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通大學「兩岸四地大學百強排名」 清華躍登台灣榜首 

上海交通大學 11月 18日公布「中國兩岸四地大學百強排名」，

本校更上層樓，以總分 94.8高分，榮登台灣榜首、兩岸四地

排名第二，僅次於北京清華大學。 

本校賀陳弘校長指出，清華謹慎看待各項的大學排名，兩岸

四地有許多優秀大學，都有很精湛的學術表現，彼此互有勝負，

不分軒輊。清華之所以有如此可喜表現，主要是秉持「慎始」

的態度，長期耕耘，建立嚴謹的教師遴聘制度，並給予教師高

度自主性；此外在招生方面亦以宏觀多元理念，蒐羅優秀的青

年人才，在完善的校園環境中，形成良好的學術研究氛圍。 

本項排名具有國際性的指標評價，評分項目包括人才培養

(35%)、科學研究(35%)、師資質量(25%)、學校資源(5%)等 4

大類 13項指標。本校尤其在師均表現，特別傑出，包括博士

學位教師比例、Nature和 Science論文、國際專利等三項指標

評分，均列居二岸四地之首。 

上海交通大學自 2011年開始發布「中國兩岸四地大學百強

排名」，排名對象為中國大陸地區、台灣、香港特別行政區與

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研究型大學。 

今年是該排名第四次發布，前五名分別為北京清華大學、國

立清華大學、台灣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兩岸四地

百強學校數分別為，台灣二十七所，大陸六十四所，香港七所，

澳門兩所。 

兩岸四地大學排名──2014網頁連結

http://www.shanghairanking.cn/Greater_China_Ranking/G

reater_China_Ranking2014.html 

 

本校黃一農院士「e考據」研究方法 獲上海文匯報大篇幅專文報導 

2000年左右，數位化中華典籍開始出現，此後短短 10年間，

已有六七十億字的古代文獻被數位化。70億字是什麼概念呢？

假設你以一天時間讀完一本 73萬字的《紅樓夢》的速度，一

刻不停歇，需要 1萬天也就是 30年才能讀完 70億字。面對這

樣浩瀚的文山字海，真是讓人直呼吾生有涯！ 

「這是過去一兩千年從未有讀書人面對過的新環境」，本校

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一農院士由此感歎。這位曾經的無線

電天文學家，很早便以理工科所訓練出的敏感度察覺到當前

「整個文科的研究環境、研究方法正在發生劇變」。 

教授早在十年前就已提出 e考據方法，簡而言之，這是一種

在數位化大背景下充分利用資料庫和網路搜索的文科研究法。

最近四年，他依靠 e考據嘗試研究《紅樓夢》，希望以一己之

心得說服大家：e時代是人人無法避免的新環境，善用資料庫

與網路搜索，將有機會把許多傳統的領域帶向全新的局面。如

今的文史研究再難以資料壟斷為優勢，個人的知識架構和理論

功底恐怕更為重要。研究者能夠提出怎樣的問題，知道怎樣由

點及面地搜索，能夠建立怎樣的論點，才是最見功力之處。 

不久前，由本校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北京故宮博

物院及浙江大學共同合辦的「2014年第二屆 e考據與文史研究

研習營」在浙江大學舉辦，黃一農、薛龍春等多位學者結合自

己研究中有趣的 e考據案例，幫助學員體會「e考據究竟是一

種怎樣的方法」。與傳統考據「上窮碧落下黃泉」的精神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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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時代的考據，更要利用好一切可能的方式來「動手動腳找

東西」；而唯有文史基礎扎實者，使用 e考據才更如虎添翼。

在這個意義上，研究者都認為，e考據和傳統考據方法之間並

無衝突，而是相輔相成。正如黃一農教授所言：「e考據的最高

境界就是去掉 e。」 

e考據改變了我們佔有、閱讀與查考文獻資料的環境，比起

前人用索引、引得之類的文獻進行有限的檢索，今人擁有的是

海量關鍵字的檢索系統。而如何設置關鍵字，考驗的就是各人

功底。因此，e考據其實對學術提出了更高要求。如黃一農教

授所說：「如果你只是做上一代人那種水準的研究，那是浪費

了我們這一代人所處的特殊環境。」 

黃一農院士自 2010年起從事了一場奇特的學術探險，他以

初學者身分進入傳統深厚的紅學領域，並「穿越」至清朝，希

望能探究他所揭舉的「e考據」，可否在大數據 (Big Data) 時

代建立文史研究的新典範。黃一農院士之新著：《二重奏：紅

學與清史的對話》，將於 11月由本校出版社發行，對這本學習

筆記的學術史定位，許多人有較深的期許。 

參考文匯報

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4-10/17/node_19.

htm 

 
本校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一農院士。 

 
黃一農院士主任所提出之「e考據」研究方法在中國地區大獲好評，獲

上海文匯報以專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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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I創辦人清華校友林誌祥學長談創業選擇所愛，做到最好！

 本校核工 86級學長林誌祥，在 1997年帶領學生創辦 AOI，

從未滿 10人組成的小公司，到全球光纖通訊龍頭產業，創業

路維艱，但在林學長看來，只是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享受當

下，做到最好。他也勉勵清華學弟妹，創業不要怕吃苦，路程

一定會有失敗、有起伏，但「對的理念，就應堅持到底」。 

 AOI（Applied  Optoelectronic, Inc.）成立於德州休士頓，

為國際光纖通訊產業第一品牌，擁有最先進的半導體雷射技術，

亞馬遜、微軟、Arris、廣達等世界大廠，都是他的客戶。去

年 9月 26日 AOI在美國 NASDAQ發行上市，成為 08年金融海

嘯後，第一家由台灣人在美國創辦總部並在美國上市的科技公

司，也是 2011年 2月以後，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通訊公司。 

 不做代工，林學長憑藉著超然於市場的高端技術，用自己獨

創品牌打天下。他說，大環境固然重要，但「技術與創新」才

是創業的核心。一路走來，AOI歷經 911事件、通訊泡沫及全

球性的經濟蕭條，受到大環境影響，最辛苦時連員工薪水都險

發不出來，可謂風雨飄搖，但林學長始終保持信心，因為他認

為，「我們有最好的技術，風雨過後，市場仍會回來」。 

 「當年覺得太雜、太廣的課程，成為後來創業的基石」，林

學長說，清華核工系的教育很成功，讀大學時量子物理、電子

學、材料學等眾多科目都是核工系的必修課程，以前總覺得學

得不夠專精，但進入半導體雷射產業後，才發覺因為這些領域

的知識，讓他了解比別人多，走得也比別人快。他建議學弟妹，

應多選修跨領域課程，因為不知道未來你需要具備什麼技能。 

 大學課業之餘，林學長熱衷社團參與，國術社、桌球社、古

箏社、帆船社等各種五花八門的活動，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不只參與社團，林學長還一口氣當了多個社團的社長，他想告

訴學弟妹，學生時期不只有課業，不妨到處走走看看，每個階

段的經驗，都會是一種歷練，不會白費。 

 最後，林學長也建議，創業不要好高騖遠，但要做就要做到

最好，「擇你所愛，愛你所選」，享受自己的工作，那麼再辛苦

都覺得快樂，不會因為一時挫敗就失去信心，才能奮力朝自己

的目標前進。

  
AOI在美國 NASDAQ發行上市。  AOI台灣分公司祥茂光電林口新廠開工典禮，林誌祥(圖右)發表演說勉 

 勵管理團隊。 

 

清華愛心自行車 T-BIKE霸氣登場 

「校園單車逆襲！」由清華學生創意發起的清華愛心腳踏車

T-BIKE計畫將在 11月 22日正式開跑，25輛由廢棄無主車重

新改造的粉紫「T-BIKE」將穿梭校園，提供校內學生免費自借

自還，不少學生聽到直呼興奮，認為「實在太方便了！」 

活動主要發起學生清華厚德書院呂昱賢說，清華校園大，漫

步校園景致十分宜人，不過如果遇到趕時間的時候，可能就要

「瘋狂奔跑，十分狼狽」，與同學討論後，認為如果有免費代

步的自行車在校內提供免費借用，不管是「短程代步、趕課，

或是運動」，好像都挺不錯的。 

呂昱賢與載物書院柯昱均同學建立臉書「試水溫」，短短兩、

三天就吸引超過 300則留言，學生反應熱烈。於是他們在清華

厚德書院服務學習課程提出這個構思，吸引不少清華厚德書院



 

 

與載物書院學生前來加入計畫，組成 20人小組的 T-BIKE團

隊。 

T-BIKE團隊找了 25輛廢棄無主車，自行修繕、上漆，花了

超過兩個月的時間，將原本壞損不堪使用的車輛，打造成車體

粉紫，印有「T-BIKE」的清華愛心自行車。「以前只會騎車，

現在都變成修車高手了。」參與計畫的工工系大一施昱志說，

一開始修車過程很辛苦，因為大家都不是很懂自行車結構，還

好團隊有自行車社的人帶著大家一起努力，從簡單的換胎補胎

到比較困難的拉線等，花了很長的時間慢慢磨，終於完成了，

很有成就。他笑說，其實過程最辛苦還有一點就是修車點附近

有蜂窩，所以團員除了修車外，還要趕蜂，也是一種「另類體

驗」。 

T-BIKE將在 22日下午四點於綜三旁鴿子廣場正式啟用，目

前計畫設置 7處停放點，包括工一館、台達館、台積館、女宿、

水木餐廳後方、西門以及人社院。借用自行車的學生，必須將

自行車騎到這 7個定點中的任意點停放，方便下一個使用者借

取，團隊也將停車點漆成與車身相同的粉紫色，讓使用者辨

認。 

呂昱賢表示，如果使用者不慎將自行車騎壞了，要在專用停

放點的布告欄上拿「請維修」貼紙貼上，或跟臉書粉專聯繫，

這樣團隊就可以增取時效及時維修，也避免造成下一個使用者

的困擾。 

他指出，目前因為還在嘗試階段，T-BIKE數量較少，團隊先

採用設置定點停放的方式，讓使用者定點取車、還車。未來如

果計畫順利進行，希望能將自行車數量提升到 100台，屆時會

試營運期情況調整停放方式，讓 T-BIKE穿梭校園各處角落，

校園短程代步再也沒煩惱！ 

 

 
由清華學生創意發起的清華愛心腳踏車 T-BIKE計畫在 11月 22日正式

開跑。 

 
T-BIKE團隊自行修理廢棄自行車，並上漆，打造獨一無二的「T-BIKE」

清華愛心自行車 

 

 

 

賀 化工系胡育誠教授、醫環系葉秩光教授及資工系鍾葉青教授榮獲本校第 1屆傑出產學

研究獎 

  

賀 化學系黃哲勳助理教授、材料系陳柏宇副教授、奈微所鄭兆珉副教授、工科系歐陽汎

怡副教授及語言所謝易達約聘助理教授等榮獲第 17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賀 工工系陳彥文同學參加「2014年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卓越品質博碩士論文獎」榮獲碩士

論文組金帶獎(指導教授：吳建瑋教授) 

  

賀 工工系林宥婷同學參加「2014年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卓越品質博碩士論文獎」榮獲碩士

論文組銀帶獎(指導教授：蘇朝墩教授) 



 

 

  

賀 工工系李怡萩同學參加「2014 年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卓越品質博碩士論文獎 」榮獲碩

士論文組銀帶獎(指導教授：簡禎富教授) 

  

賀 科管所簡文強同學榮獲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2014科技管理博士論文獎佳作(指導教

授：張元杰教授) 

  

賀 科管所陳玠宇同學榮獲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2014科技管理碩士論文獎優等(指導教

授：張元杰教授) 

 

《教務處》  

 104年 1 月 2日補課事宜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78990,r1504-1.php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78884,r2843-1.php 

 

 清華大學英語學習園地與您歡度感恩節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53 

 

 教育部補助 104 年度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徵件須知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7373#showTitle 

 

 【開放式課程】探索加減乘除的奧秘，讓你遠離數學恐懼症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99 

 

 【清華磨課師問卷】分享是最偉大的學習活動，敬邀您的熱情參與！ 

參考網址：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general/home/announceInfo/52 

 

《學務處》 
 12月 4日研究生工作坊【研究生的人際攻略】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7714,r599-1.php 

 

 本校藝術中心舉辦「2015全國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nthudesignshow/huo-dong-jian-jie 

 



 

 

 放棄 103 學年度下學期床位辦法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8977,r1538-1.php 

 

 103學年度第三次齋長會議記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8950,r1538-1.php 

 

 全校運動會攝影比賽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2014sports/news/news=01.php 

 

 歡迎報名大鵬網職涯發展平台-第 3 梯次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79225,r1198-1.php 

 

 【心智解讀】清華導師會議您不可錯過的主題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8007,r492-1.php 

 

 金融研訓院──「走入校園，兩權齊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9126,r2469-1.php 

 

 2014台灣美食創作大賽暨桃園鄉土美食展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9095,r2469-1.php 

 

 2015寒假海外服務學習:聽見世界的微聲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9091,r2469-1.php 

 

 教育部辦理「數位教育博覽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9076,r2469-1.php 

 

 內政部辦理「新住民及其子女築夢計畫甄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9074,r2469-1.php 

 

 全國大學校院觀光學系聯合體育盃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9067,r2469-1.php 

 

 愛卡學習物資分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9032,r2469-1.php 

 

 2015年「臺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45,r2469-1.php 



 

 

 

 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好運臺北捷拍、捷影」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44,r2469-1.php 

 

 新竹市文化局 104年度快樂週末饗宴活動審查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43,r2469-1.php 

 

 安徒生和莫札特的創意劇場「小太陽：一個家的音樂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39,r2469-1.php 

 

 三羊開泰──第一屆生肖圖像設計國際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38,r2469-1.php 

 

 2015年第 19屆桃城美術展覽會徵件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37,r2469-1.php 

 

 2014漫步鹽水──人文景物攝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36,r2469-1.php 

 

 「趨勢經典文學劇場──尋訪陶淵明」舞台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34,r2469-1.php 

 

 第 11屆政大盃全國校際圍棋團體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9016,r2469-1.php 

 

 臺灣師範大學辦理「第五屆全國暨海外教育盃電子書創作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48,r2469-1.php 

 

 正修科技大學 辦理「103年學年度全國高中職及技專校院美感領域教學活動設計暨演

示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935,r2469-1.php 

 

《總務處》 
 本校 103 年 11 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報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78911,r127-1.php 

 

 



 

 

《研發處》 
 科技部函送「科技部生科司新規劃學門及學門研究主題涵蓋範圍」，自即日起適用 104

年度生科司專題研究計畫申辦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39 

 

 科技部「2015科技台灣探索──候鳥計畫」即日起至 11 月 26 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42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辦理 104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案說明會，請鼓勵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43 

 

 科技部公告 104 年度「防災科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徵求課題與說明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44 

 

 微笑的國度斯里蘭卡見證民主的力量──2015年斯里蘭卡大選選舉觀察計劃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79029,r4068-1.php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辦理 104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案說明會，請鼓勵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43 

 

 科技部 2015年「台菲雙邊科技合作計畫」11月 2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792 

 

 科技部徵求 104 年度「政府巨量資料應用先期研究計畫」12 月 16日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45 

 

 教育部補助 103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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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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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科技部徵求「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103年 11 月 27 日(四)下午 5 時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846 

 

 名額有限，敬請把握機會，踴躍報名參加 11月 26 日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3 

參考網址: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78887,r3334-1.php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44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78887,r3334-1.php


 

 

 科技部公告 104 年度「空間資訊科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研究重點與計畫申請說明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47 

 

《全球事務處》  

 第 45屆聖加侖研討會有興趣師生逕向主辦單位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58&lang=big5 

 

 2015年度日本交流協會經費資助辦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51&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韓國慶北大學續約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59&lang=big5 

 

 2015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合作補助之台德青年暑期研習營及博士生短期研究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50&lang=big5 

 

 「亞洲區域研究的方法與寫作」博士工作坊論文。參加報告者，頂尖大學聯盟將全額補

助五天的膳宿，另有文化參訪的行程，報名的截止日至 11月 30日，敬請把握 

參考網址：http://140.119.108.209/topleague/index.php/activity/detail/165 

 

《計通中心》 
 教育部書函，轉知「採用自由開源軟體之法制指引」正式版本 1份，以作為學生發展自

由開源軟體相關技術能力之認知參考，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78912-1.php?Lang=zh-tw 

 

 

《圖書館》 
 圖書館無線網路訊號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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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週【圖書館大聲公－說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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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31 日前，填寫「TAEBDC 電子書使用滿意度問卷調查」看電子書，填問卷、抽獎品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5 



 

 

 

 學習投資理財的第一步--證券金融資源資料庫 TEJ 介紹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8 

 

 探索旺宏，邀您一起多元成長! 一起構思旺宏館的多元學習心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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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週～開始囉！歡迎一同來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507 

 

 歡迎參加圖書館於 11月 26日舉辦之「唐文標數位資料館發表會、主題展覽暨座談會 」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500 

 

《主計處》 
 急件！所有邁頂計畫 11月 30日第三次考核結算，10萬元以下採購案應驗收核銷完畢，

未完成發包或簽約餘額，全數收回校方，請各單位儘速執行，俾利執行率之達成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79131,r1160-1.php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及建教合作、補助委辦計畫到期結案通知(12月)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79045,r1160-1.php 

 

《人事室》  

 104年專技普考導遊、領隊人員考試自 11月 25日至 12 月 4 日下午 5 時止受理網路報

名，請有意報考之民眾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9458,r2506-1.php 

 

《電資院》  

 資訊安全小隊競賽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9041,r3304-1.php 

 

《原科院》 
 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79072,r1602-1.php 

 



 

 

 教育部補助 103學年度第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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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1日下午 5點前備齊申請文件送研發處)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79130,r3699-1.php 

 

 海外留遊學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79129,r3699-1.php 

 

 

 

《科管院》  

 2014全國 MBA盃混排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8891,r1853-1.php 

 

 103學年度 科技管理學院暨各單位 10月份電子報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7889,r1853-1.php 

 

《共教會》  

 104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78899,r48-1.php 

 

 

 

 

 

 

 

 

 



 

 

《藝文活動》 

樂在清華 11月份演出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cfge.nthu.edu.tw/files/13-1084-78830.php?Lang=zh-tw 

 

采風樂坊-【東方傳奇】 

 《東方傳奇》以流行文化為訴求，由知名編曲家將國樂結合搖滾樂，將搖滾樂震撼人心的力量，加上傳統樂器動人心弦的純粹，

推出「創新但保留純粹」，「通俗又不失其韻味」的作品。演奏家更拋開傳統框架全場站立背譜演奏，活潑的肢體，搭配炫麗舞

台燈光特效，帶給觀眾視覺與聽覺上一別以往的體驗。 

 

說明： 

1. 時  間：11月30日(日)，下午2點30分。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41.p

hp?Lang=zh-tw。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41.php?Lang=zh-tw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41.php?Lang=zh-tw


 

 

以色列電影週 Israeli Film Week 

 在以巴衝突熾熱的當下舉辦以色列影展，非刻意呈現對立情勢，而是試圖客觀呈現以色列的影像特質。影展分為三個單元，「臺

拉維夫國際學生影展」與「特映篇」為本次影展特別取得授權，前者為學生紀錄短片得獎作品，深具影像創作潛力，後者為獲國

際獎項肯定之紀錄與劇情長片；另規劃「推薦篇」，呈現以巴兩地難解的關係。本次影展特別邀請《相親卡好》導演Maayan從以

色列來台，進行工作坊與映後座談。 

   

說明： 

1. 時  間：11月24日至12月3日，晚間七點半。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本週播映：11月24日(一)，怪妞小花、藍色果凍海； 

      11月25日(二)，紀錄短片聯映； 

      11月26日(三)，與巴席爾跳華爾滋； 

      11月28日(五)，唱你媽的歌； 

      11月29日(六)，超級收銀員。 

4. 報名網址：http://goo.gl/VpGjuv。 

5.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65.php?Lan

g=zh-tw。 

【工作坊】 

說明： 

1. 講  師：Maayan Cohen／導演。 

2. 翻譯講師：游惠貞／獨立策展人。 

3. 時  間：11月30日(日)，下午1點30分至4點30分。 

4. 地  點：清大教育館2樓225教室。 

 

研究生工作坊【研究生的人際攻略】 

 佛洛伊德曾說過，人生中最重要的兩件事就是，工作與愛。每天每天，在求學路上辛勤耕耘的我們，除了致力於所學，也別忘

記在認識自己，和在經營人際關係的路上，播種澆水。 

說明： 

1. 帶 領 者：葉致芬心理師／清大諮商中心兼任心理師。 

2. 時  間：12月4日(四)，晚間6點至9點。 

3. 地  點：醫輔大樓2F大團體諮商室。 

4. 對  象：清大研究生12位。 

5. 報名網址：http://goo.gl/CS248F。 

6.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7714,r599-1.php。 

 

http://goo.gl/VpGjuv
http://goo.gl/CS248F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7714,r599-1.php


 

 

系列電影【救救菜英文】 

 莎希是傳統的印度家庭主婦，她美麗迷人，擅長做甜點，看似幸福美滿，但是她的破英文卻是一大致命傷，女兒因此經常嘲笑

她，連丈夫薩提許也懶得跟她聊公事，令莎希非常受傷又缺乏自信。她痛下決心要把英文學好，於是瞞著姊姊和家人偷偷報名了

四週的英文會話速成班。一趟紐約行讓莎希從一名傳統自卑的家庭主婦，逐漸蛻變成充滿自信、快樂的現代婦女，也令女兒和丈

夫對她刮目相看，救的不僅是她的菜英文，也讓她和家人間重新找回對彼此的尊重。 

 

說明： 

1. 放映列車長：魏凡涓／實習諮商心理師。 

2. 放 映 時 間：11月27日(四)，晚間6點30分。 

3. 放 映 地 點：醫輔中心2F大團體室。 

4. 參 考 網 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5852,r491

-1.p hp。 

 

《演講資訊》 

2014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您知道該如何認識智慧財產權與維護自身權利？甚麼是授權或合理使用？怎樣才不會侵害他人的智慧財產？12月10日圖書館智

財推廣講座－著作權案例分享，向您介紹「非法影印」、「論文抄襲」、「作品抄襲」，以及與網際網路密切相關的「網路照片」、

「非法網站」、「合法網站」的利用。 

說明： 

1. 講  者：益思科技法律事務／劉承慶律師。 

2. 講  題：智財推廣講座－著作權案例分享。 

3. 時  間：12月10日(三)，下午3點30分至5點30分。 

4. 地  點：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5.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6。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6


 

 

唐文標數位資料館發表會、主題展覽暨座談會 

 唐文標先生文筆雄健鋒銳，廣受注目，不僅以現代詩、小說、劇本等創作，展現個人情志，也透過質量豐富的散文、評論，積

極與當時的台灣社會對話，其熱忱的人文關懷與淑世理想，躍然紙上。另外，投入張愛玲資料的蒐集，建立相關研究的基礎與參

考框架，並引發張愛玲研究的熱潮，延續至今。友人每每以「大俠」稱呼唐文標，其豪爽、率真的性情與作風，呼應了一個風起

雲湧的時代。 

 2009年7月邱守榕教授將唐文標先生手稿、文件、書信與收藏書籍，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典藏。2010年特藏組著手整理實體文

物，進行分類與編碼，接著將之數位化，並於2014年建置完成「唐文標數位資料館」，期望對台灣文化、社會、文學等相關領域

的專業研究有所貢獻。 

 

「唐文標數位資料館發表會」  

1. 時間：11月26日(三)，上午10點。 

2.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他永遠年輕：唐文標與他的文學理想」座談會  

1. 主持人：陳建忠教授／台文所所長。 

2. 與談人：陳萬益教授、林淇瀁(向陽)教授。 

3. 時 間：11月26日(三)，上午10點30分至11點30分。 

4.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唐文標與一九七○年代台灣鄉土文學運動」主題展  

1. 時間：11月26日(三)至12月10日(三)。  

2.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知識集。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tangwenbiao_20141126.htm。 

報名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single&class=73。 

 

【學習系列講座 Part2】 英文自我介紹與履歷撰寫 

 一份好的履歷絕對是你面試加分的利器！英文履歷能突顯語言優勢，搭配流暢、有系統的英文自我介紹，更能提升競爭力與可

見度，理想的未來將唾手可得。 

說明： 

1. 講  者：焦源羚 老師(清華學院導師) 

2. 時  間：11月27日(四)，晚間7點。 

3. 地  點：旺宏館R24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5989。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tangwenbiao_20141126.htm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single&class=73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5989


 

 

2014年(下)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 

 

說明：  

1. 講  者：朱宗慶總監／朱宗慶打擊樂團。  

2. 講  題：美力時代：文化扎根、創意當道。 

3. 時  間：11月26日(三)，晚間7點至9點。 

4. 地  點：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一樓孫運璿演講廳。 

5. 參考網址：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8289,r1853-1.php。 

 

2014 系列講座-當代中國的宗教與政治 

 

說明： 

1. 主 講 人：汲喆副教授／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中國研究系。 

2. 講  題：宗教治理中的國家法團主義 

3. 時  間：11月26(三)，中午12點30分至下午2點30分。 

4. 地  點：人社C306。 

5. 參考網址：

http://www.soc.nthu.edu.tw/app/news.php?Sn=969。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8289,r1853-1.php
http://www.soc.nthu.edu.tw/app/news.php?Sn=969


 

 

 

科管所專題演講 

 

 邀請360ip CEO ─ Dr. Glenn Kline來本院與師生近距離對談機會難

得，歡迎參加！本次演講內容以全英語進行。 

說明： 

1. 講  者：CEO Glenn Kline。 

2. 講  題：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3. 時  間：12月3日，下午3點30分至5點30分。 

4. 地  點：清大圖書館1F清沙龍。 

5. 參考網址：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9019,r1853-1.ph

p。 

 

【台文所演講】在性別書寫的盡頭逆反 

 

說明： 

1. 講  者：胡淑雯／作家。 

2. 講  題：在性別書寫的盡頭逆反。 

3. 時  間：11月27日(四)，上午10點50分至中午 12點50分。 

4. 地  點：人社院 C507 教室。 

5.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499#。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9019,r1853-1.php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9019,r1853-1.php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499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499


 

 

生科院演講公告 

 

說明： 

1. 講  者：黃秉乾院士／生命科學院創院院長。 

2. 講  題：生命科學：空前的挑戰，無窮的機會。 

3. 時  間：11月28日(五)，下午3點20分至4點50分。 

4. 地  點：生命科學院二館105室。 

5. 參考網址：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31。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講  者：江安世院士／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 

2. 講  題：Toward connectomics: Making sense of the fly brain。 

3. 日  期：11月 27日(四)，下午 3點半至 5點。 

4.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5.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資工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主 講 人：林育震／IBM台灣技術長。 

2. 題  目：五大趨勢定義你的科技未來。 

3. 時  間：11月 26日(三)，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4. 地  點：資電館 B1地演廳。 

5.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8857,r67-1.php。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31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8857,r67-1.php


 

 

外語系演講公告 

說明： 

1. 主 講 者：陳重仁／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2. 題  目：醫學與文學：福爾摩斯的跨界閱讀 

3. 時  間：12月 3日(三)，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20分。 

4. 地  點：人社院 C310。 

5.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46。 

 

化學系專題演講 

國立清華大學專題演講-103上  地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11月 26日 1400-1530 Prof. Jérôme Lacour 

Department of Organic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Geneva, Switzerland  

Stereoselective synthesis & catalysis 

with metal carbenes 

陳建添

/33363 

1530-1700 詹揚翔 教授 

中山大學化學系 

Semiconducting polymer nanoparticles as 

fluorescent probes for biological 

imaging and sensing 

黃哲勳

/31291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 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3)：學術研究人員社群規範---學術

倫理/人類研究計畫案審查重點 

 

說明： 

1. 講  者：科技部綜合規劃司 專題計畫科 許嘉文科長/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 曾育裕 博士 

2. 時  間：11月 26日(三)，下午 2點至 5點。 

3. 地  點：旺宏館遠距教室 B（346室 ） 

4. 參考網址：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78887,r3334-1.php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78887,r3334-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