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愛的抱抱活動」用行動語言傳達暖意 

「擁抱」，是拉進人與人距離的一種方式，可以減少疏離感，

有時，一個擁抱勝過千言萬語。由本校諮商中心主辦的「愛的

抱抱 Free Hugs」活動，希望透過擁抱，傳遞校園內的溫馨。

本項今年邁入第三年，在 5月 5日至 5月 16日中午時段溫暖

舉行，不少學生響應這項活動，一同感受擁抱時的驚喜與感

動。 

賀陳弘校長 16日也參與這項擁抱活動。賀陳校長表示，傳

統華人社會人與人之間情感的表達較為含蓄，多視「擁抱」是

極為親密關係的表現。但是，「一個友善的擁抱，傳遞的溫暖

及力量之大，是非常驚人的。」 

賀陳校長也提到，每一個人總有低潮期，或是陷入自己無法

察覺或跳脫的困境中，這時候來自他人支持的力量就非常重要。

「擁抱是很直接的善意。」他說，這勝過語言上的鼓勵或是醫

學的治療，值得推廣。 

引進這個活動校園的發想，是希望能讓參與的同學們在課堂

忙碌之餘，透過與身邊的好朋友們溫暖的擁抱，將溫暖且歡樂

之心傳遞給每個人，也能增進人與人之間的暖意。 

「大家 free hug的熱情很高昂喔，每個同學都抱得很開心！」

諮商中心表示，之前連幾天都下雨，還擔心會影響到活動的參

與情形，不過，「羞澀感一下就抛掉了。」愛的抱抱 Free Hugs

活動不僅同學參加情形蠻踴躍，學生看到熟識的老師經過，也

很熱情的給了個大熊抱。 

Free Hugs 運動肇始於澳洲雪梨，一位英國人 Juan Mann在

幾次搭機經歷中，於入出境大廳見到身旁旅客都有家人朋友擁

抱送別或迎接，引發他想要擁抱的慾望，進而在雪梨街頭發起

Free Hugs 運動，過程還拍攝成短片，在網路上廣為流傳，引

發熱烈回響。

  
賀陳弘校長也熱情參與「愛的抱抱 Free Hugs」。 不少同學響應「愛的抱抱 Free Hugs」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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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全大運，清華健兒再次奪得 16金佳績!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 5月 21日圓滿閉幕，本校運動

健兒繼 102年取得 16金 3銀 9銅的佳績後，103年再以 16金

4銀 6銅的成績，於今年 164所參賽學校中，獲得第八名，優

異的表現，令人大大喝采! 

今年田徑隊勢如破竹銳不可擋，不畏滂薄大雨，穩定展現實

力，拿下 9金 1銀 1銅的佳績。動機系汪天韻同學再戰一般女

子組 800公尺及 1500公尺兩項，雖是帶傷上場，但仍展現過

人毅力，連續第二年勇奪雙金；材料所賴怡廷同學於一般男子

組 1500公尺及 3000公尺障礙賽，也皆二度蟬聯冠軍！ 

一般女子組 4×100公尺接力項目贏得漂亮，在領先的情形

下，最後一棒郭亦心同學更是奮力拉開距離，不僅奪下金牌，

更刷新大會紀錄。大一新生郭芳順初生之犢不畏虎，在一般女

子跳遠及三級跳遠項目表現亮眼，也奪下雙金；吳玫萱同學則

在一般女子 400公尺摘下金牌；而一般女子組 4×400公尺接

力也二度奪金。此外，唐萬宜同學也在 110公尺跨欄、400公

尺跨欄分別拿到銀牌和銅牌。清華也在團體錦標中，拿下女子

組第一名，男子組第三名，成果豐碩。 

游泳隊也有不錯的成績，總計獲得 3金 1銀 3銅，其中 3面

金牌均由電機系大三徐子翔同學所摘下並取得三度連霸佳績。

雖然在 4×100m自由式接力項目本校以些微差距獲得第 3 名，

但是也創新大會紀錄，游出本校最佳成績，可見本屆全大運游

泳競賽各隊實力堅強，競爭激烈，因此，清華男子選手仍能在

79所參賽學校中榮獲一般組團體總錦標亞軍的成績，實屬不

易。 

另桌球、網球、羽球、柔道亦皆有斬獲：桌球隊的老將辛璧

宇同學不負眾望，穩穩的奪得一般女子組單打金牌，而男子組

也在教練團高超的戰法及調度下，四度蟬聯一般團體賽冠軍；

另女子組亦獲一般團體組的銀牌，締造了連續 7年皆維持在前

2名的紀錄。網球隊功夫硬底紮實，在一般男子組二度衛冕成

功。羽球隊在體育院校環伺下，於公開組團體賽中勇奪銅牌，

打破隊史紀錄。另外，本校外籍生仁飄零發揚東方武學，運用

宛如游魚般的巧勁，在柔道項目一般男子組第 5級也順利奪

金！ 

本校在 102年全大運成績表現可謂巔峰，103年面對同樣的

戰場，選手們只有更戰戰兢兢，更勤奮努力地鍛鍊，才能維持

戰果。選手們皆牢記著「沒有最強，只有更強」的教訓，不斷

挑戰自我，砥礪前進，不分晴雨寒暑、颳風降雹，訓練始終如

一，沒有鬆懈，方有今日的成果。清華向來重視體育發展，也

給予實質的支持，展望未來，期許本校運動健兒繼續堅持及努

力，不斷突破，沒有極限！ 

 

 

 
謝小芩學務長率領隊伍雄糾糾地進場  清華田徑 9金 1銀 1銅，勇奪女子組團體錦標第 1名，男子組團體錦

標第 3名!  



 

 

 

 

 
李大麟教練、施秉宏教練和電機大三徐子翔（三個項目三連霸）同

學合影 
 桌球連續 4年榮獲一般男子團體組第 1名，希望來年再締造 5連霸佳

績! 

 

 

 
男子羽球隊於一級戰區內廝殺，打敗眾多體育院校，勇奪公開組第 3

名! 
 男子網球隊於一般團體組二度連霸稱雄! 

 

 

 

賀 工科系曾繁根教授、光電所李明昌副教授榮獲第十二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賀 奈微所鄭兆珉助理教授、分生所楊孝德教授、化學系鄭建鴻教授、電機系翁詠祿副

教授、電機系那允中助理教授、電機系劉怡君助理教授、資工系鍾葉青教授榮獲本

校 102年產學合作績優教師(依學院筆畫排序) 

  

賀 資工系徐正炘教授榮獲「102 學年度電資院新進研究人員獎」 

  

賀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清華大學榮獲 16金 4銀 6 銅佳績，在全國 164 所參賽

大專校院中，位居全國第 8名 

  

 

 



 

 

《教務處》 
 103學年度第 1 學期舊生註冊須知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71106,r219-1.php 

 

 103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71079,r219-1.php 

 

 103學年度轉系、所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71053,r219-1.php 

 

 【學習系列講座】有聽就會懂--簡報技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001 

 

 暑假還沒安排活動嗎？快來申請暑期學生讀書會，為自己的暑假帶來不一樣的學習經驗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97 

 

 5月 24日至 6 月 15 日，《徽》《熊》愛您，一定要和您在一起的教學意見調查 

參考網址：

http://list.net.nthu.edu.tw/slist/cgi-bin/view.cgi?sid=8b9e1aab717202863ebe6ec91e53a77b&list=curri

culum&article=1401008652748930 

 

 103年暑期寫作中心英文短期研習課程表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19 

 

 申請就讀國外研究所，你需要一份好讀書計畫來呈現你的研究潛力，讓專業的寫作教師

教你更恰當呈現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36 

 

 配合本年度獎勵學生參與外語考試辦法之調整，申請表已更新格式，請至語言中心網頁

下載最新表格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67 

 

 需要英文簡報你的研究嗎？今年暑假讓專業師資帶你用 3 週打好簡報力基礎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39 

 

 想趁暑假充實英文讀寫能力？你不能錯過寫作中心這些課程，心動請速速行動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19 



 

 

 進入清華的新生們有福囉！基本科目線上免修報你知 

參考網址：http://foundation.nthu.edu.tw/funlearning/general/home/announceInfo/9 

 

 線上急救員，拯救您的線性代數！2010-2013 年 Linear Algebra Handout、Homework、

Quiz隆重登場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course_news_content&cid=89&id=619 

 

 寶塔個體經濟學 2受傷筆記害羞登場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course_news_content&cid=82&id=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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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積分、普物、

普化、經濟學，總圖書館 2樓 203、204 討論室。課輔小老師等你妳來諮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888 

 

《學務處》 
 第二次梅竹賽新法公聽會 6月 2日晚間 6 點 30分入場，地點：交大工程四館 116 視聽

教室，歡迎大家蒞臨討論。 

參考網址：http://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403411156467114&id=158800937594805 

 

 103年度經濟弱勢青年工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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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上學雜費減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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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關懷宿舍申請時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0931,r1538-1.php 

 

 [大學部舊生]103學年度大學部女生目前候補狀況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1125,r1538-1.php 

 

 [研究所新舊生]第一次人工登記單人房候補辦法(7 月 1日至 7 月 31日)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0925,r1538-1.php 

 

 102學年度第二次宿委會會議記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1045,r1538-1.php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精彩照片／賽後報導」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competition/competition01.asp 

 

 「海峽兩岸同根同源高校話願景」合作研討會暨 2014江南文化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17,r4243-1.php 

 

 台灣癌症基金會舉辦「第八屆抗癌鬥士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35,r2469-1.php 

 

 中國青年救國團-暑期「國際事務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33,r2469-1.php 

 

 103年青年國際人才培訓計畫報名簡章修正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32,r2469-1.php 

 

 全國大專青年「商戰爭霸」創業實戰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31,r2469-1.php 

 

 「中區創新創業資源整合平台-找對實現夢想的資源和方法」活動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28,r2469-1.php 

 

 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27,r2469-1.php 

 

 MIC決策未來產業分析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26,r2469-1.php 

 

 2014亞太創業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24,r2469-1.php 

 

 2014年全國大專院校生命故事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23,r2469-1.php 

 

 2014半導體光電製程設備零組件與系統設計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21,r2469-1.php 

 

 「103年東嶼坪嶼 Youth Camp」及「103 年東吉嶼 Youth Camp」活動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20,r2469-1.php 

http://peo.nthu.edu.tw/competition/competition01.asp


 

 

 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3年度導覽解說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037,r2469-1.php 

 

 102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自治組織發展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49,r2469-1.php 

 

 103年公用頻道影月徵件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54,r2469-1.php 

 

 大專校院網球社聯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55,r2469-1.php 

 

 「2014台灣真行大學院校單車環島行」單車環島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013,r2469-1.php 

 

 「反霸正義行動」秀出你的正義感──防制校園霸凌妙招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005,r2469-1.php 

 

 原住民族委員會「吾愛吾鄉──原住民族青年返鄉體驗工讀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004,r2469-1.php 

 

 2014智慧電子應用設計與綠能電子聯盟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971,r2469-1.php 

 

 2014第 19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965,r2469-1.php 

 

 103年暑期臺灣史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964,r2469-1.php 

 

 第三屆全國大專院校學生自治組織知能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986,r2469-1.php 

 

 2014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地方產業創意行銷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22,r2469-1.php 

 

 「致理幸福農學市集行銷包裝文創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30,r2469-1.php 



 

 

 世新大學舉辦「2014 第 19屆兩岸大學生新聞營」大陸參訪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1134,r2469-1.php 

 

《總務處》 
 停電通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71142,r992-1.php 

 

《研發處》 
 教育部補助 103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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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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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 

 

 科技部重申執行科技部補助各類專題研究計畫，請確實依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

合約書規定，於計畫執行期滿後三個月內向科技部辦理經費結報，各研究計畫如有賸餘

款或未支用款，依規定應繳回者，請一併繳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05 

 

 第十六屆罕見疾病博碩士論文獎助，歡迎研究生踴躍申請(即日起至 10 月 13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07 

 

 敬邀您參與 6月 17 日「邁向 2020 創新年代──台歐盟合作契機」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08 

 

 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為「科

技部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10 

 

 科技部徵求 104 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構想書，意者請於 6月 12 日前提送一頁校

內申請表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04 

 

 逢甲大學辦理中部科管局「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第二期計畫」南區場次說明會

(7月 7日於高雄楠梓加工出口區)，歡迎踴躍派員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701 

 

 



 

 

 [轉知]6 月 20日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暨師資培育中心與台灣教育研究學會聯合主

辦「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工作坊」，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71213%2cr3516-1.php 

 

 歡迎參加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說明會，6月 3 日下午 5點，清華育成中心 R115 

參考網址：http://fiti.stpi.narl.org.tw/edm/2014P2/edm.html 

 

 科技部函告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業前瞻技術計畫作業要點」，名稱並修

正為「科技部補助補助產業前瞻技術計畫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711 

 

 科技部函告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產業前瞻技術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名稱並

修正為「科技部補助產業前瞻技術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並自即日生效。點，清華育成中

心 R115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711 

 

《全球事務處》 
 IE Summer Schoo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30&lang=big5 

 

 全球青年領導力會前高峰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29&lang=big5 

 

 YNEAN 2014 forum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27&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義大利威尼斯大學等三所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25&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西班牙 IE 大學簽署學術及交換學生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31&lang=big5 

 

 2014 AIT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Camp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26&lang=big5 

 

 2014暑期歐洲聯盟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35&lang=big5 



 

 

 臺北市原委會 103年度獎助原住民國外遊學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34&lang=big5 

 

 科技部「2015年台德雙邊計畫下人員交流 PPP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95&lang=big5 

 

《計通中心》  

 計通中心辦理「清華大學網管人員 103年 5月份教育訓練」，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71047,r791-1.php 

 

 【清華影音網公告】近期新增「孫運璿科技講座 數位時代外交之潛力與問題」、「清華

14級中文系畢業公演 痟戲」、「HIWIN國立清華大學聯合研發中心成立記者會」，更多精

彩活動回顧，歡迎點閱 

參考網址：http://www.media.nthu.edu.tw/ 

 

《圖書館》 
 103年暑假期間夜讀區閉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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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日至 6月 20日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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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_direct_link.php?see=51 

 

 103學年度起人社分館週日閉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43 

 

 圖書館讀者服務組誠徵長期工讀生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55 

 

 6月 7日畢業典禮──圖書館 open house&定時導覽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35 

 

 新增試用「臺灣引文資料庫 TACI」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53 

 

 歡迎報名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45 



 

 

 【人社分館西文罕用書展】天文學(Astronomy)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54 

 

 看韓劇、讀期刊、拿好禮！Taylor and Francis 有獎徵答，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service.flysheet.com.tw/online/T&F/FT3.html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資圖)提供免費電子書，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48 

 

 [書展] 2014年國科會補助圖書計畫書展精選古希臘哲學、美學、生物人類學及環境人

類學經典書籍，內容豐富多元，歡迎參觀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98 

 

 空英影音典藏學習系統[看影片學英文遊香港]抽獎活動公告，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47 

 

 歡迎參加 2014 Nature 系列期刊使用統計暨用戶推廣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50 

 

 總圖近日施行空調測量與紀錄 

參考網址：http://goo.gl/NK02pq 

 

《人事室》 
 103年約用人員升級名單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0996,r875-1.php 

 

 內政部為鼓勵民眾使用自然人憑證網路申報綜合所得稅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0930,r875-1.php 

 

 國立關西高級中學函，檢送 103年新竹地區國立高中職人事機構「竹塹奇緣」未婚聯誼

活動實施計畫、行程表暨報名表各乙份，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1058,r2506-1.php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辦理 103年度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愛戀台灣，月老傳情」─

─「情定水舞，浪漫高雄」單身聯誼活動，請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0942,r2506-1.php 

 



 

 

 國立交通大學委由好好玩旅行社有限公司辦理「心築人文香戀」未婚同仁聯誼活動，請

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71196.php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共同辦理「愛你一世，幸福聯誼系列」第 3梯

次單身聯誼活動，請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71198.php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承辦 103 年度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愛戀台灣，月老傳情」中區工

作圈，茲檢送實施計畫、活動流程及報名表各乙份，請未婚同仁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71250.php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102 年度決算已公告於該會網際網路之網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71248.php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檢送該校「臺灣海洋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暨推薦表各乙份，請各

單位踴躍推薦該校 103年度傑出校友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71339.php 

 

《工學院》  

 第十九屆全球自行車設計比賽徵件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907 

 

 飆機器人──災害與救助型機器人開發團隊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906 

 

 資策會 MIC「決策未來產業分析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908 

 

 第五屆中技社海峽兩岸青年學子科技交流活動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71042,r1494-1.php 

 

《電機資訊學院》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102學年度青年論文獎推薦申請作業(7 月 22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71152,r74-1.php 

 



 

 

 2014外籍研究生科技研究獎學金(9 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70961,r3119-1.php 

 

《生命科學院》  

 102學年度生命科學院畢業禮讚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14 

 

《原子科學院》 
 2014前鋒科技論壇：低碳能源與生命醫學國際研討會，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nucl-fotel.vm.nthu.edu.tw/ 

 

《科技管理學院》 
 2014 科管院小畢典 

參考網址：http://www.iss.nthu.edu.tw/files/14-1175-70478,r1796-1.php 

 

 台積館外牆洗石子與水泥塊剝落，廠商即將進行修繕，施工期間需要大家一起配合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0980,r1853-1.php 

 

 102學年度科技管理學院暨各單位 5 月份電子報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0593,r1853-1.php 

 

《共教會》  

 2014低成就學生學習輔導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70955,r150-1.php 

 

 體育室 103年暑期訓練班熱烈展開，報名時間：6 月 3日至 6 月 27日，歡迎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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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活動》 

[珍康萍影展]Jane Campion Film Fesvival 

 夜貓子電影院創辦以來初次舉辦女性導演影展，必然以珍康萍導演為首選，特別邀請研究性別、電影的李信瑩老師進行兩場座

談：《凶線第六感》有大量象徵、隱喻、性別議題，《璀璨情詩》以詩人濟慈情人芬妮角度描繪他的一生，期望藉由座談與觀眾一

同討論影片傳達的訊息與導演思惟。 

 

說明： 

1.時  間：5月27日至6月14日，每週二、六晚間７點。 

       (6月7日遇畢典暫停一次。) 

2.地  點：合勤演藝廳．自由入場。 

3.本週播映：6月3日(二)，璀璨情詩。 

4.映後座談： 6月3日(二)， 

     講者：李信瑩老師／清大人社院講師。 

5.參考網址：

http://www.arts.nthu.edu.tw/epapers.php?fdsn=221。 

 

迎著光呼吸－Souffle 傅美貴個展 

 傅美貴，一位離鄉遠居北美的台灣藝術家，持續不斷地形塑生命中令人悸動的藝術創作，在偶然的機緣中，藝術家瞬間瞥見北

國城市玻璃帷幕上微乎其微、縹緲不定的氣息痕跡，此邂逅醞釀出〈氣息系列〉平面與錄像裝置作品。她擷取眾人每分每秒所進

行、你我再也熟悉不過的動作「呼吸」進行詩意的演繹與推展，將生命中稍縱即逝的音、影與意象，以其個人獨特之藝術思維探

索生命氣息的烙印，並藉著光影變化與時間的概念，簡約地將生命氣息的印記靈動地清晰再現，使我們真切感受那既脆弱又能持

續不斷的氣息能量，活絡萬物與宇宙並思索形而上之意涵。 

 

 

 

 

 

 

說明： 

1.藝 術 家：傅美貴／藝術家網頁：www.meikueifeu.com。 

2.時  間：5月19日(一)至6月18日(三)。 

3.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展覽廳。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2&&time

=1&&fdsn=605。 
 



 

 

《演講資訊》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科學知識的傳播：延續與轉變」工作坊 

 

* Joseph DAUBEN／紐約市立大學歷史學教授 

中國現代數學:從利馬竇和徐光啟到李善蘭、艾約瑟和偉烈亞力─

─東西方科學交流中的連續性和轉變 

* 徐光台／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研究所教授 

 李之藻對《乾坤體義》成書的影響 

* 魏德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國與歐洲地圖及製圖理念交流的複雜歷史:最近在德國哥廷根

州與大學圖書館發現的中國地圖稿(18世紀未至 19世紀初) 

* 陳建平／美國明尼蘇達州立大學聖克勞德校區 

 19世紀初中國“符號代數”的一個片段故事 

* 博佳佳／國立交通大學 and英家銘／臺北醫學大學 

一個二次方程式，數種理解的方式：13世紀李冶與 18至 19世紀

注釋者的解讀。 

* 羅明德／國立清華大學 

 中國的天體製圖學作為耶穌會的科學進入日本的途徑 

*  琅元／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論中國數術的方法之一及其在越南和日本的傳播 

 

說明： 

1. 時 間：6月 5日，星期四。 

2. 地 點：人社院 A202室。 

3. 報名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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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願景工程──為青年尋路論壇 

 

說明： 

1.時  間：6月4日(三)，下午2點。 

2.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3.主 持 人：王文華／「王文華的夢想學校」創辦人。 

4.參考網址：

http://vision.udn.com/event/youth_future/index.html。 

 



 

 

大破壞？大建設？法律產業新生態 

 

 

 馮昌國律師為一專業領域廣泛的商業交易律師，除專精於企業併購、投資及各項商業交易

外，更對創投、文創產業及協助新創事業具有豐富之輔導經驗。其曾先後任職於惇安法律事

務所、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實務表現備受業界肯定。 

 本次馮昌國律師將以「大破壞？大建設？-法律產業新生態」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期能引

導年輕學子對法律產業生態有更深之認識與思考，歡迎踴躍參加。 

說明： 

1.演 講 者：馮昌國律師／中銀律師事務所。 

2.主 持 人：蔡昌憲副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3.時  間：6月5日(四)，下午1點30分至3點30分。 

4.地  點：台積館九樓905教室。 

5.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71016,r1828-1.php。 

 

電漿蝕刻與沈積國際研討會 

 
 此研討會開放給學校、技術研究單位或是當加入產業的員工，適合之對象為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教授、工程師……。一般

而言，會有超過125位參加人員來自不同的組織或單位，幫助工程師及科學研究人員更加瞭解蝕刻與沈積製程的原理與進展。 

說明： 

1.講  者：David Lishan, Ph.D. Principal Scientist Plasma-Therm, LLC。 

2.時  間：7月1日(二)，早上9點至下午5點。 

3.地  點：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工程一館108室。 

4.參考網址：http://edu.tcfst.org.tw/edm/03A363.asp。 

 

 

【工工系學術演講】行動商務與服務工程──遊戲創業經驗分享 

 說明： 

1.講  者：李勇霆／雷亞遊戲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兼遊戲總監。 

2.時  間：6月3日(二)，下午3點30分至5點30分。 

3.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R106。 

4.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71115,r2715-1.php。 

 

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71016,r1828-1.php
http://edu.tcfst.org.tw/edm/03A363.asp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專題演講  

    根據國際能源機構統計數據顯示，運輸系統佔 2012年全球能源總消耗量 27%，並排放 33.7%之溫室氣體。因此，為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量，各國皆針對汽車之油耗及排污法規逐年進行修定。為對應亦趨嚴苛之油耗法規，複合動力車即

為可行的解決方案之一。 

  「複合動力車」係指結合兩種以上動力源於汽車動力系統上，透過動力的分配或能源回收使系統得到較低的油耗與廢氣排放。

混合動力系統依據動力聯結方式可分為串聯式、並聯式與串並聯式混合動力系統；依據輔助動力源輸出功率於系統所佔比重又可

分為微混合動力系統、輕度混合動力系統、中度混合動力系統與完全混合動力系統，各種的動力混合方法在應用及上皆有各自優

勢及特性，而在發展過程中，亦有不同關鍵技術的需求。在複合動力車輛系統中，節能引擎(Atkinson, GDI)、高效率馬達、發電

機及電池系統為整車主要之關鍵零組件，也是整車成本增加最主要之關鍵．因此，在開發過程中如何掌握其技術並依照需求進行

系統能源裝置之匹配及控制，將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對於國內汽車產業而言，複合動力車目前仍處於發展階段，而國外汽車製造廠則已發展多年且陸續推出量產車型及概念車。

因此，在發展過程中若能結合國內現有技術人才並加強國際合作，將有助技術提升及未來發展之自主性。 

說明： 

1. 講題：複合動力車輛開發實務。 

2. 講者：呂百修副理／華擎機械複合動力部。 

3. 時間：6月 5日，星期四，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4. 地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102學年下學期－化學系專題演講清單 

6月4日 1400-1530 Prof. Wai-Yeung W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etallated and Metal-free Molecular Dyes for 

Energy Conversion in Organic Solar Cells 

and OLEDs   

汪炳鈞

/33410 

1530-1700 林東海教授 

廈門大學化學生物系 

生物核磁共振技術在結構生物學研究中的應用 余靖/33353 

6月11日 1530-1700 葉怡均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Using Ralstonia eutropha for biotechnology 

application      

黃哲勳

/3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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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專題演講-102下  地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日期 時間 講者 講題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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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