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動機系賀陳弘教授榮獲國科會 102年傑出特約研究員 

  

賀 資工系陳星宇、林新宗、陳振群 3位同學榮獲「微軟新世代社群之星」開發特別獎  

  

賀 本校申濟源、林穎玟、黃致豪、劉元媛獲「Go Green in the City 綠能創意競賽」

冠軍 

 

《教務處》 
 【NTHU MOOCS】豪豬教授 學物理豪好玩 雲端課程熱情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32 

 

 【NTHU MOOCS】顏東勇教授 微積分導論敬邀您雲端見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31 

 

 103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新生報到須知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65955,r323-1.php 

 

 102下全校課表電子檔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4-1073-65804,r206-1.php 

 

 2014年國立清華大學兩岸暑期學術交流活動，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3-1154-65941.php?Lang=zh-tw 

 

 本校選送 103學年度上學期赴大陸與港澳地區之學期交換生案，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65473,r3812-1.php 

 

 2013秋季競寫得獎名單暨頒獎典禮公告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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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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徵件須知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5564&sub2=Staff#showTitle 

 

 「商用書信閱讀與寫作（中級）」，意者請上網報名，額滿為止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16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舉辦「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習營課程」 

參考網址：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5536&sub1=Academic&sub2=Staff#showTitl

e 

 

《學務處》 
 清大 2014校園徵才活動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65751,r1198-1.php 

 

 原住民族 Mataisah 原夢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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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車違規入校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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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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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下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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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天宮清寒助學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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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委會失業勞工子女 102 下就學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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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 20台 AED 放置位置說明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5789,r1204-1.php 

 

 清華大學務處衛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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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新竹捐血中心函請全體師生發揮愛心響應捐血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5762,r1204-1.php 

 

 3月 3日至 4月 22日學生宿舍補領使用執照──消防改善工程施工時程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5458,r2223-1.php 

 

 103學年研究生(新生)申請宿舍作業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6063,r1538-1.php 

 

 103學年研究生(舊生)住宿申請作業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6060,r1538-1.php 

 

 103學年度大學部(舊生)學生宿舍住宿申請作業期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5792,r1538-1.php 

 

 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military/newsinfo.php?id=82 

 

 102下主題輔導【愛出沒，注意！】系列活動總覽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945,r491-1.php 

 

 「103年度外交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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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61-65849,r3455-1.php 

 

 徵求 103 年清華營承辦社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775,r3455-1.php 

 

 第五屆聖約翰盃跆拳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053,r2469-1.php 

 

 新竹市 103年度市長盃漆彈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052,r2469-1.php 

 

 103年第 6屆港都盃全國撞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051,r2469-1.php 

 

 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好天天齊步走」校園齊步走公益健走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909,r2469-1.php 



 青春競技，作伙鬥陣玩系列 2014衝鋒陷陣，全國漆彈大作戰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907,r2469-1.php 

 

 台灣華文原創故事編劇駐市(試辦)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80,r2469-1.php 

 

 第十一屆林君鴻兒童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79,r2469-1.php 

 

 第 44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 43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計畫核定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78,r2469-1.php 

 

 推動大專校院鼓勵學生赴海外進行國際體驗學習試辦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77,r2469-1.php 

 

 東森盃 Big Data 校園「資料科學家」爭霸戰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76,r2469-1.php 

 

 2014 旭硝子集團日語簡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75,r2469-1.php 

 

 2014年第八屆住華盃全國大專院校日語演講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71,r2469-1.php 

 

 2014年第 7屆全國大學生日語配音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70,r2469-1.php 

 

 2014全國大專校院 ERP實務個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68,r2469-1.php 

 

 【詩情話意話生命－器官捐贈新詩創作比賽】及【生命教育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67,r2469-1.php 

 

 「103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延長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66,r2469-1.php 

 

 2014精神健康基金會，腦的美麗境界特展，導覽志工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06,r2469-1.php 



 第四屆噶瑪蘭‧島田莊司推理小說獎比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800,r2469-1.php 

 

 「短詩行現代詩」2014第二屆金車現代詩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799,r2469-1.php 

 

 2014全國大專校院「兒童創新生活用品與故事說演」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780,r2469-1.php 

 

 2014兒童創新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779,r2469-1.php 

 

 靜宜大學「小親善大成果－復刻青春，蝶憶人生」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59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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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1-65958,r12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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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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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校園巡迴公車提供智慧型手機即時通訊軟體「LINE」服務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5850,r127-1.php 

 

《研發處》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舉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動計畫」說明會

及申請，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19 

 

 國科會 103年度「自由型卓越學研試辦計畫」徵求構想書，請於 3月 6 日前提送一頁校

內構想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620 

 

 國科會公告 103 年「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意者請將申請案

提送至延攬單位相關會議，進行學術審查。校內送件截止日為 3月 2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15 

 

 國科會自然處 103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第二次徵至 3月 28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17 

 

 國科會 2015年「台越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會」即日起至 3月 19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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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623 

 

 國科會科教處擬於 3 月 5 日起舉辦 4 場「人類研究倫理審查業務說明會」，敬請相關計

畫主持人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66154,r333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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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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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 4月

30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621 

 

 敬邀參加資策會「文化創意商用設計聯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teldapbridge.org.tw/teldap/bridge/index.php 

 

 103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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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3年度委託研究案「營造臺北市新移民友善城市研究」

徵求研究計畫書，請參與甄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13 

 

 國科會國合處 103年第一期「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自即日起至 3月 31 日止

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14 

 

 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 3 月 20日於新竹舉辦 2014 年第一次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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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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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事務處》 
 本校已和中國天津大學簽署雙聯碩士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72&lang=big5 

 

 友邦及友好國家專業華語教師派遣案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71&lang=big5 

 

 「台灣－史丹福醫療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即日起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69&lang=big5 

 

 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70&lang=big5 



 韓國政府之國立國際教育研究院提供我國 4名研究所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67&lang=big5 

 

 土耳其政府 2014年提供本國學生獎學金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68&lang=big5 

 

 歐盟科研架構：展望 2020 (Horizon 2020) 計畫說明暨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66&lang=big5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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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圖書館利用第一步,教您如何查詢資料!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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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_direct_link.php?see=1250 

 

《計通中心》  

 歡迎使用「PC-cillin 2014 中文版」校園授權軟體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65828-1.php?Lang=zh-tw 

 

《人事室》 
 新竹市政府公教人員及周邊企業員工「幸福來敲門」單身聯誼活動訂於 3月 29日舉行，

歡迎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5993,r2506-1.php 

 

 臺中榮民總醫院同意代理簡任第 10 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主管人員列入該院全身健康檢

查優待方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6037,r875-1.php 

 

 「高雄市阿蓮戶政事務所」整併案，及即日起生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5814,r875-1.php 

 



 為傳達廉政理念，教育部政風處柯處長接受國立教育廣播電台節目專訪，專訪內容於 3

月 3日晚間 6時播出，敬請學校同仁踴躍收聽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6281,r875-1.php 

 

 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自 103年 4 月起，課程項目「性別主流化(專業訓練)」調整為

「性別主流化基礎課程(專業訓練)」及「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專業訓練)」等 2 類別，

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6107,r875-1.php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東海大學及佛光大學終身教育處開設之

「公務學程－政府公務人員行政管理知能碩士學分班」，歡迎有興趣的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5896,r875-1.php 

 

 淡江大學函，檢送 103年度「淡江大學『淡江菁英』金鷹獎選拔辦法」及推薦表，請各

單位踴躍推薦該校歷屆畢業校友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5947,r2506-1.php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函，檢送該校 102 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暨推薦表如

附件，請各單位踴躍推薦該校傑出校友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5994,r2506-1.php 

 

《共教會》 
 藝術中心 3月 8 日播映《天注定》，邀請賈樟柯導演蒞臨，晚上七點大禮堂，索票入場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HUNIGHTCATS/photos/a.267794763232351.74610.145967248748437/751722031506

286/?type=1&theater 

 

 

 

 

 

 

 

 

 

 



《藝文活動》 

第三屆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聯誼活動-Wonderful Four“U” 

本次活動除趣味競賽活動外，舉辦熱力洋溢的青春演唱會，邀請重量級卡司-A-Lin、林凡、陳勢安、回聲樂團、拾參樂團、熊

寶貝樂團等知名藝人團體，並由愛玩客-LULU主持，藉由互動與交流，增進四校學生之間的情誼。活動當天備午、晚餐、圓領短T

與清華-陽明大巴接送，名額80位，額滿為止，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囉！ 

 

 

說明： 

1.時  間：3月 15日(六)，中午 12點半至晚上 6點半。 

2.地  點：國立陽明大學活動中心、山頂操場及山下球場等。 

3.參加對象：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學生(清華、交通、中央、 

     陽明)，每校約 80人。 

4.報名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87-1161-1147.php。 

5.參考網址：http://ppt.cc/pUhe。 

 

【見道 2014】－《阮曼華個展 Ways of 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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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幕 茶 會：3月 10日(一)，早上 10點至 12點。 

4.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5.藝術家面對面：3月 7日(五)，10點至 12點 

6.地 點：教育館 309教室。 

7.參 考 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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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7&&my_pro=2&&time=1&&fdsn=579。 

 

http://ppt.cc/p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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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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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ZPg8l982SlmSor1DLuydzw33

tglhckWo4WKIMN3Gz4/viewform。 

 

財團法人菁英科管教育基金會產學喜相逢音樂會 

 

  菁英科管教育基金會特別舉辦一場「產學喜相逢．迎春音樂會」，事由

於菁英科管教育基金會全力支持科技管理學院「創意創新產學合作計

劃」，藉由音樂會募得款項支持清華學子創業創新活動。基金會將全額補

助本音樂會支出，邀您共襄盛舉，齊來迎春。網站中附有入場券，來賓

可自行列印使用。 

  如有意捐助「創意創新產學合作計劃」，請上 ctm.nthu.edu.tw 科管

院網站留下訊息，基金會將有專人與您聯繫。期待音樂會上相見！ 

說明： 

1.演出樂團：長榮交響樂團。 

2.時  間：3月 7日(五)，晚間 7點 30分。 

3.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4.參考網址：

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65791,r1904-1.php。 

 



《演講資訊》  

【台灣應用材料文藝季．神話世界與肉身故事】 

 

說明： 

1.講  者：蔣勳。 

2.時  間：3月 8日，下午 2點至 4點。 

3.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大禮堂。 

4.本週主題：紅樓夢與中國神話。 

5.參考網址：

http://www.arts.nthu.edu.tw/programs_s

how.php?fdsn=586&&my_pr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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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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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117)】 

 

 隨著國人晚婚、晚育的情形增加，不孕與人工生殖議題愈顯重要。我國「人

工生殖法」允許使用匿名捐贈之精子或卵，然而，子女是否有權利得知該捐贈

者的身分？知悉血緣父母對於子女有何重要性？講者將從比較法與實證研究

出發，探討「子女最佳利益」如何與父母的教養自主、配子捐贈者的隱私權互

相調和。 

說明： 

1.講  者：林昀嫺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2.講  題：孩子，你的父母是誰？─配子捐贈者身分之揭露或保密 

3.時  間：3月 5日(三)，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4.地  點：台積館 903室 

5.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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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34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35


清華通識講堂──「給人民留一個位子──從人民觀審制談起」 

 

說明： 

1.講  者：蘇永欽／司法院副院長。 

2.時  間：3月 6日(四)，晚間 7點。 

3.地  點：工程一館 107室。 

4.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102-2ge/。 

 

2014 清華大學首場師生座談會 

 

 希望藉由舉辦師生座談會，讓清大學子們認識新上任的各級師長，並促成校方與學

生之間直接的意見交換。 

  使新任師長得以了解學生們的疑惑及建議，並予以解答、回應，學生們亦能藉由座

談會上的交流了解校方在行政與經營等方面之難處。 

說明： 

1.活動對象：清華大學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 

2.活動日期：3月 4日(二)研究生場、3月 5日(三)大學部場。 

3.活動時間：晚間 7點至 9點。 

4.活動地點：工程一館 107教室。 

5.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054,r345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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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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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6054,r3455-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51


【學習系列講座：Part1】熱門 ≠ 熱情 讓公益旅遊家褚士瑩先生分享他的人生規劃 

 熱門 ≠ 熱情。人人都需要一份追逐夢想的熱情，熱情並不是追求熱門，更不是隨波逐流，即使不是大熱門，也可以爆冷門，

讓大家刮目相看。瞄準你的夢想，帶著你的熱情，築夢之旅出發囉！ 

說明： 

1.講  者：褚士瑩先生／公益旅行作家。 

2.時  間：3月 5日(三)，晚間 7點。 

3.地  點：旺宏館 R245教室。 

4.報名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4255。 

5.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849。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專題演講】設計思考與消費者體驗旅程 

 謝榮雅認為設計師的工作是在預測人類的夢想，以敏銳的觀察，透過設計的技術，讓夢想得以實現。謝榮雅投入設計產業領域

超過二十載，致力發展設計整體價值的深度與廣度，鏈結台灣傳統產業與世界級的技術與材料，進軍國際設計競賽場域，開創了

傳統產業品牌化的契機，將台灣設計提升至新的境界。2010年，更以創新商業思維籌組奇想創造，以精準的設計力及全方位的設

計思維，協助產業發展品牌、匯聚設計創意、整合技術與產業資源、拓展國際市場。生涯目前累計獲得一 O一座國際大獎，囊括

國際最具指標與權威的四大工業設計獎，包含德國紅點 Reddot、IF、美國 IDEA 、日本 G-mark，其中包含八座金獎，是全球獲得

最多國際設計大獎的華人設計師，改寫華人設計師在國際設計界的地位，目前致力於推動華人設計影響力進軍國際。 

說明： 

1.講者：謝榮雅執行長／奇想創造公司。 

2.時間：3月 6日(四)，下午 3點 30分至下午 5點。 

3.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4255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