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不勝收 本校梅園再植百棵新梅 

 本校「梅園」為前校長梅貽琦長眠之地，園內遍植梅

樹，每年梅花盛開季節常吸引民眾組團賞梅。不過近年

受到白蟻蛀蝕，梅樹健康狀況不佳，本校校友、奕青莊

園莊主吳佳懋得知後，決捐贈 100棵梅樹苗，在 12月 3

日上午舉辦「梅樹清香，樹造新葉」植樹活動，讓梅園

重獲新生。 

 「今天的植梅活動，非常難得而且有意義！」賀陳弘

校長表示，梅花是我們國花，也是清華大學的校花，清

華壽與國同，有重要的意義。他以宋朝詩人林逋描述梅

花「疏影橫斜、暗香浮動」為例，表示學校是一個人才

培育的地方，「疏影橫斜」象徵學校裡面人才的自由舒展，

「暗香浮動」特別是一種謙謙君子，他的意韻深遠，對

社會的貢獻非常長久。這種人才的典範和與清華的精神

相契合。 

 賀陳弘校長說，梅校長是一位樸實無華的人，在民國

動盪還有百家爭鳴的時代，眾聲喧嘩。梅校長沒有太多

的言論，也沒有參與很多社會運動，但梅校長一生就做

一件事情──辦學，辦清華大學。這個貢獻歷久彌新，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們發現梅校長對整個歷史，對於清

華大學的貢獻是無可磨滅的。 

 賀陳校長也感謝吳校友慷慨捐贈樹苗，以及眾多校友

一起回到母校為梅園展新頁。「植梅象徵清華對人才培育，

對於清華新一代的人才、新的發展、新的希望、新的梅 

花在清華綻放」。 

 吳佳懋是本校核工系 89級校友，他表示，當年讀書時

特別喜歡選在梅園辦活動，因為梅園有許多靈異傳說，

每次講鬼故事都把學弟妹嚇得「面色青筍筍」，是大學時

代很美好的回憶。 

 吳佳懋說，今年返校看到不少梅樹生病、狀況不佳，

加上梅樹壽命僅約 60至 100 年，所以有些梅樹也差不多

要「退休」了。他經營梅相關產業，決定捐贈一些梅樹

苗，讓梅園能繼續生生不息。他也建議學校可以發起學

生和校友共組義工隊，學生和校友一起照顧梅樹，兩代

清華人由此建立特別的革命情感。 

 本校榮譽博士、台達電子鄭崇華董事長也到場參與盛

會。他表示，清華大學成立後，培育很多優秀人才，在

各個社會單位發揮所長。清華的教育對地方貢獻良多，

讓人感覺非常溫暖、深刻。 

 校友會謝詠芬理事長即興改編劉家昌作曲的〈梅花〉，

現場高歌「梅花堅忍象徵我們，巍巍的大清華」，獲得滿

堂彩。 

 清華校友、師生以及附近的居民在歡樂聲中，挽起袖

子，一同努力將百棵梅樹苗種下，事務組也準備茶點，

並邀請古箏社同學現場彈奏悠揚樂曲，讓參與活動的校

友、民眾一起在梅樹下享用梅酒、聽古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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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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師生以及附近的居民一同努力將百棵梅樹苗種下。 事務組也邀請古箏社同學現場彈奏悠揚樂曲。 

 

 

 

本校開專班培育「高科技律師」 

 新竹科園學區是全台、甚至全球的高科技重鎮，廠商

對智慧財產權、專利等法律服務的需求也愈來愈高，本

校科技法律研究所、新竹律師公會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將

合作開設「科技律師學苑」課程，教律師審訂科技及涉

外英文契約、授權談判、智權管理、跨國訴訟，成為專

業的「高科技律師」。 

 第一期的「科技律師學苑」課程將在明年 6月開課，

課程為期 3個月，預計招收 60 名具律師資格的學員，且

必須是新竹律師公會的會員。學成後，將授予清華大學

與新竹律師公會「科技律師」證書。 

 提出開設科技律師課程構想的新竹律師公會楊明勳理

事長表示，新竹是高科技產學研機構高度密集的區域，

竹科尤其享譽國際，高科技廠商對科技法律服務的需求

日益殷切，但傳統法學教育培育出的人才似乎與業界的

需求仍有落差，科技產業每年數百億的專利訴訟支出亦

難以嘉惠律師業，有必要透過在職的培訓，打造「具新

竹特色的科技律師」。 

 清華大學科法所范建得所長表示，專班課程延攬工研

院及台達電、聯發科、光寶等多位國內知名高科技企業

法務智權主管規畫及授課，還有在此領域權威的外籍講

座教師主持工作坊；如果學員想進一步修習海外進階課

程，科法所還可安排學員到芬蘭智權中心或美國柏克萊

加大進修智財權課程、西班牙進修財務課程、美國加州 

進修娛樂科技，或進修生醫產業課程。 

 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王鵬瑜主任是「科技

律師學苑」的重要推手，他說，優秀的科技律師非常搶

手，即使企業委外進行國際訴訟，仍需本國法律團隊管

理案件，才不致受國外律師牽著鼻子走。比如，有些案

件，耗時費力打贏官司，卻失去市場和商機，實在得不

償失。若以有利條件達成和解，反而是更明智的商業決

定。這些「審時度勢」的能力，都需要豐富的產業知識

與經驗。工研院長期扮演產業和學研機構的橋樑，並擁

有優秀的智財與法律人才，非常榮幸參與「科技律師學

苑」的創舉及合作，共同為提升台灣產業競爭優勢而努

力。 

 科技律師的課程為期 3個月，每周上課一天，一天上

6-8小時，上午修習法律專業課程，下午修習產業實務

課程，律師公會補助部分學費，學員大約只要交 8000至

12000 元。 

 課程內容將涵蓋新科技帶給社會變化所引發的法律問

題，及因應新技術架構的法律制度，如授權與技術服務、

互聯網（電子商務、網際網路、資訊通訊等）、個人隱私

與安全（從衛星技術、智慧生活、智能技術的應用等）、

公司治理、爭端解決機制（包含智財訴訟等）、生物醫藥

與生命科學領域。 

 范建得所長表示，在結業之後，科法所還將仿效美國 



 

 

IBA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與法學院聯盟

為科技法律創設的專業社群，為學員打造專屬的科技律

師社群，並將學員推薦給竹科的廠商及相關產業公會。 

 

 

本校與新竹律師公會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合作開設「科技律師學

苑」。左起新竹律師公會楊明勳理事長、清華大學信世昌副校

長、本校科法所范建得所長、工研院技術移轉與法律中心王鵬

瑜主任。 

 

 

 

 

賀 物理學系余怡德教授榮獲 105 年度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第一期傑出人才講座 

 

 

 

《教務處》 
 【開放式課程】迎戰科技業必先研讀清交最愛的周志遠教授 OS小寶典，讓您的 CPU、

MEMORY、I/O快速整合立馬升級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course&cid=141& 

 

 書到用時方恨少!迎戰期末苦無方法嗎？讓【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協助您快搜各校優

質數位課程打通您學習的任督二脈 

參考網址：http://www.tocwc.org.tw/ 

 

 國立宜蘭大學磨課師課程「物理不思議」、「從古典看人生」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6 

 

 大葉大學磨課師課程「成本疊疊樂」開課囉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4 

 

 靜宜大學「中區第二外語學生學習營、教師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3 

http://science.nthu.edu.tw/news/news.php?Sn=249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2N3Lm50aHUuZWR1LnR3L29jdy9pbmRleC5waHA/cGFnZT1jb3Vyc2UmY2lkPTE0MSY=&b=DGHEGW/c%d1023785861016063/vfghy/26109721477218/DFGBW03032-13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2N3Lm50aHUuZWR1LnR3L29jdy9pbmRleC5waHA/cGFnZT1jb3Vyc2UmY2lkPTE0MSY=&b=DGHEGW/c%d1023785861016063/vfghy/26109721477218/DFGBW03032-13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course&cid=141&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nRvY3djLm9yZy50dy8=&b=DGHEGW/c%d1023785861016063/vfghy/26109721477287/DFGBW03032-13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nRvY3djLm9yZy50dy8=&b=DGHEGW/c%d1023785861016063/vfghy/26109721477287/DFGBW03032-13
http://www.tocwc.org.tw/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6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4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3


 

 

 

 亞東技術學院「閱讀敘事‧跨域創新－亞東技術學院 105 學年度教育部及學校補助課程

計畫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2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辦「2016 年高中職課程銜接暨數位課程發表：創新 X 數位 X 學習」

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919 

 

 南臺科技大學開設「微型創業－咖啡冰品茶吧產品製作與服務」磨課師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8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舉辦「創新教學論壇」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7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舉辦「教學技巧精進分享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22 

 

 醒吾科技大學舉辦「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務實增能、創新加值、構築就

業 101」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21 

 

 

 

《學務處》 
 106學年度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甄選簡章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military/newsinfo.php?id=136 

 

 第 2屆全國原住民拳擊文化季－原住民拳擊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518,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競賽規程、16種類技術手冊暨 3種類分區錦標

賽技術手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519,r2469-1.php?Lang=zh-tw 

 

 電影人才培訓輔導要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520,r2469-1.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2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919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8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7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22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21
http://meo22.wwlc.nthu.edu.tw/military/newsinfo.php?id=136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51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51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520,r2469-1.php?Lang=zh-tw


 

 

 

 2017年童軍學術論壇徵稿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51,r2469-1.php?Lang=zh-tw 

 

 伊甸基金會－羅賴把到你家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63,r2469-1.php?Lang=zh-tw 

 

 相遇東南亞－青年文化園丁隊－臺灣青年至東南亞交流合作補助計畫成果聯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69,r2469-1.php?Lang=zh-tw 

 

 台灣省旅行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與南華大學旅遊系舉辦「2017 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訓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90,r2469-1.php?Lang=zh-tw 

 

 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社團「國際法研究會」舉辦「第七屆泛亞洲模擬聯合國會議」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91,r2469-1.php?Lang=zh-tw 

 

 【東海大學】106年薦送華語教師赴日本臺灣大學進學預備校任教第 106TH1JP 號通告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1580,r5651-1.ph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 Career 就業情報有限公司合辦「第 21屆職涯顧問培訓班」招生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1612,r5651-1.php 

 

 

 

《研發處》 
 「國立清華大學專利管理作業要點」及「國立清華大學研發成果管理辦法」已分別於 10

月 3日科技權益委員會及 10 月 27日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12 月 1日經校長核定後公告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781513d-f1d5-4a28-9a14-8dd48747cec0&c=menu041 

 

 敬邀參與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主辦之「生技產學創新技術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4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函送該局「106年度水土保持局創新研究計畫」至 12月

30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42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5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6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6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9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1691,r2469-1.php?Lang=zh-tw
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1580,r5651-1.php
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1612,r5651-1.php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781513d-f1d5-4a28-9a14-8dd48747cec0&c=menu0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42


 

 

 科技部公告 106 年度「科研能量巨量資料應用研究專案計畫」徵求課題與說明，校內上

傳截止日為 106 年 2 月 16 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43 

 

 科技部「106年度專題計畫」申請案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月 29日。請系(所)中心於 12

月 30日中午 12 點前彙送申請名冊與相關證明文件至計畫管理組淑婷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1328 

 

 外交部修正核發北韓籍人士應邀來臺出席國際會議、 運動賽事及商展等國際活動電子

簽證原則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1345 

 

 搶救病危的地球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3-1008-110471.php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擴增實境互動技術產學聯盟於 12月 28日舉辦《UI/UX DESIGN WORKSHOP》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eEQcmUDBOy7sN9-BbccMyB5u0n7uy-Bz4ToiliKrb3Kquww/viewfor

m 

 

 

 台積電清大聯合研發中心新生招募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j-EWZgn3sFdqfrLqG6whO7K-x66cBRoBWIQI46uhrHOOqYA/viewfor

m?c=0&w=1 

 

 

《全球事務處》 
 臺灣－巴黎南區大學獎學金開放線上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71&lang=big5 

 

 106年赴巴拿馬研習西班牙語文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70&lang=big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43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1328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1345
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3-1008-110471.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29vLmdsL2hQTXA5Qg==&b=DGHEFW/c%d1023785861016063/vfghy/26109720516032/DFGBB14402-05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eEQcmUDBOy7sN9-BbccMyB5u0n7uy-Bz4ToiliKrb3Kquw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eEQcmUDBOy7sN9-BbccMyB5u0n7uy-Bz4ToiliKrb3Kquw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j-EWZgn3sFdqfrLqG6whO7K-x66cBRoBWIQI46uhrHOOqYA/viewform?c=0&w=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j-EWZgn3sFdqfrLqG6whO7K-x66cBRoBWIQI46uhrHOOqYA/viewform?c=0&w=1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71&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70&lang=big5


 

 

《圖書館》 
 EBSCO 資料庫有獎徵答：送蘋果 AirPods 無線耳機 

參考網址：https://www.ebsco.com/e/zh-tw/blog-index/2016-ebsco-online-contest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之「～賴伯里捌加玖‧揪團趴趴走～」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人事室》 
 106年至 107年「築巢優利貸」－全國公教員工房屋貸款，經公開徵選由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11606.php 

 

 中華民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推出實惠健康的年節禮盒，敬請踴躍訂購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11572.php 

 

 

 

《理學院》 
 歡迎參加 105學年度學生研究壁報展示及獎勵活動 

參考網址：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4-1275-111615,r3567-1.php?Lang=zh-tw 

 

 

 

《工學院》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2017 July Summer Program 開放申請至 106 年 3月 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11627,r3361-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行動裝置創新應用 APP開發實務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1171,r64-1.php?Lang=zh-tw 

https://www.ebsco.com/e/zh-tw/blog-index/2016-ebsco-online-contest
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11606.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11572.php
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4-1275-111615,r3567-1.php?Lang=zh-tw
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11627,r3361-1.php?Lang=zh-tw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1171,r64-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指南針平台]2017 城市設計青年營宣傳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1745,r1602-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小鎮性侵疑雲  

1997、1998兩年間，四名還不到 20歲的拉丁裔女同志無辜入獄，其中最長的刑期超過 37年，這都起因於一個莫名加諸的罪名，

在證據薄弱、證詞前後不一的情況下，身處保守、恐同環境的四人承受了猥褻女童的嚴厲指控。 

在獄中十餘年間，青春年華早已消逝，四人卻未曾認罪來獲取協商假釋的機會，更不願意為受誣陷的罪名接受「矯正」課程。靠

著律師等人的奔走，以及新法案的頒布，事情終於有了轉機，四人冤案得以成為美國第一件推翻鑑識證據而重啟審判的案件。 

說明： 

1. 座 談 人：呂欣潔副主任／蘇巧慧立委國會辦公室。 

2. 時 間：12月 1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20分。 

3. 地 點：台積館 224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2323356845937/。  

 

 

 

 

《演講資訊》 

美秀從波士頓來，分享新藥研發的幾個故事 

說明： 

1. 講 者：凌美秀博士／U.C. Berkeley。   

2. 時 間：12月 15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www.meetup.com/Hsinchu-Open-Innovation-Meetup/events/236005099/。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1745,r1602-1.php?Lang=zh-tw


 

 

自我價值工程──創造自我核心價值 

 

說明： 

1. 講 者：奚永明處長／台積電學習發展處。   

2. 時 間：12月 21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 

4.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

d=11529。 

 

 

Xolution 講座──手機遊戲從創意到產品 

 

說明： 

1. 主辦單位：清大創新育成中心、 

          向上科技教育基金會、 

          清大資訊工程系系學會、 

          AlESEC清華分會。 

2. 講 者：林順斌  產品總監／向上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時 間：12月 22日，下午 5點 40分至 8點 30分。 

4. 地 點：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南校門)1樓果子咖啡。 

5.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sxHZzuBoiNM

JWZaAD-OUAmNsxJTUJNGDqOWUKNx4-7hu0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sxHZzuBoiNMJWZaAD-OUAmNsxJTUJNGDqOWUKNx4-7hu0Q/viewform


 

 

「醫材暨生物關鍵技術」研究成果發表會 

 

 國立清華大學將於 2016年 12月 22日(星期四)-12月 23日(星期五)

舉辦｢ 醫材暨生物關鍵技術｣ 之研究成果發表會，集結微流體產學技術

聯盟、Bio-App生物技術產學研聯盟之重要成果，讓您一次掌握最新穎

科研資訊，是掌握國內學界研發脈動，及與頂尖學者交流的最佳場合。 

說明： 

1.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智財技轉組、 

          國立清華大學 微流體產學技術聯盟、 

         國立清華大學 Bio-App生物技術產學研聯盟。 

2. 時 間：12月 22日至 12月 23日，上午 10點至下午 5點。 

3. 地 點：清大(南校區)創新育成大樓(近寶山路校門)。 

4.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7b8

cef6-e534-4fca-9885-6ce17c364969&c=menu041。  

 

 

京劇好好玩 

說明： 

1. 講 者：兆欣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   

2. 時 間：12月 17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56。 

 

【數學系專題演講】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Parametric Resonance in a Laser 

Design(II) 

說明： 

1. 講 者：Prof. Goong Chen。   

2. 時 間：12月 14日，中午 11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Lecture Room B, 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48。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56


 

 

【數學系專題演講】Malaysia Airlines Flight MH370: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Supercomputer Simulation of Water Entry of an Airliner 

說明： 

1. 講 者：Prof. Goong Chen。   

2. 時 間：12月 15日，下午 4點 10分至 5點。 

3. 地 點：Lecture Room B, 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49。  

 

【數學系專題演講】High-dimensional integration: the Quasi-Monte Carlo (QMC) 

way 

說明： 

1. 講 者：Prof. Frances Y. Kuo。   

2. 時 間：12月 19日，下午 3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Lecture Room B, 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50。  

 

【數學系專題演講】Weyl sums and equidistributionin number theory 

說明： 

1. 講 者：Prof. Sheng-Chi Liu。   

2. 時 間：12月 19日，下午 4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Lecture Room B, 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51。  

 

【化學系專題演講】Switch, Transfer, and Amplification of Chirality through 

Functional Helical Macromolecules PQX 

說明： 

1. 講 者：Prof. Michinori Suginome／Kyoto University 。   

2. 時 間：12月 14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4.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It is all about AI  

說明： 

1. 講 者：廖弘源博士／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   

2. 時 間：12月 14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1617,r67-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故事、道德與歷史教育：從《日記故事》思考近世通俗「忠觀」 

 

說明： 

1. 講 者：劉瓊云研究員／中研院文哲所 。   

2. 時 間：12月 13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310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1413,r264

8-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從花果飄零到靈根自植：當代新儒家的抉擇 

 

說明： 

1. 講 者：馮耀明／香港科技大學 。   

2. 時 間：12月 14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403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1705,r2648

-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Budget constrained group testing design for prevalence 

estimation with an imperfect assay and a gold standard 

說明： 

1. 講 者：黃世豪博士／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 時 間：12月 19日，下午 1點 20分至 2點 2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11733,r585-1.php?Lang=zh-tw。  

 

 

 

 

 

 



 

 

【社會所專題演講】The Urban Question in China’s Agrarian Transformation 

 

說明： 

1. 講 者：邢幼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   

2. 時 間：12月 14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

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111648,r11-1.php?La

ng=zh-tw。  

 

 

【社會所專題演講】Surviving Conservation: Herders and Farmers in China’s 

Northwest 

 

說明： 

1. 講 者：邢幼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   

2. 時 間：12月 16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清大旺宏館(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111649,r11-1.php?Lan

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