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系陳柏宇老師首著仿生專書開啟材料研究新紀元

 本校材料科學工程學系陳柏宇老師與 Prof. Marc Meyers 合

著全球第一本結合「天然生物材料、仿生材料與生醫材料」專

書《生物材料科學：生物材料、仿生材料與生醫材料》

(BIOLOGICAL MATERIALS SCIENCE: Biological Materials, 

Bioinspired Materials and Biomaterials)，書籍於今年九

月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成為國外部分學校指定教科書，

近期也在籌備中文版的出版。 

 仿生材料是近年新興研究領域，「以大自然為師」製作更輕、

更強、更韌、多功能且高效率的材料。像是研究鯊魚皮表面，

如何透過溝槽化達到抗沾黏的目的，抑制細菌生長；研究鮑魚

殼內像粉筆一樣脆的碳酸鈣組成的珍珠層，如何組成類似磚瓦

水泥兼具強度與韌性的複合材料，科學家將大自然界看到的有

趣的結構「重現」，並保持其特性加以應用。 

 《生物材料科學：生物材料、仿生材料與生醫材料》一書共

13章，630頁，集天然、仿生與生物材料於大成，提供研究者

系統化整理。陳柏宇表示，仿生材料是新的領域，這幾年很多

學校開始開設一些仿生或是生物啟發材料相關的課程，但一直

都沒有一本比較好的教科書或是參考書，讓初學者入門十分困

難，加上領域太新，參考文獻也少，多半只能靠自己摸索。 

 「希望專書能為入門者點一盞明燈！」五年前，陳柏宇老師

與其指導教授 Marc Meyers發現這樣的需求，開始有出版專書

的想法，「我們嘗試用一個比較有系統的方式，尤其是將天然

與仿生材料彙整在一起」，從動手籌備到出版花了三年的時間，

此書終於問世。陳柏宇老師表示，「目前已有國外學校將專書

指定為教科書」，未來也希望能夠將新的發現或研究加入，讓

內容更臻完善。 

 為加強國內推廣仿生材料研究，陳柏宇老師也積極培養年輕

學子對仿生材料的興趣。「希望能在國高中培育研究種子，提

供交流平台」，陳柏宇說，因為仿生材料領域較新，自己摸索

時不論是在採集樣本、製作試片、實驗方式都可能遇到困難。

為了減少對於新題目毫無頭緒的摸索，目前陳柏宇老師已和新

竹高中、台中一中等科研社團或老師合作。藉由一些野外採集

與觀察，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或是動植物，再由大學部或是研

究生做進一步的分析研究，讓研究不再只是侷限在大專院校，

更可以向下延伸，讓國、高中生都可以參與。 

 
材料系陳柏宇老師著首本仿生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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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工科系王美雅博士、葉宗洸教授榮獲 2014年水化學國際會議(NPC 2014)優秀海報獎 

  

賀 材料系吳俊緯榮同學獲亞洲電子陶瓷暨鐵電陶瓷學會年會(AMF-AMEC-2014)傑出論文

獎(指導教授：簡朝和教授) 

  

賀 材料系徐宗豪同學、莊上毅同學榮獲 2014台灣鍍膜科技協會年會暨科技部專題計畫研

究成果發表會海報競賽 F組優等 

  

賀 材料系蔡非凡、阮彥勳、王欣瑞、張君銘同學榮獲 2014 年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金牌獎 

 

賀 哲學所姚懷捷、何明諠同學榮獲 2014台哲會南海碩士論文獎 

  

《教務處》  

 104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拾穗計畫)與招生專責辦公室說明會實施計畫開始報名，歡

迎全國高中職教師、學生與家長參加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78285,r1132-1.php 

 

 【圖書館基礎科目課業輔導】每週一至四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0分，總圖書館 2樓 203、

204討論室。歡迎前來諮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151 

 

 即日起校務資訊系統開放查詢 103上學期榮譽課輔員，歡迎需要課業諮詢同學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729 

 

 學士班期中成績預警系統即將於即日起開放通知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78390,r219-1.php 

 

 【學習系列講座 Part2】「英文自我介紹與履歷撰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211 

 

 清交好厝邊，聯手舉辦「回頭書特展」，全面 99 元起 

參考網址：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78010,r778-1.php 

 

 建國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管理系於 11 月 22 日舉辦「電子商務人才認證暨教師研習會」，即

日起至本年 11 月 20 日止接受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ceoic.com.tw/main.php 



 

 

《學務處》 
 南山人壽談未來人才必備技能，今年最熱血的志氣講座缺你不可!【清大場限額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95,r3455-1.php 

 

 十一月份社團工作會報開會通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92,r3455-1.php 

 

 103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園遊會與閉幕表演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99,r3455-1.php 

 

 707YA青年企業潛力發展平台計畫 青年企業獎勵表揚報名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46,r2469-1.php 

 

 SITE2015 救國團國際經貿事務研習會報名開始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37,r2469-1.php 

 

 臺灣數位有聲書推展學會「第六屆網路無障礙宣導與推廣活動──無礙自由行--網路無

障礙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33,r2469-1.php 

 

 2014年「孩是要桌遊」 幼兒桌遊原創設計與教學競賽暨研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569,r2469-1.php 

 

 臺灣證券交易所「逐筆交易模擬平臺」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538,r2469-1.php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辦理「屏東縣高齡友善城市標誌 （Logo＆Slogan）徵稿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537,r2469-1.php 

 

 103年度南投縣「微電影──菸傷」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502,r2469-1.php 

 

 柔道符合 103年度升段人員提交及升段申請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500,r2469-1.php 

 

 2014第四屆全國大學跆拳道武鬥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98,r2469-1.php 



 

 

 104年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95,r2469-1.php 

 

 2014年體育新聞人才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97,r2469-1.php 

 

 2014第一屆頂尖盃全國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實作技能人才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83,r2469-1.php 

 

 2014年(下)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88,r2469-1.php 

 

 菊寶一起 GO，環保創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77,r2469-1.php 

 

 性別主流化教育實務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65,r2469-1.php 

 

 小樹苗內心成長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64,r2469-1.php 

 

 第 20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40,r2469-1.php 

 

 客委會辦理「蒔客玩味？客家茶文化尋味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27,r2469-1.php 

 

 第十四屆「赤弦獎－紅樓琴緣民歌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23,r2469-1.php 

 

 2015茂迪盃──太陽能光電應用設計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291,r2469-1.php 

 

 本校藝術中心主辦「2015 全國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歡迎有興趣同學踴躍報名參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280,r2469-1.php 

 

 中山大學辦理「2015 全國高中職 CSI 創意行銷企劃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32,r2469-1.php 



 

 

 

 第 18屆輔大盃擊劍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93,r2469-1.php 

 

 中國文化大學辦理「第一屆全國大專校院 BIG DATA 金象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536,r2469-1.php 

 

 樹德科技大學辦理「2015 E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34,r2469-1.php 

 

 義守大學辦理「第二屆 義大盃食材辨識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403,r2469-1.php 

 

 萬能科技大學辦理「2014 全國雲端 APP行動創意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339,r2469-1.php 

 

《總務處》 

「學人宿舍新建工程」2樓樑柱牆及 3樓地板混凝土澆置運輸動線施工時程公告 

說明： 

1. 施 工 時 間：103年11月11日(二)至103年11月13日(四)。 

2. 施工期間，非相關人員或施工車輛請勿靠近圍籬周邊管制區域，同時該周邊區域(學生住宿組往碩齋沿線路邊)亦請勿停車，

以免發生危險與愛車汙損之情事，造成不便與困擾，敬請見諒。 

3. 營繕組聯絡人：房正國(校內分機：62281)。 

4. 參 考 網 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78663,r992-1.php。 

 

 1031104 未使用北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問題油品公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78570,r127-1.php 

 

《研發處》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作業要點修正事項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29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海外華人專業學會舉辦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與「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人員出國及來臺作業要點」自即日停止適用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30 



 

 

 

 吳健雄學術基金會 2015年第 8 屆「台灣傑出女性科學家獎」、「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及

「孟粹珠獎學金」開放甄選，本年度遴選「物質科學領域」的傑出女性科學家，受理申

請自即日起至 11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31 

 

 【重要法規修正】科技部函告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科技部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32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28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第 13屆有庠科技獎」之「有庠科技講座、有庠科

技論文獎」開放甄選，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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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 2

月 26日截止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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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教育部 11 月 28 日、12 月 26日「學術倫理課程推廣工作坊」相關資訊，歡迎踴躍

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78515,r3516-1.php 

 科技部 104年度「科學教育實作學門計畫重點說明會&經驗交流工作坊」11月於全國北、

東、南舉辦 3場，歡迎線上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827 

 

 11月 28 日臺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舉辦「103年度臺大暨北區聯盟研究倫理教育訓練(三) 

體育學研究的倫理審查、研究者的法律責任」，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78548,r3516-1.php 

 

 11月 28 日臺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舉辦「103年度臺大暨北區聯盟研究倫理教育訓練(四) 

人文藝術與傳播學研究的倫理審查」，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78550,r3516-1.php 

 

 



 

 

《全球事務處》  

 英國牛津大學暑期課程說明會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40&lang=big5 

 

 AEARU第十屆資訊工程與網路科技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42&lang=big5 

 

 2015年台日博士生暑期研究及台日青年研究人員暑期短期參訪考察申請案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39&lang=big5 

 

 摘譯之「歐洲國家學費與獎補制度異同」資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41&lang=big5 

 

 2014海外留學及遊學說明會<夢想起飛>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43&lang=big5 

 

《計通中心》 
 整合型網站平台行動版教育訓練報名開始囉 

參考網址：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Epage_201411 

 

《圖書館》 
 夜讀區考試期間(即日起至 11月 14 日)延長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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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11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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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本校某 IP違規大量下載 OSA 電子期刊，請讀者務必遵守使用資料庫使用規範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7 

 

 10月 31 日起人社分館展出早期漢學文獻，歡迎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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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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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資料庫說明會-論文報告的好幫手：EndNote篇 (進階課程)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492 

 

 試用資料庫：人民日報資料庫，試用至 11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494 

 

 新訂資料庫：Encyclopedia Britannica Online，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499 

 

《人事室》 
 檢附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3學年度「傑出校友」評選辦法暨推薦表格，敬請各單位

踴躍推薦該校畢業校友參與遴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8357,r2506-1.php 

 

 考選部書函，檢送「研商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資訊技師考試應試科目及命

題大綱會議」第 1次及第 2次會議紀錄各一份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8415,r3174-1.php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退休軍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利息所得扣取補充保險費之

反映意見與回應說明」資料 1 份，請參閱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8324,r3174-1.php 

 

 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辦理「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 103年度第 4 季服務滿意度調查」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78600.php 

 

《主計處》 
 12月 31 日結案之各計畫，請預留下個月之人事費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78539,r1160-1.php 

 

 各單位年度預算經費(T類)資本門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N類)」經費(經常門及資本門

分開結算)本年度第三次結算收回為 11 月底執行率應達 100%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78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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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78193,r1160-1.php 



 

 

 

《產學中心》 
 敬邀清華學生團隊參加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舉辦 Green Tech 競賽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3d325bc-56d0-40e7-a814-6b40e63d10c8&c=menu041 

 

《工學院》  

 福井大學 Global Engineering Program April 2015 Admission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78419,r3361-1.php 

 

 2014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78553,r772-1.php 

 

《電資院》  

 103學年度校長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eecs.web.nthu.edu.tw/files/14-1003-78559,r1422-1.php 

 

 103學年度第 1 學期 CPE 檢定時程(2014 Fall－CPE Exam Date)，請各位同學把握機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8391,r64-1.php 

 

 

《人社院》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國立清華大學補助單位及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人員」，即日起至

11月 17 日止受理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78064,r2733-1.php 

 

《原科院》  

 103學年度傑出導師獎」學生投票即將開始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78562,r1602-1.php 

 

 



 

 

《科管院》 
 華爾街日報帳號註冊訊息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8575,r1853-1.php 

 

《共教會》  

 「志氣，為未來而戰」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ad.cw.com.tw/edm/2014/school10/nthu1.htm 

 

 2015全國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nthudesignshow/ 

 

 通識教育中心網站改版新功能！歡迎同學們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news/webpromotion1103.jpg 

 

 鼓勵全球文化藝術創作者透過兩年一次油畫徵件比賽，用彩筆詮釋台灣之美，並對決賽

之作品進行專業鑑價，得獎者授予臺灣藝術家證，常態性參加兩岸油畫藝術家駐村研習

之旅，以擴大華人世界對台灣藝術的讚賞，累積市場能量 

參考網址：http://www.taiwanart.org.tw/contests/1413868604.html 

 

《藝文活動》 

【科幻影展：太空漫遊】Outer Space－Science Fiction Film Festival 

 科學家提出過很明確的證據相信，地球與太陽最終都會死亡，當世界末日來臨時，人類與其他物種的生命如何延續？科學的答

案只有一個──移民外星。 享受科幻電影聲光特效的觀眾未必在乎人類的未來，不過還是有不少科幻電影並未背棄科學的使命，

願意在畫面與情節上，讓觀眾們思考探索太空的現實情況。清華大學藝術中心今年的「科幻影展」，用「太空漫遊」為主題，挑

選八部影片，從多元的角度，表現人類在太空中的科學與人文議題。 

 

說明： 

1. 時  間：10月28日至11月22日，每週二、六，晚上七點半。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本週播映：11月11日(二)，太陽浩劫、 

      11月15日(六)，世界末日。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50.php?Lan

g=zh-tw。 

 



 

 

系列電影【當愛來的時候】 

 

 來春的母親終於生下了男丁，全家一片喜氣，但來春可不這麼認為，她瞧不起當

人「細姨」的媽媽，將青春歲月換成生孩子的機器。又加上，來了個從金門來依親

的自閉叔叔，這個家，她簡直不能忍受。 想要逃離這個沒人關心自己的家，然而

男友卻放了她鴿子，被迫待在家的來春，意外發現自己懷孕，震驚的她打手機聯絡

男友後，男友從此音訊全無。情緒幾近崩潰的來春在慌張無助下，卻意外地逐步找

回了被人關心、被人愛的感覺。 來春該如何面對她的未來？她還會再遇到男友宗

福嗎？她會拿掉腹中孩子，還是勇敢地生下他？ 

說明： 

1. 放 映 時 間：11月13日(四)，晚上6點30分。 

2. 放 映 地 點：醫輔中心2F大團體室。 

3. 放映列車長：邱杰濰／實習諮商心理師。 

4. 參 考 網 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5851,r491-1.php。 

 

【飛行囈恣園】──游依珊個展 

 「飛行囈恣園」是「飛行」系列自 2005年發展至今擴大延續發展的展覽呈現。  

 如果要為「飛行」系列作一個美學上的分析，我認為那是個人對於藝術上追求關於「自由」的一種精神層次。「飛行」系列當

中的繪畫型態並沒有要去構築出什麼特殊的美學性，所處理的卻較像是異想冥思之類的表達。這樣反而卻是一種繪畫當中更基礎

的性質 — 「自由」。在我的創作裡，飛行可以是任何東西，它的形象允許不確定性，可以是漂浮…甚至是一種神遊。在「飛行」

系列當中，主導繪畫的並不是眼前所見抽象的視覺主導性，也不在反應形式上的造形或風格問題，而是本人如何面對創作之冥思

創化的把握。 

 「囈想的飛行」，表達一種以己身為圓心，自我存在的心靈抒發。這一系列皆意圖在偌大且莫名的虛無空間，游移於具象與抽

象間，抒發著英雄的情懷，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突顯荒謬與凜然，訴說大都會裡每個寂寞詼諧的心。 

 個人創作在追求一種自由的精神層次，如小孩畫畫般純真自在，也同時在抒發心靈的困惑和鬱悶。「囈想的飛行」，表達了現

代人們對現實的不滿與無奈，只能選擇阿 Q遁逃，療癒大都市裡每個寂寞孤獨的心(藝術家自述)。 

 

說明： 

1. 展出日期：11月3日(一)至12月3日(三)。 

2. 展出地點：清大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55.php?Lang=zh

-tw。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5851,r491-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55.php?Lang=zh-tw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55.php?Lang=zh-tw


 

 

【青春記憶】林文瑋個展 

 

從基本的靜物，質感變化的練習  

到充滿想像的創作 一件一件的畫作，紀錄著  

在學習和成長的過程中  

每個階段的一點一滴 

說明： 

1. 日  期：10月29日(三)至11月19日(三)。 

2. 地  點：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

5657.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2014年度講座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享譽國際的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思想家、哲學家、文學評論家，研究主題跨越文學、

經濟、歷史、政治、哲學等多元領域。曾任教於日本國學院大學、法政大學、近畿大學、美國加州大學、康乃爾大學，並長期擔

任美國耶魯大學東亞系、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客座教授。2006年退休。柄谷行人出身學運世代，1960年代就參加反安保運動。

1969年以討論夏目漱石的〈意識與自然〉獲得第 12屆群像新人文學賞。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

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代表作品包括《近代日本文學之起源》、《超越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邁向世界共和國》

（臺灣商務出版）、《倫理 21》、《柄谷行人談政治》、《世界史的結構》、《哲學的起源》（心靈工坊出版）等。 

 

說明： 

1. 講  題：思想與運動：日本戰後到當代的左翼狀況反思。 

2. 主 持 人：劉紀蕙／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所長、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主任。 

3. 主 講 人：柄谷行人／日本當代理論批評家。 

4. 回 應 人：汪宏倫／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所教

授。 

5. 日  期：11月12日(三)，下午2點至5點。 

6. 地  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二館110室。 

7.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7921,r2649-1.php。 

http://www.cl.nthu.edu.tw/ezfiles/278/1278/pictures/876/part_77921_5813485_25771.jpg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講  者：周愫嫻特聘教授／國立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2. 講  題：豆蔻城裡人民和盜匪：談維京人與臺灣人眼中的罪與罰。 

3. 日  期：11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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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ic Talk: Did Bill Clinton Tell the Truth in His Impeachment Trials? 

A Neo-Gricean Pragmatic Analysis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40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40


 

 

Academic Talk: Developing Speaking Skills Through Reading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41 

 

Academic talk: Translating the Rhythms of Dickinson’s Poetry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44 



 

 

紀念裴爾士逝世百年學術研討會 

 裴爾士(Charles S. Peirce, 1839-1914)一般被公認為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主要創立者，事實上他不僅獨立於德國哲學家弗

雷格(Frege)發展出當代邏輯，而且也獨立於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Saussure)發展出不同的記號學，更被許多學者認為是美國最具

有思想原創性的哲學家，他在知識論與形上學等領域的主張也仍吸引眾多研究者的注意。今年(2014年)適逢裴爾士逝世百年，清

華哲學所發起舉辦「紀念裴爾士逝世百年學術研討會」，共邀請一位學者來發表專題演講、以及四位學者來發表論文，所發表的

論文的領域包含有邏輯、知識論以及美學，並且將在會議開幕時簡介裴爾士的生平與學術研究，期望藉此機會讓國內的裴爾士哲

學與美國哲學的研究學者進行連絡與交流，並且提升裴爾士哲學與美國哲學在國內的研究風氣。 

 

 說明：  

1. 會議日期：11月16日(日)，上午10點30分。 

2. 會議地點：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C310會議室。 

3. 參考網址：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78297,r4

275-1.php。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78297,r4275-1.php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78297,r427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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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時間 講者 講題 主持人 

11月 10日 

R121 

1400-1530 Prof. Koichi Mikami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ew Frontier in Fluorine Chemistry: The Key 

for Drug & Material Sciences 

汪炳鈞

/33410 

11月 11日 

化二 223 

1400-1530 Prof. Wonwoo Nam TBA 陳建添

/33363 

11月 12日 1400-1530  Prof. Zurina Shaameri 

UniversitiTeknologi MARA 

Chemical Explorations of Some Tetramic Acid 

Derivatives towards the Synthesis of 

Multifunctional Synthons for Bioactive 

Molecules 

汪炳鈞

/33410 

1530-1700 Prof. Guillaume Wantz 

University of Bordeaux, France 

TBA 洪嘉呈

/35635 

11月 19日 1400-1530 Prof. Zhenfeng Xi 席振峰 

Peking University 

TBA 汪炳鈞

/33410 

1530-1700 張文豪 教授 

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 
TBA 

黃哲勳

/31291 

11月 21日 1400-1530 Prof. Anatoly F Vanin 

Semenov Institute of Chemica,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Moscow, Russia 

TBA 廖文峯 

/3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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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