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德聖導演清華分享人生哲學 「堅持‧走出自己的格局」 

  10月 30日下午於人社院小劇場由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台灣

文學所與學務處共同協辦一場兼具學術及職場性質的演講座

談會，特別邀請到魏德聖導演擔任貴賓。對於工作與興趣之間

的平衡，魏德聖導演表示：「如果你喜歡你的工作，再苦你都

會撐過去；若因為遇到困難就放棄，那麼代表你不是真的那麼

喜歡這份工作。」 

  魏導演表示，他在求學經驗的過程中，很早就清楚自己不喜

歡什麼，雖然還迷惘著未來的出路，但他認為，學生生涯也是

一種生命的經歷，所以他雖然知道電機系不是他未來的志向，

可是卻很認真地享受那段時光。 

  談到電影工作的甘苦，他回憶，自己隻身上台北尋找一份有

關電影的工作卻處處遭拒，甚至一度報名演員訓練班只是為了

想靠近這個電影行業更近一點。他說，在拍攝〈海角七號〉的

過程中，資金的短缺使他掙扎著是否要放棄拍攝，他想起楊德 

昌導演所教他的：把事情「做完」與「做好」是兩回事，因此

他堅持了自己的夢想，把利益先放在一旁，完成想「做好」的

事情。 

  魏導與在場的清華學子們分享，電影中有許多橋段的設計是

來自於他人生的經歷。他說，那些痛苦的，快樂的都是在累積

能量，等到有天爆發了，那些經驗會完整你的生命。我們要追

求的是超越自己，而不是一直在想著把別人拉下來，做到認為

自己做不到的事，才值得我們自己驕傲。 

  在座談會中有幾位來自大陸的同學對導演的電影提出了看

法與問題，在跨文化背景之下魏德聖導演也提出了他對大陸電

影市場與台灣市場的看法，並說明了台灣電影雖然普遍在感官

特效的製作上沒有好萊塢大場面的精彩，但是台灣電影所訴求

的是內心深層的感動，讓人無限延伸回味的人情。

  
魏導演的演講吸引很多學生的參與。 魏導演於人社院小劇場中分享自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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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柔力球隊獲「2013風城盃國際柔力球比賽」冠軍 

「2013風城盃國際柔力球比賽」今年 10月 19-20日，於本校

體育館舉辦，包括來自台灣、香港、澳門、烏克蘭等多支球隊

參加，熱鬧非凡。清華教職員工社團清華柔力球隊的表現優異，

榮獲冠軍。陳力俊校長及葉銘泉副校長都出席致詞。本校學生

社團熱舞社特別準備了街舞與精心編導之舞蹈，為開幕典禮平

添不少異彩。 

柔力球於數年前引入台灣，4年前在偶然的機緣下，由幾位清

華熱心的同仁開始推廣。本校柔力球社於 2010年 8月 3日正

式成立，每天早上都在體育館練習。這幾年來，柔力球社因有

名師指導，參與的同仁也都很認真、用心地學習，是以，實力

快速成長。為增加實戰經驗，球隊也陸續參與外界的比賽、邀

請賽與觀摩活動，都有輝煌的成績，表現優異。柔力球社歡迎

有興趣的同仁、眷屬與退休人員來參與柔力球的運動，活絡筋

骨，強壯體魄。 

柔力球原名太極柔力球，係 1991年大陸山西晉城白榕教援依

據太極原理發明，在中國各地得到廣大之回響。柔力球運動適

合各年齡層人群之健身，一般之球類運動較為激烈，相對地柔

力球則較為輕柔，特別適合中、老人活動，以收強身健體之效。 

如今，柔力球在大陸已蔚為非常風行的一種全民運動，公園內

或運動場所時常有人群聚或練習或表演。單以北京市為例，參

加柔力球運動會鍛鍊者有數萬人之眾，近百個柔力球隊遍佈北

京城，已成為多數民眾喜愛之運動項目。 

  
清華柔力球隊與大會裁判長合影。  清華柔力球隊與烏克蘭代表隊合影。 

 

 

賀 電機工程學系吳誠文教授、化學工程學系馬振基教授榮獲第 17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賀 物理學系 1977 級李東海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系教授)、化學系 1978

級陳正總經理(健亞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及應數所統計組 1988級彭誠湧

(曾任旺宏專案資深處長)榮獲第十三屆理學院傑出校友 

  

賀 工工系陳光辰副教授與工工系學生陳怡如榮獲第18屆中小企業研究碩博士論文獎碩

士組優勝獎 

  

賀 工工系黃思皓助理研究員與工工系學生鄭智鴻、曾景暐、魏妤安、周鴻宇、潘映辰

榮獲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之「2013智慧家庭創意應用提案」競賽「智慧家庭設計與

實作組智慧生活獎」 

  



賀 生技所畢業生林暉皓博士獲第23屆王民寧獎之「國內醫藥研究所博士班優秀論文獎」

(指導教授：江安世教授) 

 

賀 資工系黎鈺琦、黃文斌、廖子齊、黃偉哲榮獲「2013國際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CAD)

軟體製作競賽－國內賽」定題組特優(指導教授：王廷基教授) 

  

賀 資工系黃啟維同學榮獲「2013國際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CAD)軟體製作競賽－國內

賽」定題組佳作(指導教授：王俊堯教授) 

 

《教務處》 
 103學年度博士班甄試第四次放榜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63598,r1504-1.php 

 

 「閱讀張愛玲」系列座談的逐字稿上網，歡迎一起「看張」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40 

 

 溫馨 12 月－教師研習交流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770 

 

 線上課輔課程調整：12月 3 日 6點 30分微積分、12月 4 日 6 點 30分英語會話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752 

 

 【教師研習工作坊】12月 10 日下午 2點「整合式課程 capstone course」／台灣大學

教學發展中心邱于真副組長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759 

 

 輔仁大學「第七屆全人教育學術研討會－通識教育與就業能力的培育」徵稿須知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917#showTitle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舉辦 ACA Flash CS6 及 ACA Photoshop CS6 國際證照輔導課程 

參考網址：http://www.tlrcct.yuntech.edu.tw/ 

 

 102上停修(原二退)受理截止日為 12月 2日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4-1073-62907,r20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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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全校運動會「攝影比賽」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2013sports/ 

 

 辦理 102 下學雜費減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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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營繕組高壓變電站修繕工程，校友體育館(含各教室)開放時間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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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柔力球社招募社員 

 柔力球源起大陸，數年前由北京市體育大學推廣，現已成為非常風行的一種運動，公園內時常有人群聚或練習或表演。 

 本校柔力球隊成立已有三年多的歷史，此次招募新血，希望可藉著柔力球練好身體，歡迎各位同仁及眷屬與退休人員參與。歡

迎大家一起來運動為健康加油。 

說明： 

1.時 間：周一至周五，早上7點30分至8點30分。 

2.地 點：周一：材料系館二樓中庭、週二至周五：體育館中間球場。 

3.聯絡人：蔡淑月(電話03-5715131-35414)。 

 

 荷蘭海洋正義研究所 2014 暑期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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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役政署宣導「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之出境應經核准」規定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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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味－國家創新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370,c5778-1.php 

 

 大專學生探索教育訓練員第 10、11 期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372,c5778-1.php 

 

 第 31屆大專青年瑜伽靜坐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373,c5778-1.php 

 

 教育部青年署【青年度假打工／海外志工成果分享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377,c577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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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臺北富邦馬拉松」－『Cool Me Five』啦啦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398,c5778-1.php 

 

 「102年度桃園縣政府文化局獎助影視產業」補助案徵件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399,c5778-1.php 

 

 臺北市立交響樂團「第九屆明日之星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408,c5778-1.php 

 

 102年度體適能教學研習會第三梯次參加辦法－EOXiR初級飛輪教練培訓認證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410,c5778-1.php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2年度 C 級壘球教練講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411,c5778-1.php 

 

 國合會 102年「海外服務工作團」志工營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480,c5778-1.php 

 

 第七屆中鋼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493,c5778-1.php 

 

 102年中正盃冬季鈍劍分齡擊劍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496,c5778-1.php 

 

 2014彰化創意旅遊行程設計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516,c5778-1.php 

 

 「2014高雄內門宋江陣」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581,c5778-1.php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2年度 C 級壘球教練講習會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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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役政署宣導「役齡男子尚未履行兵役義務者之出境應經核准」規定乙則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military/newsinfo.php?i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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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102學年度上學期校園公車(含增加班次)暨巡迴公車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3498,r1065-1.php 

 

《研發處》 
 【奈材中心研討會訊息】2014 CENIDE-CNMM-TIMS Joint Symposium on 

Interdisciplinary Nano-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參考網址：http://cnmm.web.nthu.edu.tw/files/13-1012-50322.php 

 

 【奈材中 call for posters】2014 CENIDE-CNMM-TIMS Joint Symposium on 

Interdisciplinary Nano-Science and Technology 徵求論文 

參考網址：http://cnmm.web.nthu.edu.tw/files/87-1012-1061.php 

 

 國科會自然處徵求 103年度「衛星科學研究計畫」12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63 

 

 國科會函告即日起於「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聲明書」中增訂「本研究是否預期有嚴重損

及公共利益之發現」，凡申請該會各類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者均應勾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64 

 

 Joint NCKU/NTHU/NVIDIA Southern Taiwan Workshop on GPU Computing 

參考網址：http://ccrc.web.nthu.edu.tw/files/14-1016-63481,r113-1.php 

 

 Mentoring System 與出國差旅會議申請辦法修正，即日起開放本校講師級以上教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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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校與人文領域相關之活動或獎學金資訊，將隨時公佈於本中心公佈欄(人社院人文社

會研究中心 A區 401 室)，歡迎各界人士查閱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133 

 

 國科會人社中心「學術研習營」將於即日起受理報名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378 

 

 國科會徵求 103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12 月 30日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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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邀參加國立清華大學低碳中心 12 月 6 日假清大工一館 106 演講廳舉辦之「2013 國際

低碳能源科技與產業政策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lcerc.nthu.edu.tw/news/news.php?Sn=11 

 

 敬邀您參與「2013國立清華大學專利說明會－光電暨通訊應用」 

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aspx?g=e7123592-d1b3-4545-b38f-56e67360d9c6&c=menu041 

 

 「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服務收費標準」自即日起實施。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63676,r3334-1.php 

 

 「台灣的亞洲政策與未來發展」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63663,r3790-1.php 

 

 敬邀參加生物技術研發成果產業化技術推廣計畫，「提案說明會」暨「小型商談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a177c1a7-d3e8-45a9-80b3-ea62ecce2ef0&q

=a57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 

 

《全球事務處》 
 本校已和法國特魯瓦科技大學簽署雙聯博士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8&lang=big5 

 

 2014春季班外國學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9&lang=big5 

 

 2014年度日本交流協會經費資助辦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3&lang=big5 

 

 2013勇闖天涯經驗分享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1&lang=big5 

 

 2014春季國際教育展，學生翻譯企劃大使招募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2&lang=big5 

 

 103年赴巴拿馬研習西班牙語文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7&lang=big5 

http://lcerc.nthu.edu.tw/news/news.php?Sn=11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9&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3&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1&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2&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7&lang=big5


 

 11月 20 日新加坡國立大學交換學生座談會資料，歡迎下載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0&lang=big5 

 

 中華民國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選送博士生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一年研修，自即日起至

103年 1 月 3日受理推薦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63600,r2733-1.php 

 

 教育部 103年與世界百大 6所學校合作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5&lang=big5 

 

 國科會公開徵求 2014年「臺英(NSC-BA)人文社會科學合作交流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6&lang=big5 

 

《圖書館》 
 Library Workshops MyCT (MyCT-Communicativ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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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w出您的 NTHU iBooking，好禮送給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76 

 

 新增試用資料庫「Science of Synthesis 化學資料庫」，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77 

 

 圖書館週開始囉！歡迎一同來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2 

 

 圖書館週【愛上圖書館的 100 個理由】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1 

 

《人事室》 
 教育部函有關稀少性科技人員(資訊科技人員)得否辦理原職缺升等疑義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3578,r875-1.php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0&lang=big5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63600,r2733-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3578,r875-1.php


《主計處》 
 有關會計請購系統，自 12 月 2日起整併會計網路請購系統之「購案類別」選項，請依

內容說明辦理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63623%2cr11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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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63574,r3361-1.php 

 

 The IAM3D Challenge 201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822 

 

《生命科學院》  

 12月 9日至 12 月 11 日「以色列－台灣生命科學雙邊研討會」歡迎上網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itlsc2013/ 

 

《藝文活動》 

華語電影專題影展 

 中國電影在八十年代，已經歷文革的傷痕，隨著改革開放重新展開人性回歸與藝術追求，接續第五代導演反思性精神，第六代

中國導演出身自電影學院，更為大膽創新，題材著眼於弱勢族群在社會轉型中所面對的現實生存環境，藉由影展一窺中國第六代

導演鏡頭下小人物叩問生命意義的渴求及其迷茫蒼白的心靈。 

  

說明： 

1.時  間：11月9日至12月10日，每周二、六，晚間7點。 

2.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免費入場。 

3.本週播映：12月3日(二)，晚間7點，過年回家、 

     12月7日(六)，晚間7點，月蝕。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5&

&time=1&&fdsn=559。 

 

 

 

 

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63574,r3361-1.php
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822


2013年女性影展@清華巡迴《粉紅鬥士：桑帕特帕爾》 

 

 2006年，在印度這個女權受到相當迫害的國家，桑帕特．帕爾創立了粉紅紗麗幫，帶領一群女人以她們的方式伸張正義；不僅

對抗腐敗的司法制度，更要喚醒每一顆對正義冷漠的心。本片跟隨著桑帕特抽絲剝繭，協助偵查一位少婦被夫家燒死的案子，她

到處奔波、舉辦聚會、招募會員、動員遊行，以一種腳踏實地的草根社會運動，凶狠熾烈地衝撞父權體制，在揭露複雜真相的同

時鼓舞人心。夢想以社會運動破除體制的熱血青年必看！ 

說明： 

1.講  師：謝小芩老師、方天賜老師。 

2.時  間：12月4日(三)，下午3點30分至6點20分。 

3.地  點：教育館314教室。 

4.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3081,r805-1.php。 

 

《卵實力》 

 

 演員出身的張本渝這次拿起攝影機，記錄了進行「冷凍卵子」的過程，片中訪問家庭成員及同事好友，從不同角度切入，探討

「冷凍卵子」如何成為另一種生養後代的選擇。有人贊同，有人反對；贊同的原因是什麼？反對的理由又是哪些？冷凍了卵子，

還會遭遇到哪些法律規範等問題？紀錄的同時，也讓我們看見現代女性如何面臨生涯規畫與家庭實現的種種抉擇，並帶出女性對

自我成長的追求，以及勇敢而具前瞻性地為自己保留追求夢想的機會。 

說明： 

1.講  師：林昀嫺老師。 

2.時  間：12月9日(一)，下午1點20分至3點10分。 

3.地  點：圖書館三樓紅氣球團體室。 

4.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3088,r805-1.php。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3081,r805-1.php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3088,r805-1.php
http://gencom.web.nthu.edu.tw/ezfiles/99/1099/pictures/80/part_63081_7225396_38628.jpg
http://gencom.web.nthu.edu.tw/ezfiles/99/1099/pictures/505/part_63088_6904463_407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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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見天堂】心窩電影院－樂遊世界電影展 

 

  米可從小就熱愛電影，因一場意外使他永遠必須與黑暗為伍，只能到政府規定的「盲

人特殊學校」就讀，而這一切的挫折直到他發現，他可以透過一台老舊的錄音機將生

活週遭的聲音收集，並編織成一段段美麗的聲音故事，一個全新的世界向他展開，然

而這份希望卻被主張盲人不該擁有夢想的校長硬生生打斷。即使不被認同，米可仍朝

著夢想邁進，他的熱情逐漸感染週遭的同學，引導著他們重新定義視障者的夢想與能

力… 

說明： 

1.放 映 師： 陳正哲／實習諮商心理師。 

2.放映時間：12月3日(二)，晚上6點30分。 

3.放映地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三樓紅氣球團體室。 

4.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9920,r491-1.php 

 

 

 

 

 

 

 



《演講資訊》 

經典的美麗與哀愁－林奕華與劇場創作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63400,r3644-1.php  

 

Climate Change, Energy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說明： 

1.發 表 人：Bryan Mercurio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法學院副院長。 

2.講  題：The Need to Modernize the WTO Agreements in Light of Climate Change and 

21st Century Realities。 

3.主 持 人：彭心儀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4.時  間：12月5日（四），下午1點30分至3點30分。 

5.地  點：台積館R905教室。 

6.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3-1176-63069-1.php?Lang=zh-tw。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63400,r3644-1.php
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3-1176-63069-1.php?Lang=zh-tw


FlyingV創辦人林弘全分享 

 

說明： 

1.講  者：林弘全先生／FlyingV創辦人。 

2.講  題：創業與群眾募資。 

3.主 持 人：王俊程教授。 

4.時  間：12月7日(六)，下午4點30分至6點30分。 

5.地  點：台積館905教室。 

6.參考網址：

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63514,r1904-1.php。 

 

【法學實證研究入門工作坊】 

 

 現今我國的法律制度，大多繼受外國法律；惟外國法律之移植是否與我國本

土環境相容，仍有待實證研究之檢驗。法學實證研究在我國起步甚晚，相較於

美國在研究水準、資料庫的建構等方面，我國尚有相當的成長空間。 

 本次工作坊邀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的邵靖惠助理教授，從法學實證研究的理

論基礎出發，以民事程序法之議題為例，分享其從事實證研究的經驗。希望藉

由本次工作坊之師生交流，引領清大的研究生投身此研究領域，促進法學實證

研究在我國的未來發展。 

說明： 

1.講  者：邵靖惠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2.主持人：蔡昌憲教授／清華大學 科技法律研究所。 

3.時  間：12月10日(二)，下午1點10分至3點10分。 

4.地  點：台積館903會議室。 

5.參考網址：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pageNum_ReNewsList

=6&op=showContent&id=14946&usertype=a&daterange=NextWeek&gn

=&sub1=&sub2=&orderStr=。 

 

 

 

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63514,r1904-1.php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pageNum_ReNewsList=6&op=showContent&id=14946&usertype=a&daterange=NextWeek&gn=&sub1=&sub2=&orderStr=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pageNum_ReNewsList=6&op=showContent&id=14946&usertype=a&daterange=NextWeek&gn=&sub1=&sub2=&orderStr=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pageNum_ReNewsList=6&op=showContent&id=14946&usertype=a&daterange=NextWeek&gn=&sub1=&sub2=&orderStr=


【人社中心─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系列工作坊(10)】我為什麼要研究越南？ 

 

說明： 

1.講 者：陳益源教授／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2.主 持 人：李毓中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3.時 間：12月2日(一)下午２點至４點。 

4.地 點：人社院A202。 

5.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23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邀請您免費參與「錢不是問題，企業融資風險管理」課程 

  新創事業或中小企業特別感到資金取得困難嗎？企業營運所需的資金，除了常見的銀行貸款，還可以經由哪些方法取得？董監

事的連帶保證責任，離職後可以解除嗎？民間借貸，只是利率比較高而已嗎？應收帳款轉讓、融資性租賃、創投入股……等融資

方式，各自可能發生哪些法律糾紛？企業可以怎樣預先安排規避、控制因融資衍生的種種風險？「結婚」會懲罰欠債的企業老闆

夫妻一起陪葬嗎？本課程將利用最新案例分析和圖表演示，深入淺出地介紹多樣化的資金來源，並且分享相關立即可上手的的法

律風險管理實務。 

 

說明： 

1.講  者：許朱賢律師／建澄法律事務所。 

2.課程名稱：錢不是問題，企業融資風險管理。 

3.時  間：12月2日(一)，下午2點至5點。 

4.地  點：清大創新育成中心115演講廳。 

5.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

aspx?c=menu041&g=efcf4507-4d50-46f7-a6d4-

d7e2d4b5e6df&q=a57ecb32-e0d3-4093-9a34-a7

32d3ccc923。 

 

 



【清華 TeaTime】從 4G釋照案談台灣的通訊傳播政策與實務問題 

 

說明： 

1.講  者：翁曉玲副教授／通識中心。 

2.時  間：12月20日(五)，下午3點30分至5點。 

3.地  點：風三國際學生會議廳。 

4.活動網址： 

http://ctld.nthu.edu .tw/news/index.php?mode=data&id=742。 

 

人社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 

 

也許你經常使用中國古海圖，也許你只用過西方古海圖，也許你正想利用中

國古海圖，但是你都會發出這樣的疑問：為什麼中國古海圖是一字型展開、

海在上陸在下？它是如何繪製出來的？它與西方海圖有什麼區別？它為什

麼沒有麥卡托投影和風玫瑰線？針路(更路)是什麼意思？能用來航海嗎？

中國古海圖最遠畫到哪裡？怎樣才能讀懂它？現存有哪些重要海圖？用古

海圖能做什麼？它所代表的海洋文明與中國大河文明是什麼關係？本次演

講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說明： 

1.講    者：汪前進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2.講  題：大河文明衍生出的海洋文明：中國傳統海圖的特徵。 

3.時  間：12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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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低碳中心】2013國際低碳能源科技與產業政策研討會 

為提供各界一個研討低碳能源最新發展的平台，本中心謹訂於 12月 6日假國立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6演講廳舉辦「2013國際低

碳能源科技與產業政策研討會(2013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ow Carbon Energy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olicy)」，歡

迎各界人士踴躍參與研討，共襄盛舉。 

說明： 

1.時  間：12月6日(五)。 

2.地  點：工程一館106演講廳。 

3.報名期限：12月5日(四)，下午4點前。 

4.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6BCVHnWf_rbS26JfPDNRyS8SqZutvfXsoifQHZImYw/viewform。 

5.活動網址：http://lcerc.nthu.edu.tw/news/news.php?Sn=11。 

 



性平教育專題講座：「愛情實驗室」 

 問世間情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許，我原是愛聽罄聲與鐸聲的，今卻為你戚戚於小院的陰晴。 

說明： 

1.講  師：黃囇莉教授／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副主委、學習科學研究所教授。 

2.時  間：12月4日(三)，上午10點10分至12點。 

3.地  點：台積館120室。 

4.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3582,r805-1.php。 

 

結構，歷史事件與制度變遷：以現代財政國家興起為例 

說明： 

1.講  者：和文凱教授／香港科技大學。 

2.時  間：12月12日(四)，上午10點至中午12點。 

3.地  點：人社院A302。 

4.活動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63329,r309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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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 1400-1530 夏海平教授 TBA 劉瑞雄/33385 

1530-1700 黎占亭教授／復旦大學化學系  Hydrogen bonded aromatic secondary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陳建添/33363 

12月11日 1400-1530 Prof. Hiroyuki Kusama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hotochemically Promoted Intermolecular 

Coupling Reactions of Acylsilanes Under 

Transition Metal-Free Conditions 

汪炳鈞/33410 

1530-1700 TBA TBA 朱立岡/33396 

 

【資工系專題演講】 

說明： 

1.主 講 人：Prof. Jack Dongarra,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2.題  目：Algorithmic and Software Challenges when Moving Towards Exascale。 

3.時     間： 12 月11日(三)，下午 1點30分至3點 。 

4.地  點： 資電館B1演講廳。 

5.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3595,r67-1.php。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3582,r805-1.php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3595,r67-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簡報技巧 

 在一家公司上班，除了自我本身工作外，時時需要藉由開會來處理相關事宜。開會的對象，除了內部相關人員及長官外，還有

對外的客戶及供應商。簡報，是會議的重要工具；好的簡報，可以讓人印象深刻，迅速表達說明並提高開會效率。本次專題演講

會以運用場合、簡報設計五部曲、視覺溝通技巧、圖解簡報技巧等內容來說明如何製做一個優良的簡報和成為一位成功的演講者。 

說明： 

1.講  者：蔡文瑋資深處長／中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2.時  間：12月5日(四)，下午3點30分至5點。 

3.地  點：工程一館107演講廳。 

4.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