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竹清華日在廈門大學 

「2013年新竹清華日」10月 9於中國大陸廈門大學舉行。

本校 10位重量級教授在陳力俊校長的帶領下，從物理、化學、

化工、生醫、奈米、材料、微機電等領域與廈大師生進行交流。

此外，「2013年兩岸清華大學學術研討會」也於 10月 8日在廈

門大學舉行。這兩項活動不僅增進彼此間學術研究的了解，也

透過多場專題講座的分享，讓更多中國大陸的學生能深度的認

識本校。 

陳校長打趣的說，「我是來打廣告的。」他提到，清華在納

米、新能源、先進製造、腦神經科學及基礎科學等領域有超強

的學術實力，也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陳校長特別介紹新近

啟用的學習資源中心及逐夢獎學金，引起廈大師生極大的興

趣。 

「這是一個為學生提供各種可能性的中心。」陳校長說，大

學就是要給學生提供多種可能，讓他們思考、探究，或是乾脆

放空。學習資源中心內包含圖書館、視聽專區，以及設置發呆

區，支持大學生自由發想。他也提到，大學負有責任協助學生

做夢，所以清華設有專門支持學生勇於「追逐夢想」的逐夢獎

學金。陳校長強調，唸書只是大學生活的一部分，大學更有責

任為社會培養出一些視野恢宏且抗壓力夠強的傑出人才。 

廈門大學朱崇實校長除熱烈歡迎清華代表團外，並親自導覽

翔安新校區。鄔大光副校長之前代表廈大至本校參加「梅貽琦

校長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活動，他說，自 2011年起，兩校

在專業領域和各個科學部分已全面進行交流合作，三年來，廈

大不僅與清華交流合作蓬勃發展，在學生交流方面，新竹清華

大學更是廈大學生赴台灣高校進行校際交流最熱門的院校之

一。 

本次清華交流團演講專題包括，化學系鄭建鴻教授(講題：

「Organic reactions via metal-catalyzed carbon-hydrogen 

bond activation」)、化工系陳信文教授(講題：「熱電材料與

電子軟銲材料的相圖與其有趣之微結構」)、化學系季昀教授

(講題：「Ru(II) and Os(II) Based Dye Sensitized solar 

Cells」)、奈材中心謝光前教授(講題：「淺談研發高功率半導

體雷射(鐳射)與電子元件」)。資工系金仲達教授(講題：「如

何讓智慧手機有智慧?」)、奈微所饒達仁教授(講題：

「Oviduct-Mimetic Chip for Motile Sperm Separation and 

Oocyte Manipulation to Enhance the Probability of Embryo 

Fertilization for Oligozoospermia Patients」)、材料系

闕郁倫教授(講題：「低維奈米材料應用於奈米電子元件及太陽

能電池」)、材料系陳柏宇助理教授(講題：「Learning from 

Nature: Bioinspired Materials」)、物理系戴明鳳教授(講

題：「光的魔法世界」）。都受到廣泛的廻響。 

「兩岸清華大學學術研討會」自 2004年開始舉辦，多年的

交流成果，共同研究環境逐漸成熟，開啟兩岸清華合作的契機，

本校率團與會的葉銘泉副校長特別表示，兩岸清華鼓勵教師間

交流合作，已成立共同科研基金，建立的合作模式有領頭羊示

範效果，將可作為兩岸各大學校間交流合作的參考。 

從 2011年起本校已陸續於北京清華大學、南京大學、浙江

大學及廈門大學舉辦「新竹清華日」，透過活動，讓與清華交

流密切之中國大陸高校的學生對新竹清華有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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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清華日在廈門大學舉行，從物理、化學、化工、生醫、奈米、材料、

微機電等領域與廈大師生進行交流。 

 多場專題講座的分享，讓更多中國大陸的學生能深度的認識本校。 

 

《秘書處》 
 「大學理想與大學治理合理化研討會」將於 10月 25至 26日於東海大學茂榜廳舉行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562#show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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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務處》 
 學術寫作五大文體介紹與實作／Five Major Types of English Writing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481 

 

 商用書信閱讀與寫作(初)／Reading and Writing Business Letters(Basic)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488 

 

 全民英檢中高級寫作／GEPT High-Intermediate Level Writing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491 

 

 托福寫作／TOEFL iBT Writing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493 

 

 實用學術字彙 B／Academic Vocabulary in Use-B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494 

 



 義守大學舉辦「教學助理暨研究生助理培訓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673 

 

 103學年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讀博士班第 1梯次核准名單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61773,r219-1.php 

 

《學務處》 
 追溯辦理 101學年度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學雜費減免」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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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生輔組校內、外獎學金事宜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nthu.edu.tw/scholarship/ 

 

 逐夢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nthu.edu.tw/scholarship/ 

 

 102年 9 月份遺失物品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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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 102年度職災勞工及其子女守護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fd.taipei.gov.tw/ 

 

 102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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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失業勞工子女 102 年第 2梯次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bola.taipei.gov.tw/ 

 

 2013清華國際志工周開跑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2011,c5775-1.php 

 

 102年第二次績優社團經費補助開始受理申請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1997,c5775-1.php 

 

 102國立清華大學住宿組急救教學講義下載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1761,r153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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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全校運動會標語競賽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聘羽、網、水中有氧、籃球、慢壘、桌球、定向越野、有氧教師(11月 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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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r1204-1.php 

 

 心窩報報 NO.096【熱情冰淇淋生涯】 

參考網址：http://lms.nthu.edu.tw/board.php?courseID=3636&f=doc&cid=403962 

 

 102年全校運動會，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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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102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費繳費單：即日起至 25 日止為校務資訊系統開放下載列印及繳

費期間，詳情公告請參閱學雜費專區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61795,r47-1.php 

 

 10月 21 日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玻璃修繕工程施工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2136,r992-1.php 

 

物理館地下層B002室整修工程施工公告 

說明： 

1.本工程預計於10月14日(一)至11月30日(星期六)，進行物理館地下層B002室室內整修，若因天候因素影響工程進行，完工

日期將順延。 

2.施作期間產生噪音、灰塵及影響交通動線，造成不便之處，請多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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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校聯絡人：營繕組莊先生(03-5731339)。 

4.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2015,r992-1.php。 

 

《研發處》 
 若您的國科會計畫於 7月 31日結束，請於 10月 31日前完成研究成果報告及出國心得

報告繳交。敬請準時繳交，以確保個人權益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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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校截止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32 

 

 國科會自然處防災學門徵求「都市防洪課題」與「流域泥沙資源管理課題」計畫 11 月 1

日下午 5 時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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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530 

 

 國科會徵求「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既有化合物創新應用試辦計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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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人文處 103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103年 1 月 15日下午 5

時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35 

 

 敬邀參加中國科技大學「強化產學連結縮短學用落差研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bee625a-c280-4580-a1d6-10654cd1084e&c=menu041 

 

 102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暨新進人員研究獎獲獎名單出爐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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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6#showTitle 

 

 敬邀參加 2013 年「跨部會農業生技豐年慶」活動 

參考網址：http://dpiab.sinica.edu.tw/Agripex/ 

 

 【成果技術發表會】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舉辦「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之成果發

表會暨技術發表會，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36 

 

 法國研究總署徵求法國與台灣的雙邊合作研究構想書，10 月 23日截止，有興趣者請與

法方合作夥伴共同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04 

 

 國科會自然處 102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10月 2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23 

 

 102年度研發處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已用罄，年底前歉難再受理申

請，敬請見諒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538 

 

 國科會 103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徵求構想書 10月 2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25 

 

 財團法人台灣生技醫藥發展基金會「學術講座」申請，自即日起至 10 月 24日止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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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事務處》 
 2013年 AIEF秋季美國教育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89&lang=big5 

 

 「2013臺灣-澳洲高等教育論壇」因故延期至明年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92&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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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90&lang=big5 

 

 LUND DAY in NTHU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activities.php?id=37 

 

 2013年歐洲教育展 10月 26日至 27 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94&lang=big5 

 

 大陸吉林大學第十二屆北國風情冬令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93&lang=big5 

 

《圖書館》 
 「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學術研究好幫手‧超值獎品歡樂送」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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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PELAPELA 日本語課程學習資料庫課程」，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25 

 

 新增試用資料庫「光華雜誌解析英語線上課程」，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24 

 

 新增試用資料庫「NEW TOIEC 應考特訓課程初級以及八回模擬試題測驗 」，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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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書嘉年華 繽紛登場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04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89&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92&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90&lang=big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2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24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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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有關民眾建議公務人員曾任私立大專校院教師年資得予採計提敘俸級一案，經銓敘部函

復如說明，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1815,r875-1.php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承作廠商學思行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規劃 9月份優

惠書展活動(展期：即日起至 10月 31日)，請轉知同仁參考利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005,r2506-1.php 

 

 大同大學舉辦「打造高教多元價值－碩士雙軌學程研討會」，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053.php 

 

 中央研究院函該院 10月份「知識饗宴」訂 29日星期二晚間於該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

敬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055.php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主辦、佛光大學承辦之「2013 第二屆星雲教育獎」已開始接

受推薦至 11月 15日止，歡迎推薦符合本獎項宗旨與資格之優秀教師參與遴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056.php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辦理「102 學年度傳統戲曲研習教師工作坊計畫」，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059.php 

 

 檢送臺北醫學大學 102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推薦表各乙份，請踴躍推薦服務於本

校之該校校友參加遴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060.php 

 

 教育部 103年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即日起開始收件，請踴躍推薦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058.php 

 

 為落實「公僕好體能、行政好效能」，爾後各機關(構)學校召開會議及辦理活動，請避

免供應含糖飲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06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1815,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005,r2506-1.php


 國家文官學院「文官ｅ學苑」自即日起提供認證時數上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

終身學習網」之服務，請同仁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143.php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謹訂於 11 月 8日上午 9時 30分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台

北市忠孝東路 3 段 1 號)舉辦「台美教師勞動三權之運作與實務專題論壇」，請同仁踴躍

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141.php 

 

 102年全國公教美展北部地區巡迴展開幕典禮等活動，訂於 11 月 6日上午假新竹縣政府

文化局舉行，請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142.php 

 

《主計處》 
 配合「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修正規定自 8月 2日生效後，有關本

校「邁頂計畫」經費執行注意事項說明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61986,r1160-1.php 

 

《藝文活動》 

動見体，運動劇場「戰」國際版 1：0 

 【動見体】近年推出的「運動劇場」系列，為藝術總監符宏征獨特的肢體美學作品，以運動入戲，將體育賽事與日常生活巧妙

連結，形成罕見的劇場表現形式。「戰」指運動賽場猶如人生戰場，「1：0」則為賽程之比數意象，表達「運動如人生，人生如戰

場」主旨。劇情敘述想升遷卻永遠上不了一壘的打者、在愛情裡投不出好球的失意男子、被惡意犯規卻不敢吭聲的小職員、只會

出一張嘴找麻煩的教練老闆…，觀眾彷彿置身運動場內，實境體驗場上肢體張力所帶來的視覺衝擊，也將一同進入角色的成長歷

程，在劇終時獲得自我修復的勇氣。 

 

說明： 

1.時  間：10月26日，晚間7點30分至9點30分。演出約80分鐘，無中場休息。 

2.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3.演 出 者：動見体劇團。 

4.參加方式：本演出為索票入場，當日6點30分開放入座，貴賓請於7點15分前 

     入座，逾時開放其他進場觀眾。 

5.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48308111972662&set=a.168799033256905

.41627.168488656621276&type=1&theater。 

 

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61986,r1160-1.php


賽德克‧巴萊《史與影的交會：文化、歷史事件與當代詮釋》特展 

 

說明： 

1.時  間：10月14日至11月7日。 

2.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C區二樓中庭。 

《霧社．川中島》放映暨座談會 

1.時  間：10月31日下午3點30分至6點。 

2.地  點：人社小劇場。 

3.與 談 人：比令亞布／導演、 

     郭明正／《真相．巴萊》作者、《賽德克巴萊》族語指導、 

     陳叔倬／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助理研究員、 

     徐榮春／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 

人社分圖相關書籍展示 

1.時  間：10月14日至10月31日。 

2.地  點：人社分圖入口內左側。 

3.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HssC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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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二)，晚間7點，停車、 

     10月26日(六)，晚間7點，深海。 

4.映後講座：10月22日(二)，晚間7點，停車－杜篤之(音效大師)、 

     10月26日(六)，晚間7點，導演之路－鄭文堂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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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NthuHssCHM


《演講資訊》 

【敬邀】NPIE總期程期中成果展 

 

 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NPIE)執行期間為民國100年至

104年，整合經濟部、教育部、國科會等部會單位，推動醫療

(M)、綠能(G)、車用電子及3C電子技術(4C)領域技術研發、學

術研究、人才培育及產業發展。謹訂於民國102年10月22日至

25日，假清華大學旺宏館舉辦NPIE總期程期中成果展，本次成

果展將展出計畫執行兩年半之成果，以動態及靜態展示呈現。 

說明: 

1.報名截止：即日起至10月11日。 

2.報名網址：https://goo.gl/5pp0Pe 。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演講主題：Feather Pigment Stem Cells and Feather Color Pattern Formation。 

2.講  者：林頌然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3.日  期：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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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政策中心「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Taiwan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 

1.主講人：司徒文主任 

2.時間：10月24日週四13:50-15:20 

3.地點：旺宏館253教室 

4.報名方式：請於10月23日前email 至cap@my.nthu.edu.tw 完成報名 

5.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37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87GWaqRTDKakVwKIE6fqZzRWOnpYyvnmYDJ5Mb70efw/viewform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mailto:cap@my.nthu.edu.tw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37


2013 學術午餐研討會「超越國際的醫療與法律觀」 

長期以來，本中心師仿外國頂尖學府的經驗，以「生命科學與法學」的對話為核心，持續辦理系列學術午餐研討會。本年度將

於10月至12月間，與中華民國醫事法律學會合作，辦理三場學術午餐討論會，探討有關煙草控制所衍生的國際問題，醫療倫理所

涉告知與保密的競合問題，以及精神醫療所涉人權保障與社會安寧問題。希望讓本校師生能在輕鬆的午餐過程聆聽專業的對談並

參與討論。 

說明： 

1.演講主題：從菸草控制看國際貿易與衛生法規範的衝突與調和。 

2.講  者：楊培侃 副教授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3.日  期：10月30日(三)，中午12點30分至2點。 

4.地  點：台積館206室。 

5.報名網址：http://www.blc.nthu.edu.tw/files/87-1184-1053.php。 

6.參考網址：http://www.blc.nthu.edu.tw/bin/hom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