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校慶大會表揚成群傑、蔡進步、楊正任三位傑出校友 

 本校 4月 27日慶祝創校 103週年暨在台建校 58週年。

校慶大會中表揚化學工程學系 79級成群傑學長、動力機械

工程系 81級蔡進步學長，以及物理系 83級、電機工程博

士 88級楊正任學長等三位傑出校友。以下為三位傑出校友

的介紹： 

 成群傑校友為宏傑財務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大清

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393公民平台股份有限公司執

行董事及清華企業家協會秘書長。他以化工專業服務於台

塑集團七年期間，憑藉著自身敏銳的觀察與分析能力，活

化了台塑主要產品 P VC 原物料的調度，因而取得集團決策

核心的信任與重用。 

 1988年轉入資本市場服務至今已 25年，由初期投資人導

師身份，轉化成為目前的天使投資人，過程中參與了多家

新事業的集資、團隊籌組、經營及掛牌的輔導，見證並扮

演了資本市場活絡經濟發展的多重角色。他與友人共同籌

設了台灣公共議題的討論平台「393公民平台」，期許能因

而提昇公民社會論政的水準，進而設法突破現今政治運作

的窘境。 

 成群傑校友除為清華百人會員外，並多方協助清華發展，

於 2011年邀集 TEN成員及傑出清華校友企業家集資成立大

清華基金，將每年投資收益的 10%回饋母校辦理各種活動，

對母校貢獻良多。 

 成群傑學長提到，過去十年他花很多心力將清華的校友

凝聚力建立起來，秉持清大「互助助人」校風，校友間互

相幫助，邀集清華企業家協會（TEN ）成員及傑出清華校

友企業家集資成立大清華基金，收益部分除回饋母校外，

也協助清華的師生及校友創業；此外，他是 393公民平台

（股）公司執行董事，期待這個平台為公民建立一個相對

客觀的公共議題平台，未來也希望與清大合作，對社會的

議題，能合理探討，理性來論辯。 

 蔡進步學長為巨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巨沛

公司在蔡學長的領導下，提供客戶具高度競爭力的產品及

完整的售後服務。自創業以來，他一貫秉持對半導體科技

專業的技術以及對客戶誠信的原則，從事半導體封測設備

與材料代理、銷售技術服務等。 

 蔡學長以前瞻的眼光，代理國際大廠半導體設備與材料，

並在其領導下對客戶及原廠提供優良服務，榮獲多項客戶

及原廠大獎；並在兩岸三地分別設立公司以提供最即時且

優質的服務；旗下全體員工在蔡進步先生的領導下共同努

力勤奮踏實穩健經營，並以「技術」、「服務」、「彈性」、「配

合」為企業文化信念，而蔡進步先生所堅持的信用與高度

信心，以及對客戶的最佳服務品質保證，早已深獲客戶的

肯定與支持。 

 擁有半導體專業數十年經驗，蔡進步學長重視產業動態

及產業技術效率的提升，秉持誠信對待與努力打拼的精神，

永續經營持續成長對社會國家發展盡一份心力。有感於母

校就學期間的栽培，蔡學長於 2009年接下動機系系友會會

長一職，於「動機系系友獎學金」及「系友捐贈」等均慷

慨解囊，嘉惠學子。他也與系友共同集資，成立動機系具

特色與指標性的「行動通訊電聲實驗室」。除對母系的貢獻

外，學長亦十分關心母校的發展與建設，自 2009 年以來，

舉凡校友體育館、清華名人堂、葉公超講座等母校所需之

處，學長皆不遺餘力，鼎力相助。 

 蔡學長表示，很榮幸能獲得傑出校友，感謝學校過去的

培育，也感謝妻子一路上的支持，未來將持續的為母校發

展盡心力。他說，清大在前校長陳力俊的努力下，達到一

個新高峰，他深信也期待清大在賀陳弘校長的帶領下，能

進入一個新里程。 

 楊正任學長為正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暨創辦人

及普羅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楊學長 1988年取得清華

電機工程研究所博士學位，1996年任職元智大學電機系副

教授，研究領域主要為微波積體電路設計，任教期間並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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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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參與和產業界的合作研究計劃，並將累積的實務經驗對

工業界開授訓練課程，為業界培育許多微波電路工程師。 

 除負責正文公司新產品研發規劃外，楊學長更協助規劃

公司未來之發展方向及策略佈局。此外，他也是正文科技

主要創辦人之一，在正文公司開創期間，除直接負責產品

研發外，更積極協助公司轉型為無線通訊之高科技公司，

並與同為創辦人之一的陳鴻文校友一起帶領正文公司在無

線通訊產業表現傑出。 

 楊學長與陳鴻文校友聯名捐款母校設立「正文榮譽講座」

及「正文菁英獎學金」；2011年兩人也聯名捐款加入「百人

會」會員行列，資助母校興建「校友體育館」；2012年兩人

再聯名捐款；資助母校興建「清華實驗室」，協助學校長遠

之研究發展。學長一直本著「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

訓精神，給予學校更好的回饋，並持續為母校的發展盡一

己之力。 

 楊學長致詞時提到，自己足足在清大待了十年，對清大

有很深的感情。他說，他一生中重要的學術基礎、技術根

底及人生態度都是在清大養成的。楊學長提到，過去他的

博班指導教授對學生放手的訓練，對他日後影響很大。他

說，在學校學到的知識，不一定就要以此出去闖蕩江湖，

但是，學習過程中獲得的根底及態度，對日後職涯發展有

很大的影響。楊學長也表示，清大的校友在學術及產業都

有很好的表現，近年來年輕學生也都有好的表現。

  
傑出校友成群傑學長(右)。  傑出校友蔡進步學長(右)。 

 

 

傑出校友楊正任學長(右)。  

 

賀 奈微所葉哲良教授榮獲 2014 年 ASME 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 Fellow 

  

賀 電機系王晉良教授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103年度傑出工程教授獎」 

  

賀 尹炳業同學榮獲國家晶片實現中心 2014 年成果發表會之特優設計獎(指導老師： 

盧志文教授) 



 

 

《教務處》 
 102學年度畢業相關日程暨離校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69735,r219-1.php 

 

 國立清華大學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讀博士班核准名單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69525,r219-1.php 

 

 暫停補助外語考試補助獎勵，對已報名參加外語考試同學之衝擊，外語考試獎勵辦法有

以下之修訂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66 

 

 102學年「中英文寫作諮商」場次表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24 

 

 英文簡歷自傳＆讀書計畫寫作診斷時間表(提升職場寫作力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17 

 

 清華大學第一屆簡報大賽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93 

 

 教育部 103年遴薦華語教學助理赴國外任教通告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40-1149-1275-1.php 

 

 2014暑期密集班開設「初級華語一」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69812,r1275-1.php 

 

 [教務長榮譽課輔員]歡迎登入校務資訊系統查詢課業輔導資訊及榮譽課輔員聯絡方式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423 

 

 [教師工作坊]5 月 14 日中午 12點 10 分磨課師課程(MOOCs)製作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67 

 

 課程與教學研究計畫推出自選主題「總結性整合式課程」(Capstone course)補助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68 

 

 寫作中心自 6月 1日起，開館時間為週一至週五每日早上 9點至晚間 6 點，敬請留意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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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51 

 

《學務處》 
 103學年上學期兼任行政助理受理申請繳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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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4 月份遺失物品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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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研究所新生申請「家境清寒」優先候補住宿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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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學年度第六次齋長會議記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0008,r1538-1.php 

 

 103年暑期住宿繳費作業說明(6月 3 日至 6月 9 日繳費)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9999,r1538-1.php 

 

 102學年度退宿公告及 103 年暑期進住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9726,r1538-1.php 

 

 103學年度國際宿舍床位分配結果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9501,r1538-1.php 

 

 國民體育日標語徵選活動辦法(5月 21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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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社團幹部交接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005,r3455-1.php 

 

 102學年度下學期社團幹部證明上網登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002,r3455-1.php 

 

 5月 16日清華、交通大學棒球、男籃友誼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62,r3455-1.php 

 



 

 

 清大書藝社－羅際鴻師生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504,r2469-1.php 

 

 學生之音首發聲《五月一號》電影歌曲主唱選拔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015,r2469-1.php 

 

 第八屆兩岸同心志工團開始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989,r2469-1.php 

 

 2014第九屆忠義文學獎海內外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96,r2469-1.php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已完成「H7N9 流感防治工作指引」之修訂，並公布於該署全球

資訊網，請轉知所屬逕行下載參考、運用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9679,r1204-1.php 

 

 世界盃極限射擊大賽 2014 台灣巡迴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95,r2469-1.php 

 

 2014客家微電影徵選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93,r2469-1.php 

 

 藝術「槑」花源‧美學澎湖島—二呆藝館行動美術館 徵選青年志願服務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87,r2469-1.php 

 

 中華毛克利青少年協會推「103暑假毛克利－大專海外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79,r2469-1.php 

 

 2014第 12屆五洲盃全國調酒大賽暨托盤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78,r2469-1.php 

 

 認識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57,r2469-1.php 

 

 2014兩岸高校大學生文化與創意設計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56,r2469-1.php 

 

 



 

 

 第 4屆臺大文學翻譯獎比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55,r2469-1.php 

 

 103年度教育部能源科技人才培育計畫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大專組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54,r2469-1.php 

 

 2014智慧化工具機專題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52,r2469-1.php 

 

 2014第一屆新北市環境教育 APP創意遊戲設計實施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51,r2469-1.php 

 

 2014全國大專院校全國大專院校(第二屆)三創與行銷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49,r2469-1.php 

 

 2014河北省僑聯兩岸四地大學生交流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48,r2469-1.php 

 

 2014第一屆 APIAA產業分析競賽報名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43,r2469-1.php 

 

 103年度大專學生登山安全訓練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482,r2469-1.php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3年公共事務青年人才培訓計畫活動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42,r2469-1.php 

 

 桃園航空城發展願景規劃概念競圖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40,r2469-1.php 

 

 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37,r2469-1.php 

 

 2014問題解決導向演化與生態學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36,r2469-1.php 

 

 2014媒體先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673,r2469-1.php 



 

 

 天主教台灣青年日 in TAIPEI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672,r2469-1.php 

 

 2014年第三屆 青天公民領袖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671,r2469-1.php 

 

 春鬥 2014雲門 2十五週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670,r2469-1.php 

 

 財團法人青年發展基金會第十七期媒體先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635,r2469-1.php 

 

 馬躍新北—2014 新北市全國書法比賽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509,r2469-1.php 

 

 台灣漫畫夢工場觀光資源導覽解說員訓練專業課程第二階段課程招生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507,r2469-1.php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學年度合氣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503,r2469-1.php 

 

 2014第九屆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44,r2469-1.php 

 

 2014桃園創新熱舞社 期末成果舞展 舞 MAX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505,r2469-1.php 

 

 嘉南藥理大學 103年柔道校際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29,r2469-1.php 

 

 大葉大學財務金融學系 102學年度經濟學門學術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746,r2469-1.php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健康體重管理諮詢專線-0800367100 海報設計競賽活動說明」，

鼓勵師生參與競賽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70422%2cr1204-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635,r2469-1.php


 

 

《總務處》 
 國立清華大學場地使用申請及管理要點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70011,r1066-1.php 

 

 自來水供水不穩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9631,r992-1.php 

 

 停電通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70028,r992-1.php 

 

材料科技館樓板裂縫修繕工程」施工公告 

說明： 

1.施工時間：5月 9日(五)至 7月 15日(二) 

2.本工程預計 60日曆天進行材料科技館樓板裂縫修繕工程，若因天候因素影響工程進行或依契約規定不計工期者，完工日期

將順延。施工期間，部分施作空間將進行管制作業，提早完工將提早解除管制。 

3.廠商施工期間將會產生噪音、灰塵及影響交通動線，造成周邊不便之處，敬請多包涵。 

4.營繕組聯絡人：吳基安，校內分機：31342。 

 

《研發處》 
 國立清華大學主軸增能整合型計畫(人文社會)申請案，5 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75 

 

 國立清華大學主軸增能整合型計畫(資通訊網路技術及應用)申請案，5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74 

 

 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邀請您參與 5月 13日「專利檢索與佈局」免費課程，歡

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26c7352d-d6ff-4b40-95cc-df02fb731501&q=a

57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 

 

 本校「出國申請與報告繳交系統」更新，新版自 5 月 7日起上線試用，8月 1 日起正式

上線使用，敬請各單位公告轉知配合使用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684 

 

 



 

 

 歐盟科研架構國家聯絡據點於 5月 15日舉辦歐盟計畫參與經驗分享會，另科技部公開

徵求歐盟展望 2020 先期規劃計畫校內截止日至 6 月 25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78 

 

 「102年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訂於 5月 14日假科技部科技大樓 2

樓舉行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77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傑出碩博士犯罪防治研究論文獎勵要點」，申請時間：每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1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83 

 

 中華防災學會舉辦 103年度學生論文獎徵選，參選截止日至 6 月 30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76 

 

 【計畫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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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場次說明會(6 月 16 日於內湖區自由廣場)，歡迎踴躍派員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686 

 

 公告「103年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第一梯次作業流程(線上申請作業自即日起至 5

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81 

 

 科技部函告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名稱

並修正為「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79 

 

 科技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試行要點」，名稱修正為「科

技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試行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685 

 

 科技部「科普產品製播推廣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6 月 15 日下午 6 時止受理申請，

說明會於 5月 13日上午 10 點假該部 1F 簡報室舉辦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687 

 

 轉知科技部及所屬機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82 

 



 

 

 第十屆亞洲舊世界生成語言學會議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426 

 

 函轉協助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物保護諮議小組-實驗動物工作分組」會議，針對「如

何落實活體動物實驗替代方法之確效及推廣?」議題進行公共諮詢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6203#showTitle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越南太原農林大學等 2 所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99&lang=big5 

 

 韓國政府 103學年提供我學生赴韓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98&lang=big5 

 

 有關歐盟執委會 2014年 10月實習申請資訊乙案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00&lang=big5 

 

 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申請案，6月 1 日至 7 月 27 日中午 12時受理線上申

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01&lang=big5 

 

 有關歐盟執委會 2014年 10月實習申請資訊乙案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00&lang=big5 

 

《計通中心》 
 歡迎各單位、系所及社團申請「Cyberhood 雲端服務系統－公用硬碟區」儲存空間分享

資料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57643-1.php?Lang=zh-tw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公告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40506_01 

 

 

 

 



 

 

《圖書館》 
 敬邀圖委及教師參加「因應書刊經費縮減之調整規劃院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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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人類學書展] 環境與人類間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兩者如何取得平衡永續發展是

現今重要課題之一，歡迎前來參觀書展，您將會有更深層的體認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21 

 

 [生物人類學書展] 您知道「生物人類學」已不侷限在體質人類學及人種演化學了嗎?

想更深入瞭解此學門，您一定不能錯過此次的書展哦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20 

 

 [美學書展] 想成為氣質出眾、美感敏銳的美學家嗎?本書展收藏各領域與哲學美學史相

關的書籍，內容豐富多元，錯過可惜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19 

 

 [古希臘哲學書展] 想與柏拉圖、蘇格拉底來場跨時空的辯論嗎?歡迎參觀書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18 

 

 2014 World Book Day 抽獎活動獲獎名單揭曉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33 

 

 「清知識─認識校史大小事」抽獎活動獲獎名單揭曉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32 

 

 TAO臺灣學智慧藏-「2014 TAO 金句獎」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30 

 

 圖書館資訊系統組徵工讀生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29 

 

《人事室》 
 學生未來如欲以國外學歷報考國家考試，應於就讀前先行了解該國外學歷是否符合教育

部訂定發布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及本部主管之各項考試應考資格規定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990,r875-1.php 

 



 

 

 臺北 e大數位學習網辦理 103 年度「分享愛˙愛分享」線上學習獎勵活動，歡迎同仁踴躍

參與學習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77,r875-1.php 

 

 103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及心得寫作競賽活動，請同仁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78,r875-1.php 

 

 行政院修正「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第四點、第六點，並自即日生效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66,r875-1.php 

 

 新竹市公務人員協會辦理「公教退撫年金法案研討會活動」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74,r2506-1.php 

 

 國立臺北大學檢送該校傑出校友遴選暨表揚辦法、推薦表及推薦人聯署名冊各乙份，請

各單位踴躍推薦該校傑出校友人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0374%2cr2506-1.php 

 

 玉山國民旅遊卡繳納綜所稅、房屋稅皆可享有免手續費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70040.php 

 

 中華航空清華大學 B2C企業會員網路購票專屬網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9522.php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辦理 103 年「風和日壢齊步走」未婚聯誼活動，請未婚

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73,r2506-1.php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辦理 103 年度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愛戀台灣 ，月老傳情」－「真

愛 I.N.G」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996,r2506-1.php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好有你」103 年度未婚同仁聯誼活動實施計畫、行程表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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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38-69993,r250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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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梯

次單身聯誼活動行程表及報名表，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994,r2506-1.php 



 

 

《主計室》  

 配合二代健保公提自即日起調整專家領據系統作業方式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69667,r1160-1.php 

 

 國立清華大學 103年度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分配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70316%2cr1160-1.php 

 

《理學院》  

 清華大學數學系五十週年紀念文集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487 

 

《工學院》  

 [SAS及玉山銀行]誰是高手 巨量資料商機創意大賽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69988,r3361-1.php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2014 暑期文化活動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69620,r3361-1.php 

 

 工學院學士班 102學年度師生座談會暨系學會幹部交接典禮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69877,r772-1.php 

 

 2014年 IPE暑期自我提升規劃構想與實踐競賽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69692,r772-1.php 

 

 2014年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學士班海外研修獎助金甄選簡章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69702,r772-1.php 

 

 ETHzurich(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徵才──虛擬實境感測器開發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884 

 

 清大動機與利物浦大學雙聯博士學位徵求博士生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886 

 

 華邦電子 2014 年暑期實習招募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1893 



 

 

 國家新創獎相關訊息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69623,r2714-1.php 

 

 瑞健集團 SHL-Group 暑期實習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69486,r2714-1.php 

 

 所學會活動 5月 30 日上午 11點畢業團拍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69745,r3151-1.php 

 

《電機資訊學院》  

 甲骨文大學 2014 Java Developer Day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9661,r67-1.php 

 

 2014年臺北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國際創意發明競賽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9659,r3304-1.php 

 

 2014通訊大賽清華大學說明會 5月 12日，晚間 6 點 30分至 7點 30分，歡迎同學參加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0003,r63-1.php 

 

 102學年下學期第 3 次程式檢定將於 5月 19日晚上 6點到 11 點於資電館 3樓電腦教室

舉行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9805,r64-1.php 

 

 美商世坤研究顧問計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9658,r2779-1.php 

 

 [台達研究院] DeltaYES！實習計畫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69639,r3209-1.php 

 

《人文社會學院》  

 人間思想第六期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69997,r2649-1.php 

 

 

 



 

 

《原子科學院》 
 原子科學院曾德霖教授紀念獎學金申請開始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357 

 

 「Maintenance Science Summer School 2014」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431 

 

《共教會》  

 教育部核定新增「中等學校—生物科」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70000,r48-1.php 

 

 銘傳大學 2014 年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補救教學及差異化教學研討會暨主題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69488,r150-1.php 

 

 2014夏季學院《通識課程》開放修習，報名期間：5 月 7日中午 12時至 19日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70318.php?Lang=zh-tw 

 

 為促進當代藝術發展，文化部辦理「2014 Made In Taiwan-新人推薦特區」公開徵選簡

章，請至相關網址查詢 

參考網址：http://www.moc.gov.tw/ 

 

《藝文活動》 

《大吃藝金》金工作品展 

 

說明： 

1.展覽時間： 5月16日(五)，上午10點30分至下午2點30分。 

2.展覽地點：清大教學資源中心一樓展覽廳。 

3.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80。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80


 

 

金馬獎【一首搖滾上月球】電影放映會 

 

六個愛哭的老爸 一個超齡的搖滾樂團 一段不可能生命旅程！ 

六個平均年齡超過52歲的老爸，組了一個超齡的搖滾樂團《睏熊霸》，想要站

海洋音樂祭舞台的故事！台灣男人習慣表現堅強，悲傷往肚裡吞，這些有沉重

負擔的搖滾老爸們，到底該如何擺脫陰霾，走出人生的新希望？ 

說明： 

1.時  間：5月13日(二)，晚上6點30分至8點30分。 

2.地  點：醫輔中心2樓大團體室。 

3.映後講座：時間：5月20日(二)，晚間6點30分至8點30分。 

4.地    點：行政大樓168教室。 

5.報名網址： http://goo.gl/PaZAHN。 

6.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9168,r663-1.php。 

 

2014三社聯合舞展《舞光三色》 

 

每年的五月，清華大學都會舉辦由世舞社、國標社、旗隊共同表演的

「三社聯合舞展」。由三個社團共同舉辦的大型成果發表，再加上外校的

邀舞或專業級老師的邀請，這個舞展絕對是你清大人生中必看的表演！ 

錯過了之前的舞展沒有關係，從現在開始，跟著我們的腳步，一起迎接

這一年一度的盛事吧！ 

說明： 

1.時  間：5月15日(四)，晚上7點。 

2.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3.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danceclubs/info。 

 

[阿根廷影展]Argentina Film Fesvival 

阿根廷文化深具熱情濃烈的民族特質，在世界電影中別具特色，觀眾可以透過電影的角度，來認識孕育探戈的阿根廷文化，

選片包括探戈、多元民族、美食、歷史政治、宗教等議題。《瓦科爾達》重述1960年阿根廷的重大罪犯；《白象：無法之城》道

出璜神父駐守布宜諾艾利斯白象貧民窟，爭取民眾福祉的故事；《愛情大不同》則呈現阿根廷的同志議題；《時間遺忘的天使》

是關於1994年發生在阿根廷的伊朗恐怖份子炸掉以色列交流協會的攻擊事件；《美味人生》點出阿根廷的義大利移民。《我的雙

面童年》以阿根廷軍事獨裁時代作為故事背景；《拼圖女王》側寫父權社會下的女性自覺；《情婦與鯨》把用盡生命去愛而遍體

鱗傷的女人比喻為擱淺的鯨魚，搭配絕美的探戈舞曲。 

http://goo.gl/PaZAHN


 

 

 

說明： 

1.時  間：4月29日(二)至5月24日(六)，週二、六，晚間7點。 

2.地  點：合勤演藝廳。 

3.本週播映：5月23日(二)，情婦與鯨 

    5月17日(六)， 我的雙面童年。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5&&time=1&&

fdsn=582。 

 

【客家文化藝術節系列】清華愛樂管弦樂團與竹教大管弦樂團聯合音樂會 

  

說明： 

1.演 出 者：清華愛樂管弦樂團與竹教大管弦樂團 。 

2.時  間：5月14日(三)，晚間7點30分。 

3.地  點：元智大學。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3&&time=1

&&fdsn=591。 

 

酒神祭戲劇節 

 

說明： 

1.時  間：5月17日(六)，上午9點至下午5點。 

2.地  點：人社院小劇場。 

3.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news/news.php?Sn=195。 

http://www.fl.nthu.edu.tw/news/news.php?Sn=195


 

 

清華愛樂 103年 5月演出時刻表 

 

 

《演講資訊》 

通識講堂：想飛

 
年少時嚮往自由翱翔天際的李崗導演，因為聯考制度無法如願，李導演將如何透過作品圓夢？這一段冒險逐夢的過程，如何精

彩？如何艱辛？清華通識講堂邀請你和李崗導演一起「飛」。 

說明： 

1. 時間：5月12日(一)，晚上7點。 

2. 地點：工程一館107室。 

 

 

 

 

 

http://cge.gec.nthu.edu.tw/102-2ge/
http://cge.gec.nthu.edu.tw/102-2ge/


 

 

5月 15日迷戀映像館[客製化女神] 

 

年少得志的小說家凱文，在遇到寫作瓶頸時，開始記下夢境中的完美情

人，並在夢裡與她相戀。夢中「露比」神奇出現在他面前，並完全依凱文敘

述做出所有行為，甚至瘋狂愛上他到無法自拔！對所有男人而言，這是多麼

美妙的事情！但露比的瘋狂迷戀已讓凱文無法承受，他不得不開始重新考慮

兩人的未來，以及小說的未來方向，是否要繼續和夢幻女神共度人生? 

 

說明： 

1. 放 映 師：陳世芳／約用心理師。 

2. 時  間： 5月15日(四)，晚上6點30分。 

3. 地  點：醫輔大樓2F大團體室。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842,r491-1.p

hp。 

 

2014性／別系列演講 

 

參考網址：http://sex.ncu.edu.tw/activities/2014/0509/index.html。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842,r491-1.php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842,r491-1.php


 

 

2014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 

 

說明： 

1. 時  間：晚間7點至9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一樓孫運璿演講廳。 

3. 場  次：5月14日(三)，司徒文主任／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

"Digital Age Diplomacy: Potential and Problems數位時代外交之

潛力與問題"(全程以英文進行)、 

5月21日(三)，王汎森副院長／中研院，「買書、讀書與寫書」、 

5月28日(三)，古源光校長／屏東科技大學，「科技農業領航未來」。 

4. 參考網址：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69628,r1853-1.php。 

 

南亞暨東南亞研究工作坊(3)  

 

說明： 

1. 講    者：孫采薇／助理研究員。 

2. 主    題：緬甸式政治轉型的回顧與前瞻。  

3. 時    間 ：5月12日(一)，中午12點至下午2點。 

4. 地    點：人社院 D302室。 

5. 參考網址：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69733,r4068-1.php。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69628,r1853-1.php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69733,r4068-1.php


 

 

【中國研究工作坊】方勵之思想中的科學與人權 

 

 方勵之為世界級天體物理學家，亦是中國人權與民主改革先行者。講者

Perry Link教授將分析這位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思想，講述科學原則如何啟

迪對威權思想的批判、並引領人權與民主的倡議。全程以中文演講，可先閱

讀天下出版的《方勵之自傳：天體物理的開拓者，民主的啟蒙者》。 

說明： 

1.講者：Prof. Perry Link(林培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榮譽教

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2.主題：方勵之思想中的科學與人權。 

3.時間：5月 13日(二)，中午 12點半至下午 2點。 

4.地點：人社院 C203教室。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 

 

在研究寡佔市場競爭下的政府出口政策的文獻中，絕大部分的文章都

設定廠商只生産單一產品。就算有少部分的文章開始探討政府出口政策

是否會隨著廠商由生産單一商品變成多產品廠商而改變，厰商的產品數

量（產品範圍）多半還是外生給定的。本研究計劃將設定一個三階段模

型。在第一階段，政府決定是否廠商出口進行補貼或課稅。在第二階段，

廠商可以決定要生産幾種產品。而最後一個階段，產商之間在國際市場

上進行數量競爭。本文將深入研究廠商在產品數量和產品產量上的選擇

並探討政府的出口政策是否會在產品數量内生化後而有所不同。 

說明： 

1.講 者：周瑞賢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2.主 題：多產品廠商與出口政策。 

3.時 間：5月 1５日(四)，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4.地 點：台積館 903教室。 

5.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月 14日中午 12點止。 

6.報名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47。 

 

 



 

 

奧美廣告創意總監 蔡明丁先生與你分享「廣告創意的理想性-一股改變社會的力量」 

   「廣告創意的理想性-一股改變社會的力量」，製作廣告不單純是商業行為，背後更遠大的理想是「如何改變社會」，如何在客

戶的生意課題與期待改變社會的理想之間拉扯， 

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衝擊。許多人在職場工作時，往往懷抱著理想，但是妥協於現實。技巧或能力並無法解決，而是取決於態度與

觀念！ 「跟著蔡明丁先生，一起尋覓改變社會的正能量！」 

說明： 

1. 主 講 人： 奧美廣告創意總監 蔡明丁先生。 

2.題  目：廣告創意的理想性-一股改變社會的力量。 

3.時  間：5月16日(五)，晚間6點30分。 

4.地  點：旺宏館245室。 

5.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qCnQA06bt1IigRzkp0bB3mBqKSugamZewas08fBPclE/viewform。 

 

IEEE 使用者經驗論壇：投稿策略與技巧(2014年學習+系列活動第二波) 

 

說明： 

1.講  者：陳永昌教授／清華電機系。 

2.時  間:：5月28日(三)下午1點30分(5月20日截止報名)。 

3.地   點：旺宏館3F遠距教室B。 

4.參考網址：

http://www.hintoninfo.com.tw/upload/ieee/2014/2014_ieee.html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qCnQA06bt1IigRzkp0bB3mBqKSugamZewas08fBPclE/viewform
http://www.hintoninfo.com.tw/upload/ieee/2014/2014_ieee.html
http://www.hintoninfo.com.tw/upload/ieee/2014/2014_ieee.html


 

 

資訊工程學系專題演講 

說明： 

1.主 講 人： 王旭正教授／中央警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2.題  目：Desktop Virtual Forensics and Evidence Investigations。 

3.時  間：5月16日(五)，下午1點30分至3點。 

4.地  點：台達109室。 

5.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9760,r67-1.php。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專題演講 

工具機產業每年出口佔台灣GDP的比重逐年升高，從全球化的角度來檢視台灣工具機產業的競爭力，將是本場演講的主軸。另外，

從一位博士班的畢業生到一間企業的負責人，主講人也將透過個人親身經驗，分享在職場上的經驗，期待更多同學能透過創新的

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開創一番新的事業。 

說明： 

1.主 講 人： 蒲宏彥副處長／奕達精機。 

2.題  目：From zero to Hero。 

3.時  間：5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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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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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 1530-1700 李以仁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TBA 陳益佳/33339 

5月21日 1530-1700 Prof. 周必泰 

台灣大學化學系 

TBA 季昀/3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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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9760,r67-1.php
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