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清華學術研討會 跨越產業菁英齊聚 

 由本校生醫中心與生命科學院主辦的兩岸清華大學學術研

討會，日前圓滿落幕，有別於以往聚焦於「能源與奈米科技」

的主題，今年重點放在「神經科學與生醫工程」和「疾病」兩

大生醫研究主軸，探討神經彈性、發育/老化及轉譯醫學工程，

以及細胞器官/代謝異常及轉譯醫學工程。 

 北京清華大學姜胜耀副校長帶領包含教育基金會李冰秘書

長、科研院周羽院長以及生醫領域的教授、研究員等一行 23

人前來本校拜訪交流，本校則由研發處及生物醫學科技研發中

心王雯靜主任率領團隊參與，超過 100位跨領域的學術界菁英

聚集清華，包括基礎、臨床以及轉譯醫學工程、生醫材料、生

醫影像、生醫機電、生物資訊、結構生物與藥物開發等專家，

一同進行學術交流。 

 本校吳誠文副校長致詞時談到，兩岸清華的合作能提升雙方

研究水平，也因為有相同的校名，長期的合作下，可望使清華

大學之名享譽全球。北京清華大學姜勝耀副校長也提到，兩岸

清華於 1991年即開始有研究上的合作，長期的推動下，兩校

的教授都建立起寶貴的友誼，彼此的合作無所不在。如同潘犀

靈研發長所說，進行生醫相關研究的教授分布於全校各學院系

所中，此次研討會是一個很好的跨領域交流平台。 

 本次活動特別邀請到本校生命科學院孫玉珠教授以

「Pyrophosphatase:A Membrane Embedded H+ Translocating 

Protein」為題進行大會演講，孫玉珠教授的研究是臺灣第一

個成功解析之多重穿膜膜蛋白分子結構，使之建立焦磷酸水解

酶在藥物設計、經濟作物的改良、生質能源供應等方面之創新

概念，備受國際相關學界重視。本校結構生物領域有完整的研

究人員與軟硬體設備，搭配鄰近之國家同步輻射中心，表現領

先全台。 

 目前國家同步輻射中心正建造台灣光子源，本校將利用新光

源開創嶄新實驗技術，以拓展生物奈米醫學科技領域。北京清

華方面則由生命科學院鄧海腾教授演講「The Current Status 

of Proteomics and Beyond」，其卓越的研究成果使賽默飛世

爾科技於今年初與鄧教授簽訂全球科研合作夥伴協議，針對癌

症診斷與預後進行長期的研究與合作。 

 今年更特別的是，在本校育成中心的協助下，首次在學術研

討會邀請廠商參與，期望藉此縮短產學差距。雖然由於本校的

研究過於尖端、基礎，國內多數廠商研發能力不足以接軌，不

過仍獲得一些校友與國際廠商的支持，包括因華生技、臺灣電

鏡及 inVentive Health 等廠。 

 因華生技為針對腫瘤與專科治療藥物進行開發及商品化的

專業製藥公司，以公司內部自行開發或引進潛力候選藥物進行

臨床開發，並將其商品化上市。他們運用自身發展出之藥物傳

輸技術平台，增進現有藥物之安全性及有效性，並且於特定疾

病領域中提供更好的醫療選擇，目前有 OralPAS ® 技術把針劑

轉化為口服，可降低治療病患的時間與金錢成本，有助提高病

患的生活品質。該公司對人才培育很用心，最近還舉辦「徵選

傑出研究海報參加美國製藥年會」，贊助國內研究生參加「2014

美國製藥科學年會」(2014 AAPS)的來回機票、報名費與住宿

費用，明年度將與健喬信元公司合作，擴大舉辦此活動，希望

藉此協助栽培台灣傑出製藥科學相關研究員，未來能嘉惠於台

灣的製藥產業發展。 

 臺灣電鏡為工科系陳福榮教授科專計畫研發具體成果，將許

多複雜的技術整合為一台小巧的桌上型電子顯微鏡，可快速取

像，並可客製化配合各種需要去調整。現場包含電機系、化工

系、生科系等不同領域的教授了解後都大感興趣，希望能夠有

機會繼續詳談，而其科技創業的發展過程也令許多師生感受到

激勵。當天另有科管所學生適巧路經，也強烈表達有意願加入

創業團隊，盼能在其團隊中增加商管行銷的專業人員。 

 另有一家 inVentive Health，此為一家國際 CRO公司，有專

業可以協助藥廠、研究單位發展新藥、尋找國際上的商業夥伴、

開拓市場。該公司在臺灣知名度不高，藉由此次商展，可以增

加曝光度，本校師生也可藉此了解新藥研發時可以合作請問的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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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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期四天的交流，北京清華的來賓還在研討會之外參訪本校

產學營運合作總中心、腦科學研究中心以及硼中子捕獲治療研

究中心，也前往長期與本校有良好合作關係的國家衛生研究院

與林口長庚醫院進行參訪交流。 

  
北京清華姜勝耀副校長與本校吳誠文副校長互贈禮物。  本校張晃猷副研發長與因華生技合影。 

 

賀 資工系杜佩芸、田茂堯、林冠宇、蕭任宸、陳奕瑄同學榮獲「2014 4C數位創作競賽」

【遊戲應用組】大會金獎廠商票選─最佳作品獎、最具潛力獎 

  

 

 

 

《秘書處》 
 [性平會轉知]秘密說出口──同志親密暴力諮詢網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78246,r805-1.php 

 

《教務處》  

 【開放式課程】不再當迷途羔羊！牧羊人黃振昌教授帶您領略晶體繞射的材料奧秘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course&cid=114& 

 

 【開放式課程】三個願望一次滿足！倉秀出奇蛋給你最棒的材料熱力學習體驗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course&cid=113& 

 

《學務處》 
 103年 8 月份＆9月份遺失物品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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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清華營師長座談會議紀錄及未出席單位回覆意見來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270,r3455-1.php 

 

 103學年度第 2 次定期社團辦公室整潔評分比賽將於 11 月 6 日舉辦喔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137,r345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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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第二次齋長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8176,r1538-1.php 

 

 103 中等學校運動賽事新聞服務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2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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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國際青年華嚴學者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204,r2469-1.php 

 

 教育部「104年數位學伴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202,r2469-1.php 

 

 2014年大專校院北商盃跆拳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156,r2469-1.php 

 

 「勇敢抓 BUG─堅持廉潔．開創未來」微電影徵件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146,r2469-1.php 

 

 103年度第 38屆全國中正盃劍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158,r2469-1.php 

 

 2014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書法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141,r2469-1.php 

 

 救國團 103期海外營隊輔導員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134,r2469-1.php 



 

 

 

 2014全國大專院校投資模擬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118,r2469-1.php 

 

 「Chem-E-Car」總錦標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96,r2469-1.php 

 2014蓋夏夢工廠 R臺灣小麥麥梗應用商品設計與行銷企劃方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95,r2469-1.php 

 

 2014年觀光工廠創意行程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94,r2469-1.php 

 

 暑期美國及加拿大實習旅遊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89,r2469-1.php 

 

 2014全國學生醫法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87,r2469-1.php 

 

 IBDC 自行車創新服務商業企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76,r2469-1.php 

 

 2014觀光盃房務鋪設服務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68,r2469-1.php 

 

 創新創意遊程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81,r2469-1.php 

 

 創新創業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93,r2469-1.php 

 

 魔法學習家族工作坊(專業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091,r2469-1.php 

 

 智慧 IN！盜版 OUT！第五屆靜宜大專盃全國英文四格漫畫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144,r2469-1.php 

 

 「跳進東華來 」創意歌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8101,r2469-1.php 



 

 

《總務處》 
 統一疑受頂新牛油污染的產品下架公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78207,r127-1.php 

 

 103學年度上學期校園公車時刻表修正(適用期間即日起至 104年 1月 18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78372,r1065-1.php 

 

 學齋後方與周邊環境改善工程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78383,r992-1.php 

 

 本校擬與工研院進行土地交換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property.web.nthu.edu.tw/files/14-1024-77420,r52-1.php 

 

《研發處》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頒發考察研究獎助金即日起至 104 年 2月 28日止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25 

 

 科技部自然司「尖端晶體材料開發及製作計畫」12 月 31 日下午 6點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24 

 

 科技部 104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11 月 14日下午 5時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786 

 

 科技部 104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構想書 11月 6日下午 5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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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826 

 

 國立清華大學「邁向頂尖大學」研究中心整合型計畫申請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15 

 

 

 



 

 

「2014年 e考據與文史研習營」獲上海文匯報以專文報導

 
本校人社中心與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北京故宮及浙江大學，共同主辦之「2014年 e考據與文史研習營」，黃一農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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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出現在頭版，全部報導共四版）。 

參考網址：http://wenhui.news365.com.cn/html/2014-10/17/node_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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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事務處》  

 第四屆亞洲青年領袖遊學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35&lang=big5 

 

 教育部與 6所世界百大設置合作獎學金甄選資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36&lang=big5 

 

 留學加拿大說明會，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33&lang=big5 

 

 2014大陸吉林大學第十三屆北國風情冬令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832&lang=big5 

 

 科技部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合作辦理 2015年選送博士生暑期赴日研究暨青年

研究人員暑期赴日參訪考察計畫申請案，自即日起至 104 年 1 月 9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

http://www.most.gov.tw/newwp.aspx?act=Detail&id=d8a6a45ceafb40069b639a4421ae8ba5&ctunit=31&CtNode=

42&mp=1 

 

《計通中心》 
 「網路與軟體使用費案」公聽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78292,r240-1.php 

 

 【訊息發佈系統】使用說明  

參考網址：http://aisccc.web.nthu.edu.tw/files/14-1102-78333,r747-1.php 

 

《圖書館》 
 【有獎徵答】黑心食品吃不得 食安知識要記得！Taylor and Francis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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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圖書館週【讓書去旅行──好書交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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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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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MRS Online Proceeding Library 使用達人有獎徵答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489 

 

 Royal Society Publishing 電子期刊試用至 12月 6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490 

 

《人事室》 
 教育部函，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修正「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

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8300,r3174-1.php 

 

 教育部書函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招募資訊會務人員 1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8288,r875-1.php 

 

 教育部書函，鼓勵公務人員就近入學進修性別平等相關博碩士學位，以長期培養我國公

務體系推動性別平等工作之專業人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8322,r875-1.php 

 

《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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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78192,r1160-1.php 

 

《理學院》  

 2015中華民國物理年會活動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phys.nthu.edu.tw/ann/2014news/2015annualmeeting.htm 

 

《電資院》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學生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短期留學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78114,r58-1.php 

 

 【資訊技術人員職缺】Gomaji 夠麻吉團購網徵才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8109,r2779-1.php 

 

 



 

 

 智慧科技有限公司誠徵 iOS／Android 助理工程師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8018,r2779-1.php 

 

《人社院》 
 一江山戰役六十週年紀念活動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7969,r2649-1.php 

 

《生科院》  

 

 103學年度上學期「臨床醫學概論」演講公告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78197,r386-1.php 

 

《科管院》 
 2014年(下)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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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教會》  

 2015全國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即日起開始徵件！由藝術中心及技術創新與創業研究

中心共同舉辦，歡迎各位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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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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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幕 茶 會：11月3日(一)，上午10點至12點。 

4. 藝術家面對面：11月7日(五)，上午10點至12點。 

5. 參 考 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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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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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二)，瓦力、 

     11月8日(六)，月球。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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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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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136)】 

 

 莫迪就任印度總理以來，印度對外關係受到廣泛的矚目。本文將分析這一

段期間以來，印度與主要大國的互動，特別是印度與中國、美國及日本的關

係發展。藉由高層互訪成果探討印度新政府的外交取向。 

說明： 

1. 講  者：方天賜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2. 講  題：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國外交。 

3. 日  期：11月 5日(三)，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4. 地  點：人社院 C310室。 

5. 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60。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57.php?Lang=zh-tw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5657.php?Lang=zh-tw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60


 

 

夢啟程系列演講【越旅行，越勇敢】 

 七年級生，一年內花了 30萬遊歷 13個國家，足跡遍及亞洲、東南亞、歐洲、中東等地。旅行前有一份高收入工作，但血液中

的流浪因子潛伏並蠢動著，相信人生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不用拘泥於現況。於是，他決定離開原有的平穩生活，開始實踐旅行計

劃。 

 「旅行讓我學會負責任，了解努力學習的重要。」他是誰，他就是旅人作家──藍白拖。藉由旅行的反思，他找回人與人相處

的核心價值，當中包含信任、分享、學習。本次講座中，藍白拖將分享他的體驗， 以及如何享受旅行，勇於面對生活的挑戰。 

 

說明： 

1. 幸福站長：藍白拖(劉哲瑜)。 

2. 時  間：11月4日(二)，晚間七點。 

3. 地  點：行政大樓168階梯教室。 

4. 邀請對象：清大教職員工生。 

5. 入園方式：自由入場(歡迎提早入席，以免向隅)。 

6.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5855,r491

-1.php。 

 

【清大人類】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103學年度秋季系列演講（二） 

 世俗主義在早期現代中國的實踐歷程，可以看作是由“教”所統攝的信仰、知識與權力。三位一體的傳統秩序發生分裂與重組的

過程。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國所面臨的現代危機引發了教育改革，進而又導致了宗教與教育相分離、宗教與政治相分離以及國

家對合法教育的壟斷等連串後果。傳統的“教”分化為在社會表達形式上各自獨立、但在實踐和觀念上又彼此糾結的現代意義上的

宗教、教育與政治。這一系列運動奠定了現代中國的世俗主義制度安排的基礎。直到今天，宗教、教育與政治這三者關系的變化，

仍然是中國社會變遷的一種結構性動力。 

 

說明： 

1. 講  者：汲喆教授／國立東方語言學院中國研究系副教授。 

2. 講  題：從教教分離到政教分離──中國的世俗化歷程。 

3. 時  間：11月 5日(三)，下午三點至 5點。 

4.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C304室。 

5.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8278,r2648-1.php。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5855,r491-1.php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75855,r491-1.php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8278,r2648-1.php
http://www.cl.nthu.edu.tw/ezfiles/278/1278/pictures/100/part_78278_7325560_58266.jpg


 

 

103學年通識講堂: 

 2013年被視為第四代行動通訊(4G)時代的起始年，包括供應商、服務業者，無不為 4G 商機摩拳擦掌、積極備戰。然而，對廣

大的行動通訊用戶來說，所謂的「4G」到底是什麼，恐怕很少人搞得清楚。特別邀請「幸福點子王──林國豐總經理」來釋疑，藉

由行動網路，讓你一手掌握生活的小確幸。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103ge/1105.html  

 

 [圖書館演講] 研究，與世界同步! 尋找研究主題，提升國際影響力 

撥開迷霧：引文可以告訴我們什麼？ 

在巨人肩膀上眺望：從經典中發掘文獻的影響力 

與學科最前沿同步：檢索會議文獻，探索 Research Fronts 

搭乘科研高鐵：如何最優化我的研究流程 

洞悉期刊表現：快速協助精準選擇績優期刊來投稿 

說明： 

1. 時間：11月 5日(三)，下午 2點。 

2. 地點：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3.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458。 

 

【清大語言】語言所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專題演講二  

說明： 

1. 演 講 者：路昌容／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2. 演講題目：你『聽』我『說』-聽語障礙科學的內容與前景  

3. 時  間：11月 5日(三)，中午 12點 30分。 

4. 地  點：清大人社院 B305室。 

5.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8277,r2648-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458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8277,r2648-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講  者：徐敬全總經理(Ph.D)／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講  題：IoT and Wearable market introduction。 

3. 日  期：11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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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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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 1400-1530 Prof. Naoto Chatani 

Osaka University 

Catalytic Transformation of C(sp2)-H and 

C(sp3)-H Bonds Using Bidentate Directing 

Groups 

汪炳鈞

/33410 

11月 7日 TBA Prof. Mark Gordon TBA 游靜惠

/6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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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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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