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清華研究生學術論壇 群學爭鳴 

  第四屆兩岸清華研究生學術論壇於 3月 28日、29日，在清

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展開。今年以「格物致知，群學爭鳴」為

主題，廣泛徵求各領域的研究生的論文稿件，參與者包含北京

清華大學、新竹清華大學、以及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的碩博

士生，一共 63篇論文投稿。 

  新竹清華大學與北京清華大學同根同源，2011年兩岸清華共

同慶祝百年校慶，由北京清華大學首屆舉辦「兩岸清華研究生

學術論壇」，一直持續至今。今年第四屆設立「人文社會與科

技管理」、「基礎科學與創新應用」、「組織工程與醫學新知」、「能

源環境與動力材料」、「電機通訊與資訊工程」五個分論壇，進

行學術交流。 

  論壇活動第一天特別邀請本校學務長謝小芩教授、研發長潘

犀靈教授，與北京清華大學化學系危岩教授、自動化系戴瓊海

教授，進行特邀報告，並讓各分論壇研究生報告各自論文主題，

評選出三篇優秀論文。隔日則帶領遠道而來的北京清華師生參

觀清華校園，讓兩岸清華人彼此交流。論壇活動結束後，也安

排台北故宮、101等「認識台灣」之旅，讓北京清華的師生，

更加了解台灣。 

  今年承辦兩岸清華研究生學術論壇社團為台灣清華大學第

十五屆研聯會，論壇活動從開始籌備到圓滿落幕，歷時五個月，

為研聯會重要活動之一。研聯會成員表示收穫豐富，從中學習

到許多事物。也期望學校兩岸交流的事務能夠穩定發展，逐漸

壯大，提供更多學生與大陸優秀的學校合作、交流的機會。 

  
論壇開幕式大合照。 第四屆兩岸研究生學術論壇頒獎典禮暨晚宴。 

  
新竹清華大學吳副校長與北京清華大學張婷教授互贈禮物。 新竹清華馮副校長與北京清華大學張婷教授互贈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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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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馮憲平校友 分享經驗 

 本校化工系畢業校友馮憲平學長，目前任教香港大學機械系，

他以自身求學、工作經歷與學弟妹分享成功秘訣。馮學長表示，

人生的不同階段，不管是求學或是工作，都能從中學習累積經

驗，尤其是在學校期間應加強基礎知識的深度並學習獨立解決

問題、找答案的能力，多結交志同道合的朋友，訓練口條、溝

通協調能力，具備流利的英語，也勉勵清華同學，「不要忘了

創新的重要性，找到自己的熱情和夢想，並且有勇氣去實踐」。 

 馮學長自述小時候成績並不優異，在明志工專畢業後插班進

入清華大學化工系，在大學期間他參加社團活動，從辦活動的

過程中，學習組織能力和站在人前說話的勇氣，後來繼續就讀

清華化工所，畢業後加入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經過半年的新人

訓練，他認為抗壓性格外重要，因為工作不像學校，沒有紙筆

考試，而是隨時都在測驗你的溝通技巧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所

以如何報告、怎麼表達，成為決定事情的成敗的關鍵。 

 進入職場後，馮學長覺得自己基礎知識不夠充足，決定以在

職進修的方式於母校化工系攻讀博士學位。當上主管後，他更

體悟到「人永遠比事複雜」，是以，他積極學習如何在重要的

會議場合適當發言；而對於選擇工作伙伴，馮學長特別強調，

GPA的高低不一定與工作能力及適任性成正比。 

 工作七年半之後，馮學長決定跟同學一起加入建鼎企業的新

創部門，近距離與建鼎的王董事長學習。他表示，在這段工作

期間，他從王董事長身上看到了許多經營公司的寶貴經驗，包

括思考事情不一定從良率、產能或成本的角度出發，必需整體

考量到客戶、合作伙伴、財務及公司的未來發展等，大大開拓

自己的視野。 

 在建鼎工作期間，剛好有機會到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

員，於是他辭掉工作，帶著全家人到波士頓一圓留學夢想。在

這裡，馮學長體會到指導教授對研究的熱情與執著，他說，「在

MIT我感受到了創新的重要性」，許多偉大的發明都來自於一個

看似瘋狂的點子，研究的創意和視野幾乎決定了最後研究的高

度，許多好的研究變成了新創公司。此外，由於實驗室成員來

自世界各地，也提升國際觀及英文溝通能力。 

 結束兩年半 MIT 研究生活後，馮學長前往港大執教，「經營

實驗室如同經營一家小公司，要先規劃未來方向，爭取經費，

規劃財務支出，找到優秀適合的學生，並建立一種好的工作文

化和研究熱忱」，他認為，港大是國際化程度高的學校，獎學

金制度與英語授課吸引許多國際學生，研究生的薪水高，但申

請研究經費的成功率不高，因實施跟美國一樣的Tenure 制度，

教授做不好就會被淘汰，競爭十分激烈，就像對他之前的歷練

做總驗收。他勉勵學弟妹們，除把握各種學習機會，增加自身

實力，也可利用暑假公司實習了解產業趨勢或到國外的一流學

府做交換學生擴展視野，不要忘記創新的重要，積極、努力，

用熱情和夢想去實踐。 

  
馮憲平學長認為：「經營實驗室如同經營一家小公司，要先規 

劃未來方向，爭取經費，規劃財務支出，找到優秀適合的學 

生，並建立一種好的工作文化和研究熱忱」。 

馮學長勉勵清華同學，「不要忘了創新的重要性，找到自己

的熱情和夢想，並且有勇氣去實踐」。 

 

 



 

 

賀 物理系林秀豪教授二度榮獲全球開放式課程獎 

  

賀 動機系學生薛淳方與雷衛台教授獲第 10 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銅質獎 

 

 

 

《秘書處》 

國立清華大學學運因應說明 

 近期學生參與學運以來，本校相關公開說明及辦理活動如下： 

一、 3月 21日，五十二所國立大學校長聯合聲明  

近日有關學生團體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表達，我們對台灣民主的發展與學生的安

全十分關心，謹表達下列看法： 

1. 對於學生們：學校是教育機構，一向尊重學生對公共事務的熱情與理想；也對學生們的做法，

較一般社會大眾有更大的寬容。我們樂見學生保持理性及冷靜的態度面對問題，適切的表達年

輕人對國家的關心，但也應注意不可逾越民主的分際。 

2. 對於民意機構：體制內正式的民意機關，長期運作不彰，對民生經濟的促進，未能令社會滿意，

我們表示非常遺憾，並希望全民多數人的意見與福祉能更受尊重。此為大學與社會共同對民意

機構更深的期許。 

3. 對於公民社會運作：同為公民，參與公民社會的公共事務之際，大家內心常秉持一定的公是公

非，共同擁有一定的互動默契，因此籲請所有人民，珍惜臺灣民主得來不易，以及全體民眾共

同在辛苦中逐漸建立的良好社會品質，也呼籲同學們，珍惜社會對學生這個身分長期的愛念與

護持。 

4. 對於大學校長角色：大學校長秉於知識、理念和社會核心價值之堅持，希望做為整個社會最後

的清明防線；並應致力為臺灣培養人才，共盼促進臺灣民主的良性進步。 

二、  3 月 22 日，召開記者會說明教學單位停課事宜  

清華大學的課程都經過三級三審非常嚴謹的過程訂定，清華大學的老師也都經過三級三審的

聘任來教授這些課程，所以，如果未經嚴謹的過程，課程不應停止。 

學生和社會也是基於對這些嚴謹教學過程的信賴，讓學生在學校接受教育。 

校內任何一個教學單位，除重大天災依既有的規定停課之外，不應任意停課。即使在不得已

的情況下，基於尊重每一位教師學術的理念，應經過教學單位全體教師的正式同意，才適合考慮

該教學單位臨時性全面停課，並應經過學校的同意，以免學生的受教權和教育的完整性受到破壞。 

因此任何一個教學單位的主管或老師，不能逕行宣佈停止該單位所有的課程。 



 

 

三、  3 月 24 日，教務處發出「教務長寫給教師的一封信」  

各位教師同仁大家好： 

過去一個星期以來，學校密切注意學運的發展，並做了必要的因應措施，目前的做法為： 

學校會全力保護學生的安全，維護學生在法律方面的權利。目前本校有數位教授在學運現場，

校長已經囑咐這些師長妥善照顧本校學生的安全，保持密切聯繫，另指派了學務處同仁前往幫忙。

周副校長並於今晨前往學運現場關懷了解被偵訊的同學情況。 

尊重學生表達意見的權利，支持學生對社會改造的期待與使命感，但建議同學應以理性且為

社會大眾接受的方式為之。 

學校一向尊重教授的學術自主，尊重教授選擇教學的方法。同時學校強調每位學生的受教權，

所有選課的同學的學習意願應同時被尊重。 

校園中大多數的學生及他們的家長期待常態上課，學校教務處、學務處、秘書處近日接到許

多社會反應強烈的電話。呼籲各位教授堅守教職崗位，正常教學，維繫校園安定的教育環境，同

時關懷同學不同的選擇。希望藉由各位的堅持與付出，儘速讓學校的教育恢復常軌。謝謝！ 

教務長 戴念華 103/03/24 

四、  3 月 24 日，學務處發出「學務長寫給學生的一封信」  

各位同學， 

三月二十三日晚間在行政院所發生的驅離衝突，學校對此非常關心，已派師長專程到台北了

解情況，目前得知一位同學在審訊中，有師長陪伴，安全及健康無虞。校方會盡一切力量，保障

參與活動同學的安全與法律權益。 

學校對於學生一向較一般社會民眾更為信任與寬容，期盼在校同學珍惜師長們對學生的期許，

發揮力量，維繫校園正常教育環境。學校也呼籲老師們正常授課，讓校園儘速回到正軌。請同學

們安心向學。 

學務長 謝小芩 103年 3 月 24日 

五、  3 月 25 日，秘書處發出「給家長的信」  

各位家長您好！ 

對於近日學運事件，學校師生與您一樣極為關心，並進行與師生和社會之間的溝通。本校於

3月 24日分別寫信給學校的教師同仁及學生，這兩封信的內容如下，敬請參考： 

 給教師的信（內容請參考上列：教務長寫給教師的一封信） 

 給學生的信（內容請參考上列：學務長寫給學生的一封信） 

國立清華大學謹上 

 

 



 

 

六、  4 月 2 日，本校發出聲明稿說明學校教學情形  

318學運以來，社會大眾與家長都極為關心在立法院參與學運學子的受教權，頻頻與清華大

學聯繫，關心學校教學情形。 

是以清華大學特此說明，自 3月 30日遊行活動結束後，清華大學參與學運的絕大部分同學已

經在本週回到學校上課，校內所有教學單位都如常上課。 

清華大學很重視學生的教育，也感謝社會大眾對學校教育的付託，對於目前仍在立法院表達

意見的同學，清華大學會持續關心。 

七、  4 月 1 日及 4 月 7 日，舉辦通識講堂「服貿相關論壇」  

4月 1日邀請科技管理學院黃朝熙院長以及人文社會學院蔡英俊院長以「兩岸經貿面觀」、「知

識分子與公民社會」進行對談，現場約有 500多名學生參與。4月 7日邀請經濟部張家祝部長以

「你不可不知的『服貿協議』真相」為題進行論壇，並邀請本校社會所陳明祺副教授及經濟系劉

瑞華教授與談，吸引千餘名學生參加。 

八、  4 月 13 日至 16 日，贊助及協辦學生會與學生社團舉辦【清民樂開花？！清大服

貿系列論壇】活動。  

 

 

 衛生福利部印製之「禁止性騷擾貼紙」電子檔，敬請印製張貼並公告周知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3-1099-68266.php?Lang=zh-tw 

 

 性別諮詢網路預約表單開放囉，歡迎有需要的教職員生線上預約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87-1099-1155.php 

 

《教務處》 
 4 月 28日學士班 5年級以上學生收費標準調整案公聽會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68204,r1504-1.php 

 

 「新聞稿寫作工作坊」4 月 22 日至 4 月 29日上 午，幫助你掌握活動宣傳重點與安排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27 

 

 莊媁婷老師告訴你「你不能不知道的簡報原則」4 月 28日下午 1點 30 分至 2點 10分，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28 

 

 清華大學「OCW 錄製經驗分享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37 

 



 

 

 [學習系列講座 PART3]溝通技巧──我不是職場句點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33 

 

 教育部 103年遴薦華語教學助理赴外國任教第 103009號通告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68181,r127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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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課輔開課了】不限國籍、不限地區只要上網進行註冊，皆可免費進行課業輔導 

參考網址：http://etutor.nthu.edu.tw/t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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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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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長榮譽課輔員】校務資訊系統將在 4月 16日開放查詢課輔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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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辦理「創意教學好點子」徵文案，申請時間為 4月 1日起至 4 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5927#showTitle 

 

 南華大學與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 2014「當代生活-幸福與安樂」講座課程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5922#showTitle 

 

《學務處》 
 103 年 3 月份遺失物品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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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清華國際週-The Blossomy World 活動快報 

參考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68422-1.php 

 

 2014 國際週美食展餐卷預售即將開跑囉 

參考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68537-1.php 

 

 102 學年度第五次齋長會議記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8045,r1538-1.php 



 

 

 103 年校慶環校路跑，特設創意造型組，鼓勵大家踴躍報名，增添活動趣味性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2014peorun/ 

 

 2014 NTHU Summer Discovery Programs in Taiwan 輔導員開始招募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61,r3455-1.php 

 

 諮商中心迷戀映像館【愛，悄悄越界】，4 月 15日晚間 6 點半，邀您一起看電癮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841%2cr491-1.php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物食品安全週報～訂閱有禮」活動，請踴躍訂閱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8400%2cr1204-1.php 

 

 2014MERRELL 第 7屆台灣 IVV 健行大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221,r2469-1.php 

 

 2014 中華民國小姐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214,r2469-1.php 

 

 2014 臺中爵士音樂節──創意主視覺設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96,r2469-1.php 



 

 

 2014 大專校院國際歌唱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95,r2469-1.php 

 

 蒙藏委員會 103 年援外志工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89,r2469-1.php 

 

 2014 企業誠信與倫理個案角色扮演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88,r2469-1.php 

 

 2014 群英行腳，大專英樂夏令營團隊甄選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86,r2469-1.php 

 

 教育部 103年補助學校辦理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54,r2469-1.php 

 

 惇安法律事務所新詩比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53,r2469-1.php 

 

 全國海洋能源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52,r2469-1.php 

 

 2014 產業資訊應用趨勢研討會暨個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51,r2469-1.php 

 

 2014 全國會計實務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50,r2469-1.php 

 

 2014 全國大學暨技專院校──超級盃地理資訊系統應用與技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49,r2469-1.php 

 

 2014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48,r2469-1.php 

 

 海洋綠色能源科技跨校創新創意競賽暨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46,r2469-1.php 

 

 「2014客家桐花季」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45,r2469-1.php 



 

 

 2014 台灣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44,r2469-1.php 

 

 2014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南區區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43,r2469-1.php 

 

 2014 年第 16屆亞洲青年田徑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40,r2469-1.php 

 

 2014 彰化葡萄公主全國選拔大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39,r2469-1.php 

 

 全國養生創意漢餅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38,r2469-1.php 

 

 人本森林育活動員培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37,r2469-1.php 

 

 台灣好聲音，南北都好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36,r2469-1.php 

 

 國際志工活動──菲律賓社區重建計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25,r2469-1.php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學年度啦啦隊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111,r2469-1.php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暑期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091,r2469-1.php 

 

 2014 年兒童營會輔導員徵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8085,r2469-1.php 

 

《總務處》 
 舊體育館(桌球館)東側 16 株印度橡膠樹砍除工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8245,r127-1.php 

 



 

 

 廣容綠化有限公司承攬本校 103年度「樹木修剪急迫需要及臨時交辦處理工作」開口合

約工作內容、方式與程序說明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8052,r127-1.php 

 

 本校非編制內人員之 102 年度「勞保及健保年度繳費證明」，請自校務資訊系統項下逕

行列印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8157,r127-1.php 

 

 交通宣導：汽車駕駛人行駛道路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68359%2cr51-1.php 

 

 綠色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1F 底版混凝土澆置公告 

說明： 

1. 施工日期：4月 17日(四)，上午 8點至下午 5點。 

2. 工科館周邊道路及生物科技館館舍周邊聯校道路將進行交通管制，周邊道路請勿停車，避免造成車輛損傷。 

3. 為維護師生人員行經安全，惠請周邊館舍師生人員行經該管制路段時，請特別注意，以免發生危險。 

4. 聯絡人：總務處營繕組 張小姐(03-573-1336)。 

 

《研發處》 
 Call for MENEGHETTI AWARD 2014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47 

 

 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員補助停止公告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654 

 

 4 月以後出國/專家學者來台/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等補助公告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653 

 

 敬邀參與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舉辦「資通訊產業趨勢分析」課程（4 月 15 日），

歡迎有興趣的學員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aspx?g=7d0936be-f237-456c-8967-41a147a2e806&c=menu041 

 

 敬邀教師與同仁參加 4月 17日早上 10點至中午 12點 Workshop：『踏上歐盟科研創新

之路（Gateway to Europe by Horizon 2020）』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655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3 年度委託研究案「營造臺北市優質閱覽環境之研究」

1 案於 4 月 15日截止收件，請參與甄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45 

 

 科技部自 103年度起推動「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士研究生試辦方案」，即日起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46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 103年度委託研究案「臺北市政府隱匿性服務稽核（神秘客）運用之

研究」1 案於 4 月 15 日截止收件，請參與甄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50 

 

 科技部竹科管理局 103年度「MG+4C垂直整合推動專案計畫」自即日起至 5月 7日止受

理申請，另訂於 4月 16 日舉辦計畫說明會，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49 

 

 科技部修正「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評審申覆作業要點」為「科技部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評審申覆作業要點」；修正「國家科學委員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為「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52 

 

 檢送「生物安全第三等級以上實驗室新進人員生物安全訓 練課程認可規定」，敬請依規

定辦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8292%2cc6779-1.php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於 4月 13 日、5月 4日舉辦「人體試驗講習班」，歡迎踴

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8291%2cc7545-1.php 

 

 函轉疾病管制署最新修訂「持有、保存或處分感染性生物材料之核備流程」及「生物安

全會或生物安全專責人員備查流程」，敬請依規定辦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7891%2cc6779-1.php 

 

 104 年度科技部與「捷克科學基金會」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4月 16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48 

 

 尊重智慧財產權 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

人著作權 

參考網址：http://ipr.web.nthu.edu.tw/files/14-1676-68405%2cr3580-1.php 



 

 

《全球事務處》 
 2014 年度留學荷蘭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83&lang=big5 

 

《圖書館》 
 新增試用資料庫「日本漫畫電子書」，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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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安問題-ScienceDirect 有獎徵答送平板，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84 

 

 新增試用「Thieme Science of Synthesis 資料庫」，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85 

 

 新增試用「Thieme 化學期刊」，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86 

 

 Library Workshops~ MyCT (MyCT-Communicative Chinese)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90 

 

 《歡慶 10周年 牛津 OSO 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89 

 

 看韓劇、讀期刊、拿好禮！-Taylor and Franc 有獎徵答~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88 

 

 4 月 21日及 24 日 人社院 A202 舉辦「2014機構典藏推廣說明會」，介紹著作典藏及著

作權，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56 

 

 歡迎參加 4月 24日「葉榮鐘先生暨夫人文物捐贈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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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投資理財的第一步 ──證券金融資源資料庫 T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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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6日至 4 月 17 日校史展示區暫停開放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5 

 

 經濟主題資料庫「Orbis」 &「 Zeph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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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VE科學教育」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6 

 

《人事室》 
 103 年新進同仁寒暑休日數對照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8053,r875-1.php 

 

 編制內教師及職技人員之 102 年度公保及健保保險費繳費證明，即日起至 6月 15 日止

開放線上申請，請有需要的同仁自行至校務資訊系統保險繳費證明項下列印即可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8057,r875-1.php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 Q＆A（問答資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8235.php 

 

 檢送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與高雄榮民總醫院共同辦理計 3梯次「愛你一世 幸福聯誼

系列」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行程表及報名表，請單身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8246.php 

 

 委託外界機構承辦或外聘講師之訓練，講座鐘點費標準若符合「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

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得否免於適用政府採購法一案，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8276%2cr875-1.php 

 

 教育部函轉有關勞動部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乙案，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8542,r875-1.php 

 

 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103 學年度國中部、國小部轉學生及幼兒園部缺額遞補

招生，請填妥報名表並備齊相關資料於 7 月 1日下班前送人事室彙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8255,r2575-1.php 

 

 



 

 

《工學院》  

 國立清華大學「微感測器與致動器產學聯盟」活動邀請 

參考網址：http://www.usat.org.tw/ 

 

 103 年中工會學生分會論文競賽──歡迎學士班同學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68203,r772-1.php 

 

 工工系 40週年系慶活動線上報名 

參考網址：http://ppt.cc/b1wW 

 

 「台灣應用材料暑期實習專案」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68160,r2714-1.php 

 

《電機資訊學院》 
 [獎學金申請]群聯電子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68159,r58-1.php 

 

《人文社會學院》 
 2014 中文系系友回娘家！歡迎回家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68135,r11-1.php 

 

 Academic talk: Mum's the Word: Representing Queens in Richard III's Kingly Plan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06 

 

《生命科學院》 
 4 月 15日上午 10點，103 年博士級生技訓儲菁英校園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387 

 

《科技管理學院》 
 2014 清華校慶高峰論壇，4 月 26日於台積館，敬邀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67897,r1853-1.php 

 

 



 

 

 敬邀系友出席 4 月 27日經濟系系友回娘家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67914,r1860-1.php 

 

 4 月 26日服科所第四屆所友回娘家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iss.nthu.edu.tw/files/14-1175-68010,r1796-1.php 

 

《共教會》  

 教育學程開始招生！報名至 5 月 2日，行動要快 

參考網址：http://140.114.67.66/cte.theweb.org.tw/apply/preg.php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教育局及所屬市立國中小 103年度約聘專任專業輔導人員聯合

甄選」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68194,r157-1.php 

 

《藝文活動》 

鹿和月亮──席時斌、何佳興雙個展 

 

 擅長立體雕塑的席時斌與書寫的何佳興，兩個在不同藝術領域創作的藝術

家，在這次<鹿和月亮>的雙個展中，席時斌將以何佳興對於月亮想像出來的線

條作為結構，發展成可動式雕塑。書寫線條與雕塑結構的對話，將為春暖乍寒

的四月裡的清大藝術中心，帶來月光下最詩意的一處風景。 

說明： 

1.時  間：4月14日(一)至5月8日(四)。 

2.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展覽廳。 

3.作  者：席時斌、何佳興。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2&&time=1&&

fdsn=599。 

 

 

 

 



 

 

第 36屆金穗獎入圍暨電影短片輔導金成果影展 

 

本屆金穗獎主題為「玩出電影新魅力」，鼓勵年輕影人大膽盡情地「玩」出

繽紛價值， 創造電影「新」魅力！主視覺特別邀請新生代金鐘影帝黃河設

計，以「描繪夢想的拼接創意，反轉世界」的概念，再造電影嶄新視界！ 

 說明： 

1.時  間：4月1日至4月26日，每週二、六。 

2.地  點：合勤演藝廳。 

3.映後座談：4月15日(二)，小騎士闖通關，盧盈良導演出席。 

4.本週播映：4月15日(二)，晚間7點，小騎士闖通關。 

     4月19日(六)，晚間7點，鐵兔子；晚間8點，縱行囝仔。 

5.參考網址：http://nightcats.blogspot.tw/。 

 

校慶藝文活動專場演出【步步驚喜】 

 

清末民初背景舞台喜劇一齣，結合雜技、傳統戲劇（曲）、現代戲劇。 

說明： 

1.時  間：4月18日(五)，晚間7點30分。 

2.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3.演出者：王海波、劉增鍇、樊光耀、黃宇琳、卓家宏、【廷威醒獅劇團】、【古意劇坊】聯合演出。 

4.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huarts/photos/a.168799033256905.41627.168488656621276/429018850568254/?type=1&

theater。 

 



 

 

4月 15日 迷戀映像館【愛，悄悄越界】 

 

 尼莫非法越境到以色列同志酒吧，邂逅了天菜律師羅伊。兩人一見鍾情、展開熱戀，

但男男戀在尼莫家鄉不但是攸關生死的罪行，他又因家族的「好戰因子」被政府盯上，

被迫和羅伊分離。 為了讓尼莫回到身邊，羅伊傾全力動用關係，卻遭官方恐嚇；尼莫

的秘密似乎也被家人識破，生命陷入空前危機。這段愛情，最後能否衝破黑暗，擁抱

光明？ 

 說明： 

1.放 映 師：謝慧馨諮商心理師。 

2.地  點：醫輔大樓2F大團體室。 

3.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841,r491-1.php。 

 

樂在清華 4月份演出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cfge.nthu.edu.tw/files/13-1084-68222.php?Lang=zh-tw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841,r491-1.php


 

 

布宜諾街角探戈秀 

 以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街頭常見的街角探戈秀，探戈樂團以班多鈕手風琴、小提琴、吉他、低音大提琴為樂器演奏、搭

配專業舞者，彷如置身布宜諾斯街角，讓觀眾享受一場隨興又富有情調的探戈表演。 

 說明： 

1.時 間：4月16日(三)，晚間7點30分。 

2.地 點：合勤演藝廳，自由入場。 

3.演 出 者：[探戈樂團] — 班多鈕手風琴、小提琴、吉他、低音大提琴、 

     [探戈舞者] — 以劉心岳、金姵汝為首之2對舞者，共4人。 

4.參考網址：http://arts.nthu.edu.tw/tango.htm。 

 

《演講資訊》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 

 

 我們以一嚴謹的一般均衡數理模型為架構，分析自由貿易協定之簽訂

是否提升所有簽訂國家之社會福利，亦或某些國家之福利提升係以另一

國之福利下降為代價。 

     Based on 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e characterize 

conditions for a Pareto improvement of the involved countries 

after hav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between them. The 

reasons for one country being worse off from having a FTA with 

others are also discussed. 

說明： 

1.演 講 人：余朝恩 助理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系。 

2.講  題：NEG模型中自由貿易協定對社會福利之影響。 

3.時  間：4月16日(三)，中午12點至下午2點。 

4.地    點：台積館903室。 

5.報名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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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6.報名截止時間：4月15日(二)，中午12點。 

 

 

 

 



 

 

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系列工作坊 

 

 十五世紀初鄭和下西洋後，與東南亞的接觸日漸頻繁，往來中國與

東南亞的帆船貿易更為熱絡。這些中式帆船的種類及樣式多有不同，

中國商人所帶來的造船技術及航海科技，也間接影響了東南亞地區的

船舶發展。 

 

說明： 

1.演 講 人：李其霖 助理教授／淡江大學歷史學系。 

2.主 持 人：李毓中 助理教授／清華大學歷史所。 

3.講  題：歐陸編劇新視野。 

4.時  間：4月15日(二)，上午11點至下午1點。 

5.地 點：人社院B413室。 

 

外語系演講 

 

 說明： 

1.演 講 人：楊莉莉副教授／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 

2.主 持 人：梁文菁老師／清華大學外語系。 

3.講  題：歐陸編劇新視野。 

4.時  間：4月16日(三)，上午10點至12點30分。 

5.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05。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講者：陳世賢執行長／台東聖母醫院。 

2. 講題：醫院CEO的導演功課。 

3. 時間：4月17日，星期四，下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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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5日 1400-1530 Prof. Pei Kang Shen 沈培康 

廣州中山大學 

Three-dimensional hierarchical porous 

graphene-like materials for highly 

stable supercapacitors 

楊家銘

/31282 

4月 16日 1400-1530 Prof. 葉文彥 

中山大學化學系 

Reactions of fullerenes, endohedral 

metallofullerenes, and open-cage 

fullerenes with transition metal 

complexes 

季昀 

/33373 

1530-1700 Prof Richard Compton 

Oxford University  

Electrochemical studies of nanoparticles 陳益佳

/3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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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