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峽兩岸繼續教育論壇 圓滿落幕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繼續教育論壇」10月 15、16兩日於本

校舉行，共有來自兩岸四地的 22 所會員學校和 2所受邀參與

的大學，計 90 餘人參與。本校陳力俊校長及浙江大學嚴建華

副校長出席論壇致辭。該論壇是以推動海峽兩岸大學校院推廣

教育發展，促進校院之間交流合作，期能交流推廣教育的成功

經驗、探索合作模式與途徑，以及研究推廣教育的理論。 

  論壇以「多元創意與終身學習--國際化與特色化」為主題，

就「繼續教育之課程開發與行銷、繼續教育之品質管制及應用、

高齡繼續教育之現況與因應策略、繼續教育所面臨之挑戰與經

營策略」等繼續教育界當前面臨的重大課題，展開了全方位的

交流。會議期間，各與會來賓也就如何在兩岸四地實現「資源

分享、優勢互補、共贏發展」進行熱烈的討論，希望今後能逐

步推進會員學校間學員交流、資源分享和聯合培養等工作。 

  本校陳信文教務長與暨南大學吳明烈學務長分別就「磨課師

與開放式課程風潮下之繼續教育」、「成人學習特性與終身學習

參與」主題發表專題演講。陳教務長指出，網際網路的興起，

顛覆了傳統繼續教育的思維，成為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導向，且

網路可跨越傳統教學時空限制，形成教與學的新關係。而開放

式課程 (Open Course Ware, OCW)與磨課師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即為此趨勢下的二大發展方向。 

  開放式課程之精神在於知識分享，無償開放課程教材於網路

上供大眾學習。陳教務長進一步說明，磨課師開始於 2012年，

與開放式課程不同之處在於強調線上互動。清華亦參與全球磨

課師盛會，辦理國內第一批磨課師計畫「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

初期提供「神經科學」、「資訊工程」二微學程，以及「光電工

程導論」、「智慧財產權法概論」二獨立課程，首批課程已於 2013

年 9月份上線。 

  陳信文教務長說，清華開放式課程網站目前提供 54門課程，

以榮獲傑出教學獎之教師為拍攝對象，涵蓋工程、自然科學與

人文社會三大學群，並於 2013年 1月加入 YouTube EDU，成功

讓台灣高等教育課程躍居全球熱門課程之列。其中「熱統計物

理」課程，更獲得 2013 年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多媒體類傑出

課程大獎。 

  全體與會代表對本校出色的組織、精心的安排和熱情周到的

接待服務給予高度讚譽，並留下深刻印象，第十五屆海峽兩岸

繼續教育論壇將由廣州中山大學承辦。海峽兩岸繼續教育論壇

14年前由大陸浙江大學發起，嚴格審核入會學校之資格，因此

這個論壇會員都是大陸頂尖高校如北大、清華、上海交大、復

旦等 985高校，台灣僅有清華、台大、東吳與文大加入，港澳

高校繼續教育部門陸續加入，目前會員學校總計 23所。

 

 

 

陳力俊校長(右)及浙江大學嚴建華副校長(左)都於論壇致意。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繼續教育論壇」共有來自兩岸四地的 22 所會員

學校和 2所受邀參與的大學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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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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清華人專屬行動電源，即日起開賣 

參考網址：http://secretary.web.nthu.edu.tw/files/13-1160-62077.php?Lang=zh-tw 

 

 [性平會]10月 28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 點 10分於圖書館三樓紅氣球團體室播映《幸福

孕不孕》，邀請科法所林昀嫺老師蒞臨映後座談，歡迎您的參與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2305%2cr805-1.php 

 

 [性平會]10月 31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 點 20分於人社院 C310室播映《彩虹芭樂》，並

邀請本片陳素香導演與劉人鵬老師蒞臨與談，歡迎您的參與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2317%2cr805-1.php 

 

《教務處》 
 2013秋職場寫作力系列活動之四：如何做出一份好企劃書(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04 

 

 科普寫作徵文指導活動說明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37 

 

 【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打開 Kai大師的資工秘笈！蓋世神功傳給你！您接收了嗎？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00 

 

《學務處》 
 102學年第一次齋長會議架設基地台案相關資料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2259,r1538-1.php 

 

 新竹市衛生局辦理菸害防制法規及菸品危害網路大會考活動暨抽獎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2083,r1204-1.php 

 

 國立臺北大學第三屆世界島模擬聯合國會議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77,r2469-1.php 

 第 38屆 ACM國際大學程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73,r2469-1.php 

 

 第 5屆企業永續創業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72,r2469-1.php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00


 互動多媒體技術研習暨設計企劃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71,r2469-1.php 

 

 2013年第四屆全台蒙古學生聯誼會暨趣味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70,r2469-1.php 

 

 102淡江大學五虎崗論壇－課外活動發展學術研討會徵稿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69,r2469-1.php 

 

 社團法人台灣錄音著作權人協會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者付費原則」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41,r2469-1.php 

 

 第四屆簡報達人頂尖新秀爭霸戰之決戰 2014世界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36,r2469-1.php 

 

 志願服務基礎與特殊訓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35,r2469-1.php 

 

 文化大使：知名漫畫家顆粒(新竹場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31,r2469-1.php 

 

 第二屆 Pasona Cup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191,r2469-1.php 

 

 2014年寒假微客國際志工活動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189,r2469-1.php 

 

 第 12屆宗教文學獎徵文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182,r2469-1.php 

 

 2013壽險產品規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154,r2469-1.php 

 青年活動企劃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133,r2469-1.php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期末成果暨實務研討會 報名至 10月 28 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62379,r1198-1.php 

 

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62379,r1198-1.php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部分規定公告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ezfiles/101/1101/img/1617/184524726.docx 

 

 102年全校運動會，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aCARD 2014 年度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126,r2469-1.php 

 全國學生領袖 102年度學生主權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108,r2469-1.php 

 

 「2014臺北燈節」全國各級學校花燈競賽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072,r2469-1.php 

http://career.web.nthu.edu.tw/ezfiles/101/1101/img/1617/184524726.docx
http://career.web.nthu.edu.tw/ezfiles/101/1101/img/1617/184524726.docx
http://peo.nthu.edu.tw/


 102學年度第 2 次定期社團辦公室整潔評分比賽將於 11 月 5 日舉辦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258,r3455-1.php 

 

 11月 6日鏡廳辦理「新生複檢」暨「教職員工生眷優惠健檢」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50147%2cr1204-1.php 

 

《總務處》  

 本校餐廳與便利商店無使用或販賣標示不全及違法添加的油品與醬油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2346,r127-1.php 

 

生態排水溝疏濬工程施工公告 

說明：  

1.施工工期：10月23日至11月3日，上午8點至下午5點。施工期間該路段將影響車輛及行人通行，敬請配合現場交通管制；

施工時會產生噪音及灰塵等影響，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多包涵。 

2.本校聯絡人：校園規劃室蔡小姐(03-5162370)。 

3.參 考 網 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2300%2cr992-1.php。 

 

反應器館前荷塘湖底泥清淤工程 

說明： 

1.本工程預訂於11月4日至12月3日，預計30日曆天進行反應器館前荷塘湖底泥清淤工程，若因天候因素影響工程進行，完工

日期將順延。施工期間，非相關人員或施工車輛請勿靠近，作業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2.本校聯絡人：營繕組周海清(03-5731341)。 

3.參 考 網 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2389,r992-1.php。 

 

《研發處》 
 國科會國合處徵求 2014/2015 年「台奧雙邊研討會及雙邊研究計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40 

 

 國科會徵求「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11月 14 日下午 5時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30 

 

 轉知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動物中心於 11月 12日舉辦「2013 類人類靈長動物實驗之動物行

為訓練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645#showTitle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2389,r992-1.php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645#showTitle


 台北市立動物園「103年動物認養保育計畫」自即日起至 11 月 13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46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頒發考察研究獎助金即日起至 103 年 2月 28日止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44 

 

 國科會「巨量資料(Big Data)推動規劃先導計畫」10月 29日下午 5時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532 

 

 工研院醫療器材雛型品開發平台計畫(PSC)徵求合作團隊公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545 

 

 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動物生物安全第一等級至第三等級實驗室安全規範(草案)」

及修訂意見表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620#showTitle 

 

 國科會「2014科技台灣探索－候鳥計畫」即日起至 11月 27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620#showTitle 

 

 國科會科教處 103年度「科普活動計畫」11月 19 日下午 5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42 

 

 國科會自然處永續防災學門公告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之徵求說明與研究課題，並於 11

月 5日和 7日舉辦分區說明會，請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43 

 

《全球事務處》 
 Lund Day 相關文宣即日起開放索取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95&lang=big5 

 

 2013年交換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97&lang=big5 

 

《圖書館》 
 【圖書館基礎科目課業輔導】即日起開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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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同學前來諮詢討論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658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46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44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532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545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620#showTitle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620#showTitle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42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43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95&lang=big5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658


 夜讀區期中考期間(10月 28日至 11 月 15 日)延長開放時間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30 

 

 10月 28 日至 11 月 15日期中考期間總圖書館換證服務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31 

 

 演講「3D 列印技術發展現況與實機展示」11月 15 日下午 2點 30分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3 

 

 2013 Research Discovery 線上有獎徵答：許多有趣的禮物等您來拿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2 

 

 「論文閱讀與寫作」演講(學習+102 年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0 

 

 e生 e師，Wiley好書大獎等你！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1 

 

 酄迎報名 10月 30日中午 12 點 10分，站在大師的肩膀上做研究－科學評論性(Review)

期刊介紹 

參考網址：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 

 

 「OECDiLibrary 線上資料庫」資料庫停訂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38 

 

 圖書館公告一個月未領回之失物開放領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37 

 

《計通中心》 
 Turnitin 保障您論文的原創性！文章剽竊檢測軟體－Turnitin 系統功能介紹說明會 10

月 31日下午 2 點，地點在計通中心電腦教室Ⅱ，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turnitin_2013-10-31 

 

 行動群組電話 MVPN 線上申請服務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31024_0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3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2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0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1
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38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37
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turnitin_2013-10-31
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31024_01


《人事室》 
 美和科技大學檢送該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及推薦表，請各單位踴躍推薦該校 102年度傑

出校友候選人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312.php 

 

 為促進社會各界關注人權議題並持續投入人權發展事務，爰舉辦年度「2013高雄人權獎」，

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313.php 

 

 原訂民國 10月 25日於大同大學舉辦之「打造高教多元價值－碩士雙軌學程研討會」，

因故延期，敬請諒察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433.php 

 

 內政部將於 12 月 17 日舉辦「真情快遞－1217秀創意」全國未婚青年才藝聯誼活動，請

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434.php 

 

 高雄市立小港國民中學檢送該校傑出校友選拔辦法及推薦表，請各單位踴躍推薦該校傑

出校友候選人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473,r2506-1.php 

 

 教育部函轉國防大學管理學院「第十六屆傑出校友選拔實施辦法」，請各單位踴躍推薦

該校傑出校友候選人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399,r2506-1.php 

 

 修正「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點」、「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

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及「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獎懲要點」，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418,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433.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434.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473,r2506-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399,r2506-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418,r875-1.php


《藝文活動》 

【吳兆南相聲劇藝社】－《相聲‧愛你一生》 

「2013」諧音「愛你一生」，以「愛」字為主題的120分鐘相聲專場，「愛」可以存在於男女、朋友、親人、師生之間，也可以是

民族大愛、人類大愛，更可以昇華到民胞物與的世界大愛、宇宙大愛。「愛」另有解釋「喜愛」、「愛好」，有人愛吃，有人愛睡，

有人愛賭博，有人愛八卦...，將在各種與愛有關的事物中，找出最生活、最普遍、最親切的主題，笑談「一生愛你，愛你一生」！ 

 

說明： 

1.演出單位：吳兆南相聲劇藝社、國立清華大學藝術

中心 

2.時  間：2013年11月2日 (六) 19:30 

3.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索票入場 

   （請洽清大藝術中心 鄭小姐  

03-5742899） 

4.本演出為索票入場，當日19:00開放入座，貴賓請

於19:15前入座，逾時開放其他進場觀眾 

 

樂遊世界電影展11月21日【口白人生】 

 

 小說家凱倫花費十年，即將完成最新代表作，而她的最後一個挑戰，便是想出如何殺死書

中的主人翁－哈洛，但凱倫並不知道，哈洛確實存在於真實世界中！另一方面，哈洛突然發

覺自己耳邊常聽到陌生女子念著如小說一般的口白，而聲音裡的話也開始對他的生活產生致

命的影響，困惑的他決定不顧一切找出這個「說書人」，並設法改變這個陌生女子的決定，

否則……他就會沒命了！ 

說明： 

1.時  間：11月21日，晚間6點30分。 

2.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3樓紅氣球室。 

3.主 講 人：胡瑋婷／實習諮商心理師。 

4.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59919.php。 

 

「樂」在清華班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日期 10月29日 10月30日 10月31日 

教育館 楊詠淳 施翔曦 江鎧名 王崇翰 吳昀倪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木鼓 



【夜貓子電影院】華語電影專題 

 今年秋冬，夜貓子電影院有別於以往製作導演／作者專題的影展，嘗試以「華語電影」作為專題研究，包括兩岸三地：台灣、

中國、香港的華語電影，若以一主題綜觀華語電影，是相當困難的，因為三地在政治、經濟、歷史各有其文化脈絡，與相對應的

電影發展，雖互有影響但若以一概之，將忽略其各自特色，故將三地各一獨立單元，觀眾可相互參照。 

 

說明： 

1.日  期：10月1日至11月5日，每週二、六，免費入場。 

2.地  點：合勤演藝廳。 

3.本週播映：10月29日(二)晚間7點，不能沒有你。 

     11月2日(六)，晚間7點，一頁台北。 

4.參考網址：http://nightcats.blogspot.com/。 

 

《演講資訊》 

【人社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105)】 

本研究檢視我國第一金投信案、日本之Toyota案與Olympus案、以及影響全世界資本市場之金融海嘯，似可發現要使含內控制度、

法令遵循與風險管理在內之公司內部自律機制確實運行、董事監督義務有效發揮，企業內部資訊流通或為關鍵之前提。本研究透

過組織行為理論之觀點，分析董事會決策過程之步驟，以瞭解資訊流通扮演的角色；並藉此印證確保獨立之資訊獲取管道以提供

董事會多樣的資訊來源，乃強化我國公司治理下之內部監督機制的重要關鍵。再者，本研究認為自現行我國公司治理模式觀之，

無論是雙軌制下的監察人與獨立董事，抑或是單軌制下之審計委員會，均有企業內部資訊流通的缺失存在。本研究綜合提出若干

適合我國之改革芻議：監督者直接掌控內部稽核與外部稽核、強化舉報制度、監督者獲得外部法律或其他專業顧問之建議與協助。

總之，在風險管理成為國際規範趨勢的核心關懷之際，為提升我國的公司治理，吾人應同時關注如何強化公司監督者之多元且獨

立的資訊獲取管道，以利其等從事風險監督。 

 

說明： 

1.時  間：10月30日(三)中午12至下午2點。 

2.地  點：台積館903會議室。 

3.講  者：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蔡昌憲副教授。 

4.講  題：強化公司治理中監督者之獨立資訊管道：一個組織行為的觀點。 

5.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16。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16


 人社中心－歐亞商業文獻的對談：近代東亞貿易、知識文化的交流與建構國際會議 

 

說明： 

1.時  間：11月1日(五)至11月2日(六)。 

2.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 

3.會議網站：http://deacd.wordpress.com/。 

4.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KAm6w4pv6264QTUS-bL4OQiIsXxx1QqxyOot

6xvzpk/viewform。 

 

「堅持‧走出自己的格局」(魏德聖導演) 

 

說明: 

1.時  間：10月30日，下午1點30分至4點30分。 

2.地  點：清大人文社會學院小劇場。 

3.講    者：魏德聖先生。 

4.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61174,r3644-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演講主題：Engineering Village-Compendex工程科學文獻資料庫。 

2.講  者：張淑華小姐／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讀者服務組。 

3.日  期：10月31日(四)，下午3點30分至5點。 

4.地  點：工程一館107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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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eacd.wordpress.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KAm6w4pv6264QTUS-bL4OQiIsXxx1QqxyOot6xvzpk/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KAm6w4pv6264QTUS-bL4OQiIsXxx1QqxyOot6xvzpk/viewform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四方田犬彥教授清華大學專題演講・文藝沙龍 

 四方田犬彥教授，為日本極富知名度的文化評論家、比較文學者、詩人。任教於明治學院大學言語文化研究所長遠17年，研究

範疇包括比較文學、電影史、漫畫論、符號學，為該校權威教授。 

 四方田教授著作等身，專書已逾百部，部部暢銷，擁有多國譯本，並獲得學術界好評，其驚人的成就，被譽為鬼才。2009年日

本知名出版社「彩流社」精選其過去發行的專著、共著99冊，推出《濃縮四方田》系列，引發讀書界討論熱潮。四方田教授長期

關注世界電影史、東亞電影批評、文學批評及文化研究，著述風格獨特，觀點犀利，創意獨具，才情洋溢。他重視讀者的啟蒙，

帶領讀者反思文化中的隱蔽政治和道德問題，也關注人性、情感和生命啟示，其作品中流淌的浪漫性和愉悅性，廣受日本、韓國、

台灣、中國大陸、西方讀者著迷。他超過30年的著作生涯，一路在掌聲和讚歎聲中展開，曾獲得眾多日本國家級文藝創作及文化

評論大獎。 

 四方田教授甫於2012年退休，近日正在籌劃一部台灣題材的新書。因此，他希望以兩個月時間來台收集寫作材料，到台灣各地

城鎮鄉村調查傳統祭典，深度體驗台灣傳統與民間文化；特別是，在這兩個月期間，利用兩週時間，密集地與台灣文學、台灣電

影領域的研究者、藝術家和青年學生們，進行實際的訪談、座談、交流或日常相處，傾聽台灣不同專業背景、不同世代的人們的

文化觀點。 

 

說明： 

一、藝術的乞食——讀一首詩給清華 

1.時間：11月13日(三)，上午10至下午1點。 

2.地點：清大人社院C310教室。 

二、專題演講‧文藝沙龍 

1.時間：11月21日(四)，上午10點至下午2點。 

2.地點：清大人社院D302教室。 

三、專題演講‧文藝沙龍  

1.時間：11月26日(二)，上午10點至下午2點。 

2.地點:：清大人社院C310教室。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62439,r2649-1.php。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62439,r2649-1.php


那些愛情教會我的事：如何牽手、親吻、做愛、爭吵和分手 

 

 愛情，撫慰了每個孤單的靈魂，縱使刻骨銘心亦無從否認其中的甜；愛情，是一段旅程，從

始至終，都得學習與心愛的他／她身心親密。無論親愛的你正走在哪個階段，誠摯的邀請你前

來聆聽、感受，寶瑩老師娓娓道來的旅人心情。 

說明： 

1.時  間：11月19日(二)，晚間7點至9點。 

2.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3F紅氣球團體室。 

3.主 講 人：曾寶瑩／社會心理學博士。 

4.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59922.php。 

 

【清華 Tea Time】中西文化之差異／清華 劉炯朗 前校長 

 

說明: 

1.時  間：11月1日，下午4點至5點30分。 

2.地  點：風雲樓3F國際學生會議廳。 

3.講    者：劉炯朗前校長／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電腦研究所博士。 

4.報名網址: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37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