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率國內大學之先 首赴美國矽谷招生 

 

 在清華加州校友會、駐美代表處及僑委會等單位的協助下，

本校陳力俊校長率領清華團隊，美國時間 9月 22日於矽谷舉

行招生說明會，現場 150個座位座無虛席。參與的學生及家長

對本校提供的資料及相關簡報內容甚感興趣，會場上提問十分

熱烈，使台灣首次大學到美國對高中生進行招生活動，有了一

個很好的開始。 

 陳力俊校長指出，清華有優良的師資與很高的學術水準，清

華人重視飲水思源，有很好的傳承。建校於 1911年，主要經

費來自庚子賠款，許多清華早期校友畢業後前往美國深造，絕

大多數都回國效勞，成為推動國家現代化的主力。 

 他說，美國大學學費最近幾年不斷上漲，顯然已超過一般家

庭負荷能力。相較下，不論是學費或是生活費用相對較低的台

灣頂尖大學，則是美國學生另一個很好的選擇。陳校長強調，

到台灣唸大學，不但能學到紮實的專業知識，也與充滿蓬勃朝

氣的亞洲市場更為貼近。 

 從美國來台服務的馮達旋副校長則以自身的經驗及觀察與

現場參與者分享。他表示，台灣有穩定的政治體系、強勁的經

濟力，以及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文化，適合美國年輕學生就讀。

他說，亞洲經濟發展充滿希望，台灣的地理位置、政治經濟環

境極佳，從台灣可以發展到亞洲各個角落，整個大環境可以擴

展學生的見識。 

 對於許多與會學生關心獎學金與留學期間工作身分問題，清

華加州校友會李偉德學長則承諾將提供全額獎學金 10名。此

外，來台的學生也可透過其他管道申請不同獎學金。 

 清華已經有許多課程使用英文授課，也會提供美國高中生華

語文上的輔導。此次赴美招生，入學標準是以加州大學(UC)申

請資格為參考，加上台灣、亞洲的水準衡量。 

  
本校赴美國矽谷招生說明會獲得熱烈的廻響。   參與的學生及家長很仔細的聽取本校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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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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黃元豪教授指導同學榮獲 2013 CIC 晶片製作特優設計獎 

  

賀 潘犀靈教授指導碩士班王澄宇獲「101年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秘書處》 
 2013年女性影展@清大巡迴暨映後座談來囉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0343,r805-1.php 

 

《教務處》 
 Registration for Official TOCFL on Nov. 2nd and 3rd is Now Open (即日起至 10

月 2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61001,r1275-1.php 

 

 開課資訊－2013 秋進階影人採訪寫作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03 

 

 11月 30 日將舉辦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團測，歡迎全校學生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56 

 

 103學年度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申請逕讀博士班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61130,r219-1.php 

 

 103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公告(簡章電子檔下載，不另販售簡章)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60998,r1134-1.php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赴國內大學學期交換，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61076,r2843-1.php 

 

 【互動教學好幫手】Zuvio 雲端教學及時反饋系統說明會，10 月 3日中午 12點至下午 2

點，歡迎本校教職員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3185 

 

《學務處》 
 10月 1 日 AED攜帶式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器教育訓練通知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1113,r1538-1.php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0343,r805-1.php
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61076,r2843-1.php


 

 清華 102 年全校運動會標語競賽(請大家告訴大家，第一名獎金 3000 元)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更新辦理放棄 102學年學期床位辦法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1106,r1538-1.php 

 

 學生宿舍門禁密碼將於即日起全面停止使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1105,r1538-1.php 

 

 研究所單人房候補狀況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1104,r1538-1.php 

 

 課指組誠徵乙名行政助理(短期職務代理人)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1136,r3455-1.php 

 

 102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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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中心工作坊【好感系！手縫口金包】，10月 23 日晚間 6點 30至 9 點 30分，邀您沉

浸在一針一線的忘我時光，額滿為止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9923%2cr491-1.php 

 

《總務處》 
 102學年度學生汽車停車證名單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61115,r51-1.php 

 

 國立清華大學校園流浪犬貓咬傷處置作業流程圖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1006,r127-1.php 

 

 本校工友晉升技工評審要點已奉核准通過，並於即日起公告實施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1091,r127-1.php 

 

 蘇格貓底已於即日起至風四餐廳營業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1086,r127-1.php 

 

 玉山銀行將在 10月 1日早上 9點至 10點半，於旺宏館 1 樓舉行本校服務處落成茶會，

http://peo.nthu.edu.tw/


歡迎全體師生同仁蒞臨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61223%2cr47-1.php 

 

《研發處》 
 國科會自然處 102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於 10 月 2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23 

 

 教育部公告 102 學年度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合格名單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1375,c7545-1.php 

 

 國家衛生研究院「台灣成癮醫療臨床與研究招生訓練」第 4屆招生事宜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1374,c6779-1.php 

 

 龍華科技大學「企業資源規劃暨雲端應用產學合作推動說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rpcc.l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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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國合處 102年第二期「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至 9月 30止受理申請(本

處受理時間至 9 月 30下午 5 時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505 

 

 國科會 103年度「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申請案」至 9 月 30日下午 5時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07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國立清華大學補助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員」，10 月 1日起至 10月

31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522 

 

 教育部函轉內政部「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徵求 103年補助研究計畫」至 103 年 12月

31日止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524 

 

 國科會「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申請作業自即日起至 10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496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1375,c7545-1.php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1374,c6779-1.php
http://erpcc.lhu.edu.tw/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25


《全球事務處》 
 2014年度德國柏林 HUMBOLDT WINTER UNIVERSITY 冬、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7&lang=big5 

 

 2014年度美國 UC Berkeley 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8&lang=big5 

 

 日本早稻田頂新集團獎學金(理工學科碩博士招生)及留學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6&lang=big5 

 

 2013年線上海外教育展及獎學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5&lang=big5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優秀人才跨國培訓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9&lang=big5 

 

 教育部修正「各級學校與大陸地區學校締結聯盟或為書面約定之合作行為審查要點」，

並自即日起生效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80&lang=big5 

 

《圖書館》 
 電子書嘉年華 繽紛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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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通知！Web of Knowledge 5.12 版本將不支援 IE6 瀏覽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10 

 

 歡迎報名參加：跟著學長姐逛圖書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99 

 

 9月 30日前成為圖書館新粉絲，好禮送給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1 

 

 新增試用資料庫「Cambridge Journals Online」，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06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5&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80&lang=big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10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1


 新增試用資料庫「PressDisplay 國際報紙資料庫」，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09 

 

《人事室》 
 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保障事件視訊作業規定」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49034,r3174-1.php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e等公務園」學習網為配合機房網路線路改善

作業，將自 10 月 4 日下午 5 點至 10月 6日晚間 8點暫停服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1259.php 

 

 考選部辦理「2013考選制度國際暨兩岸研討會」，請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1261.php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國立中興大學辦理「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專題班)」，

請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1263.php 

 

 為弘揚師道，倡導尊師敬師風尚，配合每年 9月 28日教師節，將 9月定為敬師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1264.php 

 

 本年度國旅卡強制休假補助費請於 11月 30日前消費，並於 12 月 10前送本室辦理核銷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1050,r875-1.php 

 

 有關天然災害期間停止上班及上課之規範，係給予公教員工及學生採行相關災害預防處

理措施，請查照並廣為宣導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1047,r875-1.php 

 

 「國民旅遊卡」制度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簽奉核定，自 103年 1月 1日起繼續實施

3年，後續作業細節將另行函知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1045,r875-1.php 

 

《主計處》 
 本室自即日起，每日上午時段維持接受【親持傳遞】案件，下午時段則不再接受【親持

傳遞】案件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61126,r1160-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09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1259.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126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1263.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1264.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1047,r875-1.php
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61126,r1160-1.php


 各單位年度預算經費(T類)資本門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N 類)」經費(經常門及資本門)

本年度第二次結算收回為 9月底執行率應達 80%－第二次通知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61107,r1160-1.php 

 

《共教會》 
 通識教育中心將於 10月 9日晚上 7 時至 9時，於清華大學大禮堂辦理「能源的未來－

從核電爭議談起」座談會，歡迎清華師生們來大禮堂聆聽、對話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seminar/ 

 

 

 

 

《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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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台灣八十年代的寫實傳統，九十年代世紀末的都會秩序崩壞，人際寂寥疏離，進入二十一世紀，國片渡過一段沉潛的低靡

時期之後，自《海角七號》起又見曙光。影展選映沉潛期的佳作，以及後來國片再見曙光後的代表作品。 

 選片上，需特別一提的是，沉潛時期的佳作是有必要被看見的，他們象徵著台灣電影不景氣時，正努力創作，足見蓄勢待發，

已令人驚豔。如《藍色大門》樹立著台灣校園青春電影的典範，清新、陽光、青澀，特別是同性愛戀的酸楚徬徨與樂觀的態度，

即使今日觀之仍然讚嘆。又如選映鄭文堂導演的《深海》，從較高的位置客觀描述都市底層女子的愛情故事與友情，運鏡、選角、

敘事能力，成功詮釋生命中之不能承受，卻又見溫柔寬厚的希望。 

 

說明： 

1.日  期：10月1日至11月5日，每週二、六，免費入場。 

2.本週播映：10月1日(二)，晚間7點，藍色大門。 

     10月5日(六)，下午2點，九降風。 

3.映後講座：10月1日(二)，晚間7點，藍色大門－易智言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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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61107,r1160-1.php


台聯大駐校藝術家系列【吳兆南相聲劇藝社】「相聲藝術工作坊」 

 由【吳兆南相聲劇藝社】指導此次工作坊，從相聲基礎知識開始，帶領學員認識相聲起源、轉型、興衰、兩岸發展異同，學習

相聲本體藝術特徵，賞析名家段目，訓練舞台儀態與台風，教授相聲表演技巧，最後於期末舉行成果展，作為學習呈現，探索開

發學員的表演潛能。 

 

說明： 

1.時    間：10月1日至12月10日。 

2.地    點：清華大學校友體育館三樓韻律教室。 

3.演    出：吳兆南相聲劇藝社。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3&&t

ime=1&&fdsn=556。 

5.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artnthu2013，術科課程限定

20名，即日起開放報名，採線上報名，額滿為止。 

 

2013印度排燈節慶典 

  印度排燈節活動，有如華人新年，已經在清大舉辦為期多年。一百元走幾步路您就能置身於印度，三百元就能享有傳統印度餐

盒，最道地的寶萊塢舞蹈表演，透過現場明白印度電影三個傻瓜裡的幽默。除此之外還有一生中一定要看過 Rangoli沙畫!!只有

在今年開放全校師生參與，歡迎大家一同共襄盛舉，不一樣的夜晚，不一樣的清華，憑票入場，請踴躍報名排燈節慶典。 

 

 

 

 

 

說明： 

1.時    間：10月19日(六)，晚上6點。 

2.地    點：行政大樓3F綜合學務組。 

3.票  價：NT$ 100 (報名即送精美紀念品)、 

     NT$ 300 (印度傳統餐盒含紀念品)。 

4.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diwali2013cht。 

5.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Diwali2013。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3&&time=1&&fdsn=556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3&&time=1&&fdsn=556


樂遊世界電影展 10月 8日－【戀夏 500日】 

 

 什麼都好的ok男－湯姆，遇見了精靈古怪的肛門期女孩(超潔癖、一絲不苟) －夏天，在彼

此擁有的500個日子裡，所有的「愛愛」奇招，都為這段感情注入了無限火辣的熱情元素，夏

天的手臂也變成了湯姆的畫布，這些都在湯姆的心裡留下深深的愛戀痕跡，他已經認定了夏天

就是這輩子要廝守的伴侶……。不過，夏天卻不認為做愛等於戀愛，他倆又將如何面對500天

後全新的開始？ 

說明： 

1.時  間：10月8日(二)，晚間6點30分。 

2.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3.放 映 師： 謝慧馨／諮商心理師 

4.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9907,r491-1.php。 

 

《演講資訊》 

【學習系列講座PART2】犀利想法！創意，不難 

 一般考試總是有一套標準答案，只要按部就班，就容易得到高分，但如此就容易讓我們的思考被侷限在這個小方框內。然而創

意發想似乎很難找到一套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如何突破思考的「框架」，讓想像空間無限延伸！期望透過此演

講，能讓學生走入創意世界，走出自我設限，產生源源不絕的想法，開拓更寬廣的想像空間。 

說明: 

1.時  間：10月24日，晚間7點至9點。 

2.地  點：旺宏館R245教室。 

3.講    者：鄧鴻吉先生(創意發明家)。 

4.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590。 

 

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十週年系列活動 

 

說明: 

1.時  間：10月8日，下午3點至5點。 

2.地  點：清大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1F清沙龍。 

3.講    者：Professor 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學燕京學社主任／政府 

     系教授)。 

4.參考網址: http://cfcc.nthu.edu.tw/cfcc/cfccnews.html。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9907,r49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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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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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 Energy—Wind Energy 

 節能減碳/再生能源這些相關名詞在最近幾年成為甚夯的口語，能做得事很多，包括認同/反對/作秀/藉機獲利……等等，都能

找到一席之地，什麼是最佳的選擇也因人而異。本講習提供某一部份領域的實務經驗供作參考，期盼有識/有興趣之同學共同投身

奮鬥。本講習共分兩部分： 

  第一部份是Energy Allocation，包含：風資源、能源政策、風電產業發展等； 

  第二部份是Harvest the Wind，包含：專案發展、風機及零組件供應鏈、東元案例、未來的明星—離岸風電。 

 講習內容有其侷限性，也不代表合適性，建議參與者要做相當篩選。 

說明: 

1.時  間：10月3日(四)，下午3點半至5點。 

2.地  點：工一館107演講廳。 

3.講    者：王裕光協理，東元電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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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