加州校友會及溫哥華校友會分別高歌一

曲，大華府地區校友會演唱校歌。壓軸的抽獎大獎，是校友服

務中心為此次活動特別訂做清華專屬抱枕「清華讓你靠」。活

動最後在大家互道新年快樂的歡欣氣氛下圓滿落幕。 

  
為讓分布於世界各地的校友也能感受農曆新年的歡樂氣氛，本校校友

服務中心舉辦視訊團拜活動。左起為清華校友會盧崑瑞副理事長、本

校李敏主任秘書、校友會曾子章理事長、賀陳弘校長、戴建中校友、

校友會蔡能賢副理事長、本校校友服務中心陳千惠執行長、本校尹秀

蓮特助。 

賀陳弘校長與海外校友視訊連線拜年。 

 

 

 

 

 

 



 

 

賀  動機系楊威迦傑出校友(動機 76級)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秘書處》 
 各受贈單位承辦人收受現金捐款(含匯款、郵政劃撥、支票等方式)，於出納組開立收據

後，請覆知財務規劃室辦理致謝 

參考網址：http://dud.web.nthu.edu.tw/files/11-1675-9132.php 

 

《教務處》 
 徵求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圖書館基礎科目課業輔導員，3 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291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助理評量計畫開始申請，3月 27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290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寫作中心英文短期研習課程表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73 

 

 104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缺額回流考試名額表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82257,r323-1.php 

 

 104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失物招領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82271,r323-1.php 

 

 104學年度第 1、2學期開學日 

參考網址：http://dgaa.web.nthu.edu.tw/files/14-1074-82377,r207-1.php 

 

 【把愛傳出去】清大首赴緬甸招生 關懷弱勢拓展清華優質課程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07 

 

 南華大學與人間文教基金會辦理「生命關懷學程」幸福學──啟動生命的正向能研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292 

 

 輔仁大學辦理「Mapping an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課程規劃與學習品保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29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HVk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S0xNjc1LTkxMzIucGhw&b=DGHEBW/c%d1023774867016063/vfghy/26098727497496/DFGBB14056-16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HVk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S0xNjc1LTkxMzIucGhw&b=DGHEBW/c%d1023774867016063/vfghy/26098727497496/DFGBB14056-16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291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73
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82257,r323-1.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2N3Lm50aHUuZWR1LnR3L29jdy9pbmRleC5waHA/cGFnZT1uZXdzQ29udGVudCZpZD0zMDc=&b=DGHEGW/c%d1023774866016063/vfghy/26098726502340/DFGBW03032-13


 

 

 中原大學辦理「全國大學校院教師教學專業認證學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296 

 

 中原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舉辦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295 

 

 

《學務處》 
 清華大學熱水鍋爐溫度線上查詢已經建置完成囉，請同學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2263,r1538-1.php 

 

 清大學務處衛保組 2015「減重 Goal 健康計畫」公告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82303,r1204-1.php 

 

 和平紀念日，本校各運動場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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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網頁因內部伺服器移轉，相關網址暫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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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消防署「1991 報平安留言平台」，請多多宣導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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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4年春安工作期間維護工作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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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國防教育教學參訪活動報名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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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Summer Institute in Taiwan (SIT) 工作人員招募開跑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82402,c3644-1.php 

 

 2015 SVT 天使新創企業／團隊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288,r2469-1.php 

 

 《謝創辦人東閔先生紀念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295,r2469-1.php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2263,r1538-1.php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82303,r120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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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創意料理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04,r2469-1.php 

 

 104年臺灣單車文化騎跡體驗行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39,r2469-1.php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北區決賽領 隊說明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89,r2469-1.php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全區決賽」 說明會議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90,r2469-1.php 

 

 「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個人項目各類組指定曲目公開抽選案，請點選瀏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91,r2469-1.php 

 

 2015年第十一屆全國大專院校健康醫學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51,r2469-1.php 

 

 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學生參與觀賞運動競技或表演補助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36,r2469-1.php 

 

 中山大學「社會關懷與創意創作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53,r2469-1.php 

 

 2015台灣奈米影像暨奈米新詩創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74,r2469-1.php 

 

 第四屆北護盃羽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52,r2469-1.php 

 

 僑光科技大學辦理國際大師講座暨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35,r2469-1.php 

 

《總務處》 
 資電館停電通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2317,r992-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304,r2469-1.php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2317,r992-1.php


 

 

 2月 24日至 3 月 15 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2430,r127-1.php 

 

 學人宿舍新建工程 6 樓柱牆及 7樓樑版混凝土澆置運輸動線施工時程公告(即日起至 2

月 17日) 

說明： 

1.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2384,r992-1.php 

2. 工地主任：郭敏詮連絡電話：0952-570429 

 

 玉山／兆豐銀行駐校辦事處年前新鈔兌換服務 

參考網址：http://www.nthu.edu.tw/content_adm_gary.php 

 

 水木餐廳各攤位 104 年春節期間休假公告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2294,r127-1.php 

 

 行政院修正「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自即日起生效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82327,r27-1.php 

 

 即日起至 2月 24日進行物理館南側桂花樹移植及山櫻花種植工程 

說明： 

1.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2341,r127-1.php 

2. 施工聯絡人──黃先生，手機 0936-919919 

3. 承辦單位：事務組──謝小姐，分機 62238 

 

《研發處》 
 中央研究院為建置「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擬招募全國 20萬自願者參與。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2363,c6779-1.php 

 

 國家衛生研究院「105年度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89 

 

 教育部函轉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徵求 105年補助研究計畫議題案」，3 月 9

日截止辦理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90 

 

 

 

http://www.nthu.edu.tw/content_adm_gary.php
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2294,r12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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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公告 104 年「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意者請將申請案

提送至延攬單位相關會議，進行學術審查。校內送件截止日為 3月 24 日下午 5 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91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之「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徵求案(4 月 13日

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92 

 

 臺北醫學大學於 3月 28 日下午 1點起舉辦「臨床試驗研究護理師及研究人員訓練課程

(三)」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2364,c7545-1.php 

 

 臺北醫學大學於 4月 11 日假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共同舉辦「臨床試驗

研究統計人員訓練課程(一)」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2365,c7545-1.php 

 

 臺北醫學大學於 4月 18 日假雙和醫院舉辦「臨床試驗稽核人員訓練課程(三)」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2366,c7545-1.php 

 

 臺北醫學大學於 4月 25 日假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共同舉辦「臨床

試驗研究統計人員訓練課程(二)」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2367,c7545-1.php 

 

 函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抗生素管理計畫」數位學習課程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aW5mb25ldC5ldC5udGh1LmVkdS50

dy9iYnNfcDEucGhwP29wPXNob3dDb250ZW50JmlkPTE3Nzk0I3Nob3dUaXRsZQ==&b=DGHEGW/c%25d1023774866016063/vf

ghy/26098725537143/DFGBB14632-07 

 

 科技部人文處 104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及「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2 月 26

日下午 5 點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834  

 

 歐盟 Horizon 2020 癌症轉譯研究計畫公開徵求計畫書 3 月 16日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879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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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事務處》 
 2015暑期兩岸學術交流，即日起報名開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33&lang=big5 

 

 Call for Papers-The 3rd Symposium on the Culture of Chinese Characters (SCCC)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246&lang=en 

 

 Activity Announcement from Member Universities-KAIST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2015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247&lang=en 

 

 INHA University Summer Schoo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37&lang=big5#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Summer Program on Media Content Studies in Japan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36&lang=big5 

 

 瑞士寄宿學校暨夏令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42&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越南河內理工大學等二所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41&lang=big5 

 

 Leeds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LISS): Summer in England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40&lang=big5 

 

 EU Summer and Fall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Tübingen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39&lang=big5 

 

《計通中心》 
 103學年第 2學期的課程資料已匯入 iLMS系統 

參考網址：http://lms.nthu.edu.tw/index.php?nav=news_show&newsID=661794 

 

 近期新增「104 年乙未梅竹宣傳影片」、「104年高中教師清華營」、「104 年資深職技表

揚餐會 」，更多精彩活動回顧，歡迎點閱 

參考網址：http://www.media.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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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即日起進行總圖書館除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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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S電子期刊無法校外連線！請讀者務必遵守智財規範，違者將自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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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104年度「清戀物語 美味關係」未婚同仁聯誼活動訂於 3 月 21日辦理，請未婚同仁踴

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277,r875-1.php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與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合作製作「食在安全池上米」

數位學習課程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245,r2506-1.php 

 

 內政部辦理「中華民國 104 年全國孝行獎選拔」，惠請踴躍推薦孝行獎候選人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284,r2506-1.php 

 

 有關本校 104年契約進用人員升級案，自即日起開始受理，貴單位如有薦送人選，請於

3月 4日前將升級申請表及相關附件送人事室彙辦，請查照辦理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359,r875-1.php 

 

 中央研究院 2月份「知識饗宴」訂 24日晚間於該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349,r2506-1.php 

 

 

 教育部函，「公務人員請假規則」部分條文，業經考試院會同行政院於 1 月 22 日修正，

檢附發布令、修正條文、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份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342,r3174-1.php 

 

《工學院》 
 化工系兩岸暑期專題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497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277,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245,r250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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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清化工助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496 

 

 上緯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495 

 

 赴大陸修讀雙聯(碩士)學位案，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3 月 26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498 

 

 清華材料「領袖與材子論壇」(3月 6 日至 3月 7 日)，歡迎全校師生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073 

 

《科技管理學院》 
 洛杉磯 Loyola 法學院招收 2015年秋季班 LLM學生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82169,r1836-1.php 

 

《共教會》 
 體育室網頁自即日起至 2 月 23日止，因內部伺服器移轉，相關網址暫停使用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春節期間 2月 17日至 2 月 23日及和平紀念日 2 月 27、28 日連續假期，本校各運動場

館暫停開放。詳細內容請上體育室綱頁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496
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495
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498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1zZS5udGh1LmVkdS50dy9hcHAvbmV3cy5waHA/U249MjA3Mw==&b=DGHEDW/c%d1023774868016064/vfghy/26098728504845/DFGBB14026-08
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82169,r1836-1.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GVvLm50aHUuZWR1LnR3Lw==&b=DGHEBW/c%d1023774867016063/vfghy/26098727501687/DFGBB14105-1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GVvLm50aHUuZWR1LnR3Lw==&b=DGHEBW/c%d1023774866016063/vfghy/26098725555446/DFGBB14105-1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GVvLm50aHUuZWR1LnR3Lw==&b=DGHEBW/c%d1023774866016063/vfghy/26098725555446/DFGBB14105-10


 

 

《藝文活動》 

【琉柱風華】張全成創作個展 

 

 水墨琉璃作品中結合水墨與彩繪意象的方式賦予波瀾壯闊的視覺饗宴，色

澤斑爛、恣意縱橫、色彩無限地延展馳騁。而神像與達摩系列作品，藉由金

屬氧化與還原的運用，結合清玻璃的澄淨透徹，間或運用特殊材質更上層樓，

媒材多樣化往往催化出新穎冥想力量，流露真摯情感。高溫塑型分秒必爭，

也是無法修飾或重來的創作過程，造型樸拙，剎那即是永恆。此展運用斑駁

生鏽的廢鐵作為支架，鐵件的粗獷與澄澈透亮的玻璃互相映照，更能彰顯材

質屬性與藝術創意。 

說明： 

1. 時 間：3月 2日至 4月 1日。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272,r11-

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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