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經驗分享 亞、歐研究型大學協會首次共聚一堂召開論壇

 12月 7日共有 16個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EARU)和 8個歐洲

研究型大學聯盟(LERU)兩大跨國研究型大學組織會員齊聚本

校，舉行兩個協會第一次校長論壇，分享各大學在高等教育的

創新與合作的經驗。會場內外代表們熱烈互動，希望透過第一

次正式的接觸，不僅能師法他校的優點，也能更了解彼此間的

發展重點，進而促成跨國、跨洲的合作。 

 本次論壇，發想於去年 11月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在韓國首

爾大學召開理事會，邀請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秘書長 Prof. 

Deketelaere 就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與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二

個聯盟未來合作的可能性發表專題演說。當下，獲得熱烈廻響，

是以，在本校多方的努力下，終於促成這次兩大跨國研究型大

學組織代表齊聚台灣。 

 陳力俊校長提到，雖然近年來，歐洲和亞洲的學者或是各大

學間的交流明顯增加，但是多是單一學校或是學者間在各自領

域中的合作。這場論壇是第一次匯集由來自兩大洲頂尖研究型

大學協會的代表，一同討論如何促成雙邊、多邊、單學科或是

多學科合作的可能性。 

 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包括德國慕尼克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

西班牙巴塞羅納大學、英國倫敦帝國學院、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瑞典隆德大學、巴黎第六大學等大學的校長或副校長都共同與

會。他們不僅介紹自身學校創新的高教政策外，也都著眼全球

化的浪潮下，各大學如何掌握契機，透過合作提升高教的研究

發展。 

 而東亞研究型大學除了清華大學外，還有日本東北大學、日

本筑波大學、台灣大學以及中國大陸南京大學的代表，也針對

新的教育政策或是全球化下高等教育的發展與挑戰提出探

討。 

 在國際合作研究產出方面，陳力俊校提出本校最近作的一項

統計，依數據顯示，自 2010年迄今年 10月 31日，清華國際

合作產出論文篇數，前十名分別為美國、中國大陸、日本、韓

國、德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法國與奧地利，篇數與百分

比分為 690(41.7%)、349(21.1%)、156(9.4%)、105(6.3%)、

75(4.5%)、71(4.3%)、67(4.1%)、62(3.8%)、57(3.4%)與

52(3.1%)，美國很明顯的居第一，中國大陸雖居第二，且達

21.1%，但僅約為美國的一半，日本、韓國也有相當實質合作，

前四名共達約 78%，「歐洲部份 15%，有很大加強空間。」陳校

長強調。 

 陳校長進一步說明，新竹清華與台灣幾所頂尖大學相似，絕

大多數教師都是留學美國完成博士教育的學者，很自然合作對

象以美國學者為主，在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合作方面，本校

充分利用 AEARU平台，而有具體成果，加總起來占 36%。但在

世界學術愈趨多元時代，與有深厚學術基礎的歐洲地區加強合

作有其必要。 

 LERU會員國際生占約 15-30%，而 AEARU會員國際生僅占約

5-10%，陳校長說，雙方都有很大成長空間，而推動雙聯學位

制度可能是一種有效提升交流質與量的方式。多位講員不約而

同表達希望兩協會能加強合作，包括定期舉行聯合會議，商討

如何合作面對人類遭遇的重大挑戰(Grand Challenges)，兩協

會秘書處密切連繫，同時探討未來成立全球相似學會聯合會的

可能性等，為歐亞頂尖大學制度化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陳

校長強調，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和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雙邊合

作若能順利啟動，未來的發展令人期待。 

 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是一個成立於 1996年的東亞地區跨國

研究組織，宗旨為增進東亞頂尖研究型大學交流，以促進區域

高等教育與先進研究發展以及文化、經濟、社會之進步。每年

舉辦多項專業領域研討會及學生交流活動等。AEARU是由東亞

地區(中國，台灣，韓國，香港，日本)的 17所研究型大學組

成的大學聯盟。組織成立的宗旨，則在於促進成員大學間的學

術合作與交流，提升發展高等教育和研究，並建立研究成果共

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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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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LERU)成立於 2002年，是由歐洲 21所

偏重研究的高水平大學組成的聯盟。根據聯盟創立的使命宣言

(Mission Statement)，聯盟的宗旨為：「致力於教育、知識創

新和全面性研究的推廣」。LERU認為，基礎研究在創新過程中

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大大有助於社會的進步。

  
亞、歐研究型大學協會首次共聚一堂召開論壇。 AEARU-LERU的代表一同合影紀念。 

 

 

台以生命科學重量級學者聚清華 激盪生醫新火花 

 本校生科院歷經一年多的籌備，台灣與以色列有史以來最大

規模的生命科學研討會，於 12月 9-11日在清華隆重舉行。由

以色列科學與人文研究院露絲．阿儂(Ruth Arnon)院長率領，

包括 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傑哈諾佛(Aaron Ciechanover)

教授及 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尤娜特 教授(Ada E. Yonath)

等 12位以色列學者來台交流，有歷史性意義，也為清華 2013

諾貝爾大師月系列活動揭開序幕。 

 本校陳力俊校長表示，去年清華舉辦的「諾貝爾雙響宴」，

邀請到傑哈諾佛及尤娜特二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到校發表演

說，獲得熱烈廻響，也充分了解到以色列在生科的研究實力；

而清華大學生科領域也是居國內領先群，若能建立雙方良好的

合作平臺，將能創造雙贏局面。相信藉由台以學者之學術交流，

探究未來科技之研究發展及高等教育相關課題，將能有效催化

台以合作及師生交流，並落實國際化人才培育之目標。 

 長期以來，以色列致力於高等教育的投資與高科技技術的研

發，在國際間具有舉足輕重之角色。陳校長提到，今年一月至

以色列參訪，發現以色列又是「創新之國」，清華代表團所參

訪的 Technion 與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 都在技轉

方面有傲人的成績；他個人的理解與體會是猶太民族有幾個讓

人崇敬的特色：好學勤問、有社會責任感、行動力、有歷史傳

承(legacy)感，將理念與價值觀傳承給後人，這些特點，對從

思考到行動面，都是極佳的起點，去學習猶太裔學者過人長處。

是此次「台灣與以色列生命科學研討會」在增進台以合作與學

術交流以外，另一重大意義。 

 露絲．阿儂院長是免疫學專家，同時也是多發性硬化症藥物

克帕松(Copaxone)研發者，近幾年來，她更是著重在如何將以

色列的生技基礎研究移轉到產業界。她表示，大學與學術機構

所從事的研究工作，不僅是要增加人們的科學知識，也要兼顧

科學應用的結果。她認為，透過技轉，得以使這些科學研究成

果轉換為有用的產品，若是高科技或是生技上的研究成果，能

透過工業上的發展，成功的商品化，這將會對社會及整個國家

經濟有所貢獻，也對研究成果的聲望有所提升。 

 生科院張兗君院長則指出，大會主題涵蓋所有現代生命科學

的開拓性領域，包括癌症疾病的研究，神經科學，生物工程，

蛋白質結構，疾病的分子機制和轉譯醫學等，不論是台灣或是

以色列的學者，都是一時之選，這麼多著名的生科領域學者齊

聚清華，相信是日後雙方合作很好的基石。 

 2012年，藉由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舉辦溫世仁卓越學術講座之

「諾貝爾雙響宴」中，清華大學邀請到 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

得主 Dr. Ada E. Yonath 及 200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Dr. 

Aaron Ciechanover 來台進行演講，獲得廣大的迴響。兩位諾

貝爾獎得主對台灣留下深刻印象，表示希望能再次造訪清華大



學，並與台灣學者有進一步的學術交流。所以在以色列駐台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何璽夢與清華大學馮達旋副校長的全力

推動下，以及國家科學委員會、清華大學、中山大學鼎力資助

下促成此活動。 

 此行共有 13位以色列傑出生命科學學者及 11位博士生與博

後研究員於 12月 9-13日間來台。除 9、10在清華舉行「第一

屆以色列—台灣生命科學雙邊研討會」系列活動外，12月 12

日及 13日，以色列學者將參訪中山大學及高雄醫學大學，並

發表專題演講。12日上午，以色列代表團也在本校馮達旋副校

長及以色列駐台代表處何璽夢大使的陪同下，前往總統府拜訪

馬英九總統。 

  
陳力俊校長表示，若能建立雙方良好的合作平臺，將能創造雙贏局面。   台灣與以色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生命科學研討會，於 12月 9-11 

  日在清華大學舉行 

 

 

賀 物理系果尚志教授、張敬民教授榮獲美國物理學會會士(APS Fellow) 

  

賀 工科系潘欽教授榮任 Annals of Nuclear Energy 編輯委員會委員、國科會工程處能

源學門召集人 

  

賀 工工系張國浩助理教授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102 年度優秀青年工業工程獎章 

  

賀 工工系簡禎富教授、張國浩助理教授與學生戎啟安、陳暎仁參加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獲最佳論文獎 

  

賀 工工系簡禎富教授與學生范文濠、鄭家年、吳吉政參加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年會暨學

術研討會獲最佳論文獎 

  

賀 工工系瞿志行教授與學生曾浚洋、王怡然參加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獲最佳論文獎 

  

賀 工工系黃雪玲教授與學生卓嘉慧參加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獲最佳論

文獎 

  



賀 工工系廖崇碩助理教授與學生王豎驊、呂尚鴻、高偉育、林紹傑、吳怡萱參加中國

工業工程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獲最佳論文獎 

  

賀 工工系桑慧敏教授與系友遲銘章(09D 系友)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102 年度工業工

程論文獎 

  

賀 台文所畢業生沈信宏同學榮獲台灣教授協會「2013台灣研究碩博士論文補助」、台灣

圖書館「102年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 

  

賀 台文所畢業生徐淑賢同學榮獲台灣圖書館「102年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 

  

賀 資工系江嘉福、張元銘、杜佳旆、陳泰良、郭展鵬同學榮獲「2013通訊大賽－智慧

終端實作組」優等獎(指導教授：李政崑教授) 

  

賀 資工系許則鈞、羅逸翔、李彥頵、龔芠瑤、張馨尹同學榮獲「2013通訊大賽－智慧

終端實作組」季軍(指導教授：李潤容老師) 

  

賀 經濟系碩士班一年級彭紫婷同學獲 2013 年蔡萬霖先生紀念獎學金 

 

《教務處》 
 103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碩士班聯合招生考試公告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64158,r1504-1.php 

 

 2014 Spring Semester Student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 Guidelines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64157,r1504-1.php 

 

 國立清華大學 102學年度寒轉生錄取生學號、報到須知暨轉學生／重考生通識課程抵免

學分申請原則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64234,r219-1.php 

 

 「提升職場寫作力」系列寫作競賽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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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衛生福利部「油品混充及違法添加銅葉綠素事件」與「棉籽油介紹」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4262,r127-1.php 

 

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64158,r1504-1.php
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64157,r1504-1.php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64234,r219-1.php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49


 長榮大學辦理「國際商業創新管理人才培訓認證暨教師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802 

 

 高雄大學辦理「體適能教學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807 

 

 淡江大學舉辦 2014「數位原生世代的全球教育：前瞻與省思」課程、教學與教師發展國

際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805 

 

 逢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舉辦「2014第四屆逢甲大學外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徵稿，

並訂於 103年 10月 18日舉辦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5053#showTitle 

 

《學務處》 
 12月份(體育室送認領)遺失物品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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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宿舍管理問卷(填寫時間：即日起至 2014年 1 月 31 日)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4192,r1538-1.php 

 

 103年度齋長當選名單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4236,r1538-1.php 

 

 103年申請[春節宿舍關閉期間住宿]公告(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2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4014,r1538-1.php 

 

 放棄 102 學年度下學期床位辦法(申請期限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3643,r1538-1.php 

 

 國立清華大學 103學年度大學部申請優先住宿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4239,r1538-1.php 

 

 2014台聯大國際志工團面試時間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220,r3455-1.php 

 

 102學年度下學期學生社團活動常用場地優先權已經協調完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198,r345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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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4239,r153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220,r345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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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學年指導老師費第二學期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171,r3455-1.php 

 

 102 學年度上學期幹部獎懲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127,r3455-1.php 

 

 102學年度上學期社團幹部證明上網登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126,r3455-1.php 

 

 102學年度社團評鑑相關事宜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124,r3455-1.php 

 

 「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計畫」開跑囉，敬請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246,r2469-1.php 

 

 103 年度帶動中小學計畫開始申請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204,r3455-1.php 

 

 「都市原住民青年論壇」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235,r2469-1.php 

 

 第九屆英語辯論培訓坊暨第三屆文藻盃英語辯論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228,r2469-1.php 

 

 103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227,r2469-1.php 

 

 SAP TERP－校園培育專案－寒假學生專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153,r2469-1.php 

 

 全國財經時事分析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151,r2469-1.php 

 

 伊莉莎白王后音樂大賽－2014 年聲樂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109,r2469-1.php 

 

 第十二屆福興盃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4097,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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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北護盃羽球邀請賽競賽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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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102年每月份服務性及餐廳廠商營業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51783,r1069-1.php 

 

工科館周邊部分道路及停車場封閉公告 

說明： 

1.施工日期：12月11日至104年4月8日。 

2.本次封閉段所影響之範圍為「工科館師生人員行進動線」及「工科館NE69教室之行徑入口及其前面之停車場」等，為維護

師生人員行經安全，於「綠色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工區範圍設有施工安全圍籬及警示燈等，惠請周邊館舍師

生人員行經該封閉區域時，請特別注意，以免發生危險。 

3.聯 絡 人：營繕組張小姐(電話：03-5731336)。 

4.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4170,r992-1.php。 

 

《研發處》 
 重要通知：修正本校「國立清華大學補助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員作業要點」，擬自 103

年度施行，請查照轉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75 

 

 103年暑假「奈米材料分析基礎課程訓練班」、「奈米與微製程實驗訓練班」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cnmm.web.nthu.edu.tw/files/14-1012-46027,r632-1.php 

 

 國科會人文處徵求 103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及「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74 

 

 國科會修正「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自即日起實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77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3 年度「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

起至 103 年 2月 21 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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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國立清華大學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學術性會議處理表(B)表」，自即日起啟用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78 

 

 敬邀參加－龍華科大「企業資源規劃暨雲端應用產學合作年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erpcc.lhu.edu.tw/index_old_4.html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葡萄牙阿維羅大學等四所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34&lang=big5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Masdar 理工學院 2014 秋季碩士班全額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35&lang=big5 

 

《圖書館》 
 科資中心引進 Reaxys 等 5種免費資料庫，歡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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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世界銀行電子圖書館」，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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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7日楊儒賓與方聖平教授收藏書畫文物捐贈典禮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92 

 

 Taylor & Francis《搶救期刊》贏大獎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02 

 

 榮耀 2013諾貝爾獎：桂冠禮讚 4大學科領域 Elsevier 全文免費開放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7 

 

《計通中心》 
 歡迎使用清大首頁 Google 地圖校園導覽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64139-1.php?Lang=zh-tw 

 

 下學期不使用學生宿網請於即日起開始登錄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31212_0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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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學校教師器官捐贈術後之休養及追蹤檢查期間是否屬器官捐贈假範疇疑義一案，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4159,r875-1.php 

 

 檢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3 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期」，請查照並惠予配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4222,r875-1.php 

 

 契僱化人力約用期間屆滿後之繼續約用，是否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之 1有關限

制任用人員之疑義一案，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4101,r875-1.php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函，「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資料加值服務 101年度資料，

自即日起公告發行，供學術研究之用，歡迎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4098,r875-1.php 

 

 教育部函有關檢送考試院 102年 11月 25日考臺組叁一字第 10200098291號令修正發布

晉升官等訓練辦法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4270%2cr875-1.php 

 

《電資院》  

 2014 TSIA 博士研究生、博士後研究員半導體獎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64149,r3119-1.php 

 

《共教會》 
 [課輔志工召募]小清華屏北高中原住民教育專班數學科線上課輔志工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64243,r48-1.php 

 

 「世界糧食日」科普主題寫作競賽人氣獎票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QjFSf4j4uJ5kL4E1_gWaFHirtbKCPlJowpA5wZJ9d4/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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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Synergy】大衛‧格斯坦個展 

 大衛‧葛斯坦總是將抽象概念轉化成為具體的存在，拉近生活與藝術的距離；除了視覺上令人驚艷的特質，也呼應場所中人群

的特性。悦人的色彩與圖騰，彰顯出個人的純真與普羅文化的力量，尤其將社會中各色人物運動的型態視為美的整體；都會百態

是他最喜愛的主題之一，他以行進不息的人物表現出多元文化的社會情狀。其作品結合了繪畫與雕塑，其金屬雕刻以多層次的製

作，將内外部空間與周圍環境緊密结合，體現音樂與韻律性，帶來清新樂觀的感受。 

 

說明： 

1.藝 術 家：大衛‧格斯坦。 

2.時 間：12月16日(一)至2014年1月9日(四)。 

3.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sn=571&&my_pro=2。 

 

旗鼓相當 天鼓@旗隊 聯合期末成果發表 

 

 為發展兩社表演之多樣性，由於旗隊的曲風大多是西洋的流行、爵士以及芭蕾等，而天鼓社

偏向東方的曲風，於是在上半學期兩社初次聯合舉辦成發，嘗試發展東西方風格融合的表演。 

說明： 

1.時  間：12月23日，晚間6點30分。 

2.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溜冰場。 

3.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56998490998425/?source=1。 

樂在清華班表 

 

說明： 

1.時  間：12月份每週二、三、四，中午12點至1點。 

2.地  點：教育館一樓Lobby。 

3.參考網址：

http://cfge.nthu.edu.tw/files/13-1084-63491.php。 

 

http://cfge.nthu.edu.tw/files/13-1084-63491.php


【凝視與自視－女性藝術家的自畫像與他者的女性圖像】主題展開幕茶會   

 舊石器時代的藝術家在洞穴壁畫中留下了手印，其中3/4是女性手印；到了新石器時代，已轉變為父系社會，希臘羅馬時代的神

話世界與自然人，以及帝王將相藉藝術家以繪畫雕像等留下紀念。中古時期藝術又為宗教服務，直至中古末期，女性肖像才逐漸

由側面轉為正面；然而女性的身體在西方藝術的傳統中，一直是藝術家廣為描繪與社會大眾凝視的題材，女性藝術家又如何自視

呢？凝視與自視─正是本次展出的主題。 

 

說明： 

1.策 展 人：李宗慬教授。 

2.時  間：11月18日至2014年1月18日。 

3.地  點：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 

4.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3-1099-63162.php?Lang=

zh-tw。 

 

華語電影專題－香港單元 

 香港在九七政權變動前後人心惶惶，並促使導演或北上合資拍片、或留守香港，在兩地移動中同時對照香港本土文化。透過在

香港出生／移民／居住的人們，生活、愛情，曖昧的性格與文化認同，閱讀香港(導演)電影獨特的「雙城」故事。 

 

說明： 

1.時  間：12月14日至103年1月25日，每週二、六，晚間7點。 

2.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3.本週播映：12月24日(二)，晚間7點，天水圍的日與夜、 

     12月28日(六)，晚間7點，胭脂扣。 

4.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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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sn=560。 

 

《演講資訊》 

【化學系專題演講】 

國立清華大學專題演講－地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日期 時間 講者 講題 主持人 

12月25日 1530-1700 李祐慈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Quantum Conductance 

of Molecular and Nano-Electronics 

游靜惠/62080 

1月8日 1530-1700 王翔郁教授 

成功大學化工系 

TBA 黃哲勳/31291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112)】 

 

說明： 

1.講  者：林世昌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2.講  題：Can a Doctoral Degree Be Completed Faster Overseas 

Than Domestically?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Doctorates。 

3.時  間：12月25日(三)，中午12點至下午2點。 

4.地  點：台積館903會議室。 

5.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30。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113)】 

 

 城市形成、國家起源及王朝肇始是中國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中長期探討並爭

論不已的核心課題。近年來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提供了有關公元前2500─1500

年黃河流域聚落形態及物質文化的新資料。這些資料有助於我們檢驗有關國家

起源和城市化進程的人類學理論模式，理解中國早期王朝興衰過程。 

說明： 

1.講  者：劉莉教授／史丹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何東講座教授。 

2.講  題：中國早期的城市、邦國與朝代：新發現與舊問題。 

3.時  間：12月27日，(五)上午10點至下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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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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