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化學系胡紀如教授當選「2014 年亞洲藥物化學聯盟(AFMC)會士」 

  

賀 資工系麥偉基教授榮獲「Best Paper Award 」in the 19th Asia and South 

Pacific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賀 資工系王浩全教授榮獲「Google Research Awards」 

  

賀 外文系碩士班教學組畢業系友羅伊廷榮獲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師學會(ETA-ROC) 2013

年度最佳論文獎 

  

賀 工工系許棟樑教授與學生張心恒榮獲 2013產業先進設備專題實作競賽大專組效益獎 

  

賀 工科系歐陽汎怡教授指導學生徐煒能榮獲 TMS 2014 國際會議海報競賽銅牌獎 

  

賀 動機系葉紹威、張賢廷、余家豪、吳振愷獲 2014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學生競賽台灣

區賽冠軍 

  

賀 生科系姚若晴同學榮獲美國 Weill Cornell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博士生入學獎學金 

  

賀 資工系陳星宇、林新宗、陳振群同學榮獲｢ 微軟新世代社群之星」開發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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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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學生讀書會】102 學年第二學期召集人說明會暨優良小組頒獎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869 

 

 面對求職／職場你準備好了嗎？手中的中、英文簡歷自傳，除了工作機會，還可能幫你

贏得高額獎金和專屬的寫作診斷喔，歡迎報名寫作中心「提升職場寫作力」寫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49 

 

 提升清大「校園親善」形象能怎麼做？將你想法化為企劃書投稿，就有機會獲得高額獎

金並且實行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uploaded_files/view/2501 

 

 【OCW】讓許世壁教授引領您體驗經典，拓展您非凡的數學人生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37 

 

 【OCW】學物理豪好玩！激發您探索知識前沿、培養您分析與解決問題的潛能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36 

 

《學務處》 
 103年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獎學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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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竹苗區 103學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受理申請中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66263,r1198-1.php 

 

 清大學務處衛保組 2014「輕健計畫」健康促進暨體重控制計畫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5688,r1204-1.php 

 

 教育學程開始招生囉！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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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福部 103年度單親培力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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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學年第 2學期兼任行政助理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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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2 月份遺失物品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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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3月 31日 開始領取 2013 年學生宿舍管理問卷神秘小禮物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6067,r1538-1.php 

 

 心窩報報 NO.102【愛.出沒】 

參考網址：http://lms.nthu.edu.tw/board.php?courseID=3636&f=doc&folderID=11528&cid=475940 

 

 「外交部 103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甄選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145,r3455-1.php 

 

 102學年度梅貽琦紀念獎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03,r3455-1.php 

 

 【暑期美國實習旅遊計畫】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48,r2469-1.php 

 

 第六屆 AIESEC 青年影響力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47,r2469-1.php 

 

 第九屆 IPMA全國大學院校專案管理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46,r2469-1.php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參訪活動規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45,r2469-1.php 

 

 2014臺北文學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44,r2469-1.php 

 

 2014彰化國際魔術文化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43,r2469-1.php 

 

 2014全國大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40,r2469-1.php 

 

 微客國際志工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39,r2469-1.php 



 

 2014第八屆美人腿公主選拔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33,r2469-1.php 

 

 遊戲橘子關懷基金會──2014 大夢計劃離開地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30,r2469-1.php 

 

 2014 TAA 校園創意策略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29,r2469-1.php 

 

 第六屆靜宜大專盃全國英語歌曲創作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337,r2469-1.php 

 

《總務處》 

102學年度下學期學分費繳費通知 

說明： 

1.102學年度下學期學分費繳費單自 3月 11日至 21日止開放下載列印及繳費，請至校務資訊系統項下「繳費單相關作業」自

行下載。 

2.自102學年度起超商繳交學雜(分)費四萬元以下免手續費，請同學多加利用，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校總務處出納組學雜費專區。

(http://cashier.web.nthu.edu.tw/bin/home.php) 

3.急需繳費證明單者，請多採用臨櫃繳款，隔日即可於校務資訊系統列印繳費證明單；採用 ATM繳款者需 2個工作天後、信用

卡及超商繳款者需 3個工作天後可列印。 

4.有任何問題請洽出納組程小姐(分機 31364)。 

 

「學生宿舍補領使用執照－消防改善工程」施工管制封閉部份區域公告  

說明： 

1.管 制 時 間：3月 3日(一)至 3月 31日(一)。 

2.為辦理本校「學生宿舍補領使用執照－消防改善工程」，封閉部份學生宿舍區域道路，辦理消防管線埋設。作業期間造成不

便，敬請見諒。 

3.營繕組聯絡人：馬明紀(校內分機 62282)。 

4.參 考 網 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6271,r992-1.php。 

 

 

 

 

http://cashier.web.nthu.edu.tw/bin/home.php


「國立清華大學學人宿舍新建工程」地下室基礎開挖土方外運及運輸動線施工公告 

說明： 

1.施 工 時 間：2月 28日(五)3月 31日(一)。 

2.為辦理「國立清華大學學人宿舍新建工程」，開挖地下室，土方將由學人宿舍新建工地，經由校區至北大門由光復路進出，

屆時將派交通管制人員實施行車路線交管作業，並設管制點管制，行車速度限制 25km/hr以下，造成不便與困擾，敬請見諒。 

3.營繕組聯絡人：房正國(校內分機 62281)。 

4.參 考 網 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6261,r992-1.php。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臨國立清華大學側之人行道改善工程」施工公告 

說明： 

1.施工時間：2月 28日(五)3月 25日(二)。 

2.本工程屬新竹市政府主辦「新竹市光復路二段通學及生活圈人行道改善計畫」之相關工程，施工期間施工區域禁止停放任何

車輛，且管制人員通行，請配合協助移車及管制作業，以維工區安全，作業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3.連絡電話：校警隊 03-5714769。  

4.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6151,r992-1.php。 

 

《研發處》 
 國科會科教處徵求「科普資源整合運用推廣計畫」3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23 

 

 103年 1 至 3月底研發處補助出席國際會議之國外差旅費即日起開放申請，4 月 1 日以

後出國之國外差旅費申請，將視經費狀況再另行公告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22 

 

 教育部國際司 103年第一期「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自即日起至 4 月 30日

止受理申請(本處受理時間為即日起至 4 月 25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21 

 

 奈材中心將於 3 月 29、30 日舉辦假日課程，此次課程加入 TEM 試片備製，課程內容豐

富，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cnmm.web.nthu.edu.tw/files/14-1012-65852,r632-1.php 

 

 2014 International Cosmos Prize Request for Recommendation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628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6151,r992-1.php


 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邀請您免費參與一系列「產業分析課程」，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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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科中心 103年舉辦新竹場「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於 3 月 18日截止報名 

參考網址：http://nstdc.web.nthu.edu.tw/files/14-1004-65954,r30-1.php 

 

 誠摯地邀請您免費訂閱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電子報 

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3ff8ce2f-7604-499b-8e19-326a50afb238&q=8

9ac59d6-f94a-4109-acb1-7fccbaab84e1 

 

 即日起原「輸出、入感染性生物材料申請同意書」更改為「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申請單」，

敬請以新表單進行申請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802,c1142-1.php 

 

 【歐盟 Horizon 2020 計畫說明會】3 月 19 日下午在科技部、3 月 26日下午在成功大學

舉辦，歡迎有興趣之教師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27 

 

 103年 3 月份截止之研究計畫申請案一覽表，請各位老師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26 

 

 轉知中區及壢新醫院近期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訊息，詳情請參考研究倫理專案辦公室首頁

【校外教育訓練】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bin/home.php 

 

 內政部徵求「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 104 年度補助研究計畫之研究主題建議」乙案，請

於 3月 18日前踴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625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3 年度委託研究案「臺北市青年競爭力調查之研究」

於 3月 18日截止收件，請參與甄選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624 

 

《全球事務處》 
 NCP賽浦路斯 Cyprus 經濟學者尋求跨國研究合作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74&lang=big5 



 

 歡迎參加 2014 年第 1次「臺灣歐盟論壇」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75&lang=big5 

 

《圖書館》 
 Emerald 電子書有獎徵答抽 I-Pad mini，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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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全球案例發現系統」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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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哈佛商業評論影音知識庫」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3月 19日電子書嘉年華：集三點抽 3000 ! 限時活動，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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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期刊副主編有約(2014 年學習+系列活動第一波)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libtour.php?with=single&class=51 

 

 4月 21日、4月 24 日 人社院 A202 舉辦「2014機構典藏推廣說明會」，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multi&class=52,53 

 

《計通中心》  

 長期未使用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停用公告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40303_10 

 

 校內各系所或實驗室對於 MatLab系列課程有需求者，歡迎與計通中心學習科技組聯絡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66511,r240-1.php 

 

《人事室》 
 六福村特約學校假日著指定色上衣贈送飲料券(即日起至 6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6720.php 

 

 4月 1日起遠百禮券折扣率由面額 1050 調降為 1040，特此通知。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6607.php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libtour.php?with=single&class=51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multi&class=52,53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函，檢送該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及推薦表乙份如附件，敬請各單位踴

躍推薦適當人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6599,r2506-1.php 

 

 臺北 e大數位學習網辦理 103 年度雲端學習「有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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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8-66467.php 

 

《共教會》 
 史懷哲志工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65812,r48-1.php 

 

 3月 14日教職員工生免費體適能檢測活動，參加即送飲料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2014/20140309.pdf 

 

《理學院》 
 李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金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3704,r2507-1.php 

 

 103年李謀偉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4498,r2507-1.php 

 

 Eric K. Parks and Plato C. Lee 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61559,r2507-1.php 

 陶祖成女士紀念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3593,r2507-1.php 

 

 水木化學文教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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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 
 2014清華化工校園徵才博覽會&博士班招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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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學院》 
 古希臘經典研讀計畫之 戲劇表演入門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news/news.php?Sn=194 

 

 academic talk: 半調子印地安人的超真實日記：美國原住民文學賞析舉隅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news/news.php?Sn=197 

 

《生命科學院》 
 102下「桐若紀念獎學金」即日起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news/news7.php?Sn=156 

 

《科技管理學院》 
 財團法人李謀偉福聚教育基金會優秀學生獎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65966,r1865-1.php 

 

 校友獎助學金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65308,r1865-1.php 

 

《藝文活動》 

【見道 2014】－《阮曼華個展 Ways of Seeing》 

 阮曼華個展共有三個部份包括:移花接木系列畫作丶素描和作品草圖及小型裝置。 

 她與觀衆分享創作和圖畫背後的意念，透過記錄丶思考丶探索丶和舒發情感的素描和速寫簿，展示八十年代繪畫的[移花接木系

列]，是如何師法古人。曾採用蠟筆臨摹畢加索丶馬諦斯丶和莫奈等的油畫來詮釋筆觸和色塊的運用，甚至黃賓虹的焦墨山水都是

她心儀的對像。觀眾可觀察她如何把大師的畫風溶冶一爐成為自己的精粹，此外展示多年在畫面上的探索，包括鉛筆丶炭枝丶和

水彩等素描丶七十年代的多元作品草圖丶和近期的花卉描繪。 

  [見道] 說及她走上的創作和修心的路，即在五光十色中尋覓自我和在色相中看物質的有無，她的作品穩喻着渴求解脫並反映

在虛與實丶真與假丶甚或曖昧的影像和構圖中。在這樣的藝術世界裏看眾生和看自己。最近她開始看自己的心並觀花無常也畫花

無常因此了解心也是不斷的變易，她亦填色人體解剖圖書並藉此默觀身無常因此了解身體如花朵是任誰都無法掌管自己的生死。

(文字介紹由藝術家提供) 



 

 香港藝術家阮曼華自幼便喜好創作，「見道」展現出其三十年

來的藝術創作歷程，她的藝術探索豐富多元，展現無比的藝術

能量，創作時也逐漸體悟悠然自得的心靈意境。 

說明： 

1.展覽時間：3月 10日(一)至 4月 2日(三)， 

中午 12點至晚間 7點。 

2.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

=7&&my_pro=2&&time=1&&fdsn=579。 

 

藝術中心【Let’s Tango】探戈藝術節，阿根廷探戈工作坊 

  邀請【台北探戈工作坊＆Tanguisimo 探戈藝文沙龍】指導此次工作坊，推廣並介紹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為聯合國列為「人類文

化遺址」，結合音樂、舞蹈、及生活哲學之藝術文化兼休閒活動—「阿根廷探戈」。系列活動包含十堂阿根廷探戈工作坊課程，以

及專題講座暨工作坊成果展呈現。 

 

十堂的工作坊包含四大部份：探戈簡史、探戈音樂、探戈生活、探戈舞會，期

望經由十週的持續實際體驗與學習，將阿根廷探戈的精髓與探戈舞會文化介紹

給初次接觸阿根廷探戈的朋友。每次上課之教學內容皆包含探戈音樂與文化及

探戈舞蹈兩大項目，希望每堂課程不僅能帶給學生舞蹈上的訓練，也能讓學生

更瞭解探戈舞蹈的內涵。而比例上將較著重於舞蹈教學，讓學員於十週的工作

坊結束時能夠呈現一支完整的阿根廷探戈群舞。 

說明： 

1.時  間：3月 5日至 5月 28日，每週三，下午 2點至 5點。 

2.地  點：校友體育館 1F，瑜珈教室。 

3.講    師：劉心岳 Daniel Liu、金姵汝 Anna Chin／ 

     台北探戈工作坊＆Tanguisimo探戈藝文沙龍。 

4.對    象：限清大學生，上限 40人。 

5.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ZPg8l982SlmSor1DLuydzw33tglhc

kWo4WKIMN3Gz4/viewform。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me=1&&fdsn=579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me=1&&fdsn=579


《演講資訊》  

從《白米炸彈客》談社會議題與電影創作 

  

 《白米炸彈客》即將於 4月 4日上映，入選 2014柏林影展電影大觀。電影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描述來自彰化二林的農家子弟楊

儒門，放置「白米炸彈」，以喚醒犧牲農業的政府，引發各界震驚。卓立導演來自台灣中部俗稱農業縣的彰化，同時也是楊儒門的

同鄉。他說：「我不是社會運動份子，也從未參與過任何社會運動，拍電影是我僅知的方式來表達我對台灣社會的愛與恨，我始終

希望透過電影，能讓世界往更美好的方向前進，或許，每個沈淪的社會都需要一顆白米炸彈吧！」 

說明： 

1.主 講 人：卓立導演。 

2.與 談 人：游惠貞。 

3.時  間：3月 12日(三)，晚間 7點。 

4.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5.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HUNIGHTCATS/photos/a.267794763232351.74610.145967248748437/744556605556162/?type

=1&theater。 

 

「志工與導覽服務」演講，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志工參與能讓您擴展生活領域，接觸不同領域專業，並實現自我!圖書館為訓練 103年招募之圖書館導覽志工，特別邀請故宮博

物院王士聖主任蒞臨本館演講「志工與導覽服務」。演講內容將介紹導覽服務、導覽技巧及服務禮儀！歡迎對此主題有興趣者，踴

躍報名參加！ 

說明： 

1.講  者：故宮博物院王士聖主任。 

2.講  題：志工與導覽服務。 

3.時  間：3月 21日(五)，上午 10點至 12點。 

4.地  點：總圖書館 1樓清沙龍。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51。 

 

 

 

https://www.facebook.com/NTHUNIGHTCATS/photos/a.267794763232351.74610.145967248748437/744556605556162/?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NTHUNIGHTCATS/photos/a.267794763232351.74610.145967248748437/744556605556162/?type=1&theater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51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118)】 

 

 晚明各地名勝志之編纂蓬勃發展，杭州西湖地區尤為突出。本文主要聚焦

成書於崇禎間的山水總合名勝志《西湖合志》，追溯其成書過程。 

 和版本演進，分析其性質與內容，探討組成之志書的沿革，及主事和參與

者的用心所在，以呈現旅遊與出版的交集。 

說明： 

1.講者：馬孟晶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與歷史研究所。 

2.講題：地志與紀遊：《西湖合志》與晚明杭州刊刻的名勝志。 

3.時間：3月 10日(一) ，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4.地點：人社院 C310會議室。 

5.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35。 

 

四位一體：新世紀的社會學研究 

 

 清大社會所一向以「典範的實驗室」自許。在這個實驗室中，到底要實

驗什麼呢？提問？答案？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或是終極關懷？ 

 在新世紀中，社會學研究仍然以精彩的提問與深刻的答案作為目標，並

將另類可能內化為問題意識。如何提出精彩的提問與深刻的答案？如何轉

化問題意識？ 

 透過社會學中的經典範例，講者將指出整合技法、基本議題、認識論與

存在論的四位一體是達成這兩個目標的重要途徑。 

 為了讓這四位一體更為可親與可即，講者將以自己的勞動研究四部曲

（Boss’ Island、《純勞動》、《茶鄉社會誌》與《港都百工圖》）來說明它

如何可能、怎麼做、可以有什麼樣的收穫。 

說明： 

1.講  者：謝國雄老師／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教授。 

2.時  間：3月 12日(三)，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0分。 

3.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10會議室。 

4.參考網址：http://www.soc.nthu.edu.tw/app/news.php?Sn=911#。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35


海外漢學與數位人文研究 

 在世界數位人文研究蓬勃發展之際，台灣的數位人文卻仍然在起步階段。使得台灣訓練出來第一代的數位人文人才，在因緣際

會之下，於不同的西方漢學重鎮之間任職。到底什麼是數位人文？西方漢學界為什麼重視數位人文研究？兩位台灣的本土博士又

如何能夠在西方學術單位中生存，甚而獲得肯定？她們又從西方漢學界或西方的學術單位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其中，在心

理上、在生活上，又有什麼難忘的辛甜苦辣？歡迎大家來參加這一場精彩的演講與座談。 

 前一部分的演講，我們將請何浩洋博士，介紹萊登大學教授 Hilde de Weerdt（魏希德）如何運用數位人文技術來從事帝國史

的比較研究。第二部分的座談，我們將請聽眾就第一部分的演講或兩位學者的西方漢學經驗提問，請兩位講者回答的方式來進行。 

說明： 

1.講  者：陳詩沛博士／德國．馬克斯普郎克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何浩洋博士／荷蘭．萊登大學。 

2.時  間：3月 12(三)，下午 2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地  點：清大人社院 B413教室。 

4.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66152,r11-1.php。 

 

【電機系專題演講】李約瑟難題之正解 (下) :中西醫學之比較評論 

    上一次 (2/21/2014) 書報討論，對於李約瑟難題 (即:對於科學和文明，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

並領先了 18個世紀 (-2~16) 之久，但為什麼近代科學卻發生在伽利略 (1564-1642) 時期的歐洲？) 提出了我認為正確的解答。

這次的講演將把我上次所提出的理論，應用於中醫學。因此，傳統中醫的本質，將可彰顯並立足於現代表述之上。不但可以彰顯

西醫對疾病之診斷、治療，有其巨大缺陷，同時對當代的神經科學、心血管疾病提出不同於西醫的體會和挑戰。最後，我們在比

較醫學、哲學、及科學後，確信所提出的“分形連續體混沌波動論”可以承先啟後，再現國學風華。 

說明： 

1.講    者：張翔 榮譽退休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電機系。 

2.時    間：3月 14日(五)，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地    點：台達館 105教室。 

4.參考網址：http://www.ee.nthu.edu.tw/~ee591000/。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專題演講】塑膠射出成型的模流分析理論基礎與實務應用 

說明： 

1.講者：楊文禮總經理／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研院化工所研究員、科專計畫主持人、科盛科技總經理。 

2.時間：3月 13日(四)，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http://www.hum.leiden.edu/lias/organisation/chinese/deweerdthgdg.html
http://chinese-empires.eu/
http://chinese-empires.eu/
http://www.mpiwg-berlin.mpg.de/en/staff/members/schen
http://www.mpiwg-berlin.mpg.de/en/index.html
http://chinese-empires.eu/team/phase-ii/brent-ho/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66152,r11-1.php


102學年下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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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2日 

1400-1530 
Prof. Hiroshi Takikawa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ynthetic studies on highly oxidized 

aromatic polyketides 
汪炳鈞/33410 

1530-1700 實驗室衛教宣導 環安中心 

3月 18日 1400-1530 

Prof. Jun Okuda 

Professor and Chair of 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RWTH Aachen (Germany) 

Metal Carbene Complexes in Unusual 

Environments 
季昀/33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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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