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書處》  

 校友服務中心即將遷至清華名人堂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75995,r4271-1.php 

 

《教務處》  

 103學年度第 1 學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核准名單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75972,r219-1.php 

 

 中研院人文講座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76142.php?Lang=zh-tw 

 

 TA研習營講者投影片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109 

 

 第 31期外語進修班最新開班結果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72 

 

 第 51期高教評鑑雙月刊資訊 

參考網址：http://class.web.nthu.edu.tw/files/14-1669-76132,r11-1.php 

   
 

賀 動機系衛榮漢老師、電機系鄭桂忠老師、通識中心林文源老師榮獲科技部 103 年度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賀 工工系侯建良教授與研究生廖婕安、許暐羚，參加中華民國情境智能學會學生論文

競賽，屢獲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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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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衛保組進行大一新生 CPR課程，羽球場地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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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運動會標語競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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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賑災基金會「助學金」申請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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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圓夢助學網」助學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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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活中 102場地借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6120,r3455-1.php 

 

 近來有眼鏡蛇在蝴蝶園附近出沒，提醒同學勿於夜間前往，以維安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6145,r3455-1.php 

 

 天下雜誌徵選「志氣，為人才而戰」系列活動校園特派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6233,r3455-1.php 

 

 社會企業校園巡迴講座規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5980,r2469-1.php 

 

 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協會舉辦「103 學年校園啦啦隊運動安全講習」、「103教練講

習會」及「2014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等活動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5989,r2469-1.php 

 

 校園好腳力 10 人 11 腳競速大對決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5999,r2469-1.php 

 

 台灣農場趴趴走旅遊影音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6000,r2469-1.php 

 

 臺北大學語言中心全國英語簡報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6028,r2469-1.php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橋藝錦標賽」及「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3年度教職員工

橋藝錦標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6184,r2469-1.php 

 

 宣傳敬師金句及 30 秒敬師短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6246,r2469-1.php 

 

 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學生體育運動社團幹部研習營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6278,r2469-1.php 

 

 部長與青年有約系列活動－中區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6279,r2469-1.php 

 

《總務處》 

誠齋宿舍至新齋宿舍管線試挖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本工程預定於9月22日至9月30日誠齋宿舍至新齋宿舍進行管線試挖工程。聯絡人：營繕組魏哲勇，電話：03-5162285。 

2.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6037,r2223-1.php。 

 

誠齋宿舍至新齋宿舍管線埋設及排水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本工程預定於10月1日至12月31日 誠齋宿舍至新齋宿舍進行管線埋設及排水工程。實際施工日期視試挖結果調整。聯絡人：

營繕組魏哲勇，電話：03-5162285。 

2.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6036,r2223-1.php。 

 

 已全面清查餐廳攤商使用油品廠牌，均無使用強冠公司生產之「全統」油品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76186,r127-1.php 

 

 校園公車時刻表(適用期間為 9月 15日至 10月 31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76250,r127-1.php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6037,r2223-1.php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6036,r2223-1.php


 

 

《研發處》 
 長榮推廣教育中心辦理勞工在職進修計畫「專利法規實務班」敬邀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3a376fd-c5fa-4716-96df-00a072d48e60&c=menu041 

 

 科技部 104年度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10月 19 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94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4 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自即日起至 9月 19日中午 12點

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95 

 

 研發處於 9月 15日起搬遷至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敬請各單位協助配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97 

 

 科技部「奈米科技創新應用主軸計畫」計畫徵求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96 

 

 「補助學術研究群」申請案，即日起至 9 月 30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445 

 

 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技專案「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計畫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98 

 

 與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9月 30日止，逾期

不予受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76180,c2617-1.php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等三所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96&lang=big5 

 

 2015及 2016年赴海外交換甄選說明會歡迎踴躍參與(不含大陸地區)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94&lang=big5 

 



 

 

 2014秋季美國教育展，10月 18日及 10 月 19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93&lang=big5 

 

 2015 Manchester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97&lang=big5 

 

 2015及 2016年赴海外交換生甄選於 10 月 13日至 10月 23 日開放線上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88&lang=big5 

 

 中南大學「湘聚兩岸情，同築創業夢」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交流研習營報名時間至 9月

17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98&lang=big5 

 

《計通中心》  

 製作數位課程輕鬆上手，數位學習平臺系列課程 

參考網址：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E-learning_201409 

 

《圖書館》 
 中國方志庫請以初集檢索軟體登入使用兩輯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圖書館冒險王－歡迎到圖書館開啟您的探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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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報名參加「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申請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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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銓敘部公務人員雙月刊為闡揚文官制度理念、宣導人事法令之刊物，請踴躍訂閱及轉知

所屬人員踴躍投稿，以展示成果績效，相互觀摩學習，請 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6218,r875-1.php 

 

 中央研究院辦理「秋戀物語愛情心樂園」活動，敬請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6220,r2506-1.php 

 



 

 

 銓敘部令以，應 97 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佐級考試技術類電力工程科考試

及格人員得適用電力工程職系，請 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6202,r3174-1.php 

 

 檢送銓敘部、國防部於 8月 27日會同修正發布之「軍職專長與公務人員職系認定對照

表」總說明、對照表及發布令影本各 1份，請 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6029,r3174-1.php 

 

 因應6月1日公教人員保險法之修正施行，為增進被保險人對公教人員保險業務之瞭解，

於網站增設超連結，連至臺灣銀行全球資訊網公保服務網頁，請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76207.php 

 

《主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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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75928,r1160-1.php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提撥管理費通知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75927,r1160-1.php 

 

《理學院》  

 水木化學文教獎學金(9月 30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47448,r2507-1.php 

 

 天文數據處理之電腦基礎 

參考網址：http://www.astr.nthu.edu.tw/files/14-1276-75973,r11-1.php 

 

《工學院》 
 工學院「全球工程師」學生暑期海外實習心得分享會暨證書頒授會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76126,r3361-1.php 

 

 工學院學士班 9 月 16日至 9 月 22日演講公告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76167,r806-1.php 

 

 



 

 

《人文社會學院》 
 數位人文研究工作坊－臺灣研究新取徑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6249,r2648-1.php 

 

 【新書發表會】「21 世紀的家：台灣的家何去何從」 

參考網址：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4-1147-76208,r1561-1.php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獎勵大學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獲補助名單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28 

 

《科技管理學院》 
 計財系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清寒學生獎助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76259,r1773-1.php 

 

《共教會》 
 教育部頒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命題作業要點」第 3點、第

4點、第 7點修正令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75984,r1152-1.ph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第二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各科教材教法」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76185,r150-1.php 

 

 師資培育發展促進協會辦理「多元特色師資培育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75981,r150-1.php 

 

 

 

 

 



 

 

《藝文活動》 

【想，相】林冠宇個展 

 

透過我所步及的，所記錄的，所攝的風景，在相片去除一隅，

一片，甚至只留一小部分之後，你「第一眼」所見得到的印象，

在翻頁之後，看到真實的景象，是否與你想像的一樣。想表達的

是，人的想像是無限的，摻雜著你的生活經驗，所想像的，應該

與眾不同。 

說明： 

1. 時間：9月24日(三)至10月15日(三)。 

2. 地點：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55

08,r11-1.php。 

 

《潘朵拉的承諾－核電啟示錄》電影播映會 

 

說明： 

1. 時間：9月24日(三)，晚上7點至9點半。  

2. 地點：大禮堂。 

3. 參考網址：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76229,r1

602-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5508,r11-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5508,r11-1.php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76229,r1602-1.php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76229,r1602-1.php


 

 

專題講座一【談編劇、國際製作、導演之路】 

 

說明： 

1. 時間：9月24日(三)，晚上七點半。 

2. 地點：168階梯教室(行政大樓兆豐銀行旁)。 

3. 講者：李崗導演(編劇)。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

5510,r11-1.php。 

 

【新馬影展】Singapore&Malaysia Film Festival 

 

豐富的地域色彩和當地人民的生活百態一一反映在電影鏡頭

之下，恰好第50屆金馬獎把最佳劇情片頒給了新加坡的《爸媽不

在家》，象徵華語電影將走入更廣泛的華人世界舞台。新馬影展

介紹觀眾新馬地區傑出的電影，從而理解當地的經濟、文化與政

治。 

說明： 

1. 時間：9月23日至10月25日，每週二、六，晚上七點半。 

2. 地點：合勤演藝廳．自由入場。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

5514,r11-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5510,r11-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5510,r11-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5514,r11-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5514,r11-1.php


 

 

【異想森林】－2014黃蘭雅個展 

 

黃蘭雅以個人情感、生命、記憶、身體等經驗狀態，將自我內

在的抽象情感透過「熱熔膠」的材質來表達。而「熱熔膠」的特

色，就像生命胚胎成形的最初，是來自於液體的流動狀態，隨著

演變漸漸轉化固定成形，而這種柔軟可塑卻又堅固強韌的特質，

正呼應生命本質多變堅韌的無限可能。 

說明： 

1. 藝術家面對面：9月26日（五）。 

2. 展出日期：9月29日(一)至10月23日(四)。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

5505,r11-1.php。 

 

《演講資訊》  

學位論文寫作--段落組織與文句書寫 

論文寫作過程中，除了必須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循序漸進的邏輯推演或實驗步驟之外，能夠準確的運用文句，有條有理的將知

識內容組織為段落，亦是論文寫 作必備的能力。 

說明： 

1. 時  間：9月 30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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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資工系演講】未來網際網路架構的研究現狀 

說明： 

1. 時  間：9月 15日(一)，早上 10點至 11點 50分。 

2. 地  點：資電管 447 室。 

3.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5888,r67-1.php。 

 

【資工系演講】看資訊業界的變遷與微軟的轉型 

說明： 

1. 時  間：9月 17日 (三)，下午 1點半至 3點。 

2. 地  點：資電 B1地演廳。 

3.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5948,r67-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5505,r11-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5505,r11-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415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5888,r67-1.php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5948,r67-1.php


 

 

The Past and Future History of Silicon Carbide Power MOSFETs 

說明： 

1. 時  間：9月 17日，早上 10點至 11點半。 

2. 地  點：台達館 R919。 

3.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76116,r3124-1.php。 

 

「2014太陽光電技術發展與產業概況」研討會 

說明： 

1. 時  間：9月 23日(二)。 

2.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3.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75723,r1602-1.php。 

 

亞洲政策中心系列演講： 美國重返亞洲與台灣的角色 

 

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日本的軍事正常化、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

略，以及美國宣示重返亞洲等種種因素讓亞洲成為目前全球局勢最

詭譎多變的地區。面對這樣複雜的情勢，身在台灣的我們應該如何

自處？本次演講司徒文博士將以其擔任 34年美國外交官的經驗分

析美國的戰略並對台灣未來發展的方向提供建議。 

說明： 

1. 時  間：9月 24日(三)，晚上 6點 50分至 8點半。 

2. 地  點：旺宏館學資中心 2F 243 教室 

3. 參考網址：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75975,r4068-1.

php。 

 

 

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76116,r3124-1.php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75723,r1602-1.php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75975,r4068-1.php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75975,r4068-1.php


 

 

 

理工學門論文撰寫與投稿說明會 

 

說明： 

1. 內  容: 研究現況與未來－全球 vs臺灣的理工學科發展 

分析及 IOP期刊投稿須知－簡仲適合各科系投 

稿的期刊。 

2. 時  間：10月 1日(三)，下午 2點。 

3. 地  點：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

d_list_valid_LRC.php?see=4。 

 

【寫作中心】穿越時空的青春之歌－從《台北戀人》談起 

說明： 

1. 時  間：10月 2日，晚上 7點至 9點。 

2. 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245教室。 

3.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39。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39


 

 

「台灣文學研究新視野：反思全球化與階級重構」國際研討會 

 

說明： 

1. 時間：10月 24日(五)、10月 25日(六)。 

2. 地點：人社院 A202會議室。 

3.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6277,r26

49-1.php。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6277,r2649-1.php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76277,r2649-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