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大學推動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

 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 Ware, OCW)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於 1999年提出的知識分享計畫，此計畫將教材與資源建置為

數位教材，無償開放在網路上供大眾分享學習。OCW演變至 2012

年，順勢而起產生了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s)，MOOCs維持 OCW的教育精神，但與開

放式課程不同之處在於強調互動，甚至提供與全球各頂尖名校

之教師進行互動交流，讓線上學習非僅為單方面學習。 

 陳力俊校長表示，本校開放式課程網站目前提供 54門課程

影片，涵蓋工程、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三大學群，由基礎科目

延伸至專業科目，為各領域具清華特色的典範課程。開放式課

程錄製時熱心參與之老師，如清華生科系焦傳金老師於 98至

101學年開始拍攝了 4門課程，目前亦熱心參與清華 MOOCs神

經科學微學程之拍攝，焦傳金老師執教十年來，三度榮獲傑出

教學獎。 

 陳信文教務長表示，清華教師除了研究傑出外，更能兼顧教

學品質，於教學上更是熱心引領莘莘學子，總是讓學生趨之若

鶩。教學發展中心趙啟超主任表示，目前清華亦參與全球頂尖

大學的 MOOCs盛會，透過台灣聯合大學系統(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建置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UST MOOCs)，整

合四校資源、發揮互補性，以提昇教育品質及追求學術卓越，

透過 UST MOOCs提供清華的特色課程，目前計有神經科學與資

訊工程微課程，光電工程導論與智慧財產權法概論等獨立課程，

預計 MOOCs拍攝課程於 9月份陸續上線。 

 網址：http://mooc.et.nthu.edu.tw。 

   
參與開放式線上課程相關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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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102上選課最後階段「加退選」開跑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60897,r1504-1.php 

 

【清華大學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由清華堅強師資陣容為您打造資工背景，讓您資

訊UPDATE 、贏在起跑點 

 

說明： 

【成功無法複製、失敗可以避免】 迎戰職場，想取得先機學習軟

體資訊、武裝硬體設備嗎？ 清華大學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推出計算機

程式、資料結構等多門資訊工程課程， 由清華堅強師資陣容、為您打

造資工背景。 飛奔進入 UST MOOCS 網站， 資訊UPDATE 贏在起跑點！  

 

參考網址：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90 

 

 

《學務處》 
 蘇州大學東吳大學「2013江南文化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0926,r3455-1.php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社團指導老師費申請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0932,r3455-1.php 

 

 國立清華大學 102學年度大一體育授課內容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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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上諮商中心主題輔導【越玩越有趣】活動開跑，揪您一起開心玩耍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9896,r599-1.php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90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9896,r599-1.php


《總務處》 
 本校教職員工生薪資入帳帳戶更改為玉山銀行者，將於 10月 1日起入帳至玉山銀行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60935,r47-1.php 

 

 成功湖畔移除喬木共 18株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0881,r127-1.php 

 

 本校為維護校園安全及環境品質，嚴禁於非烤肉區烤肉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0915,r127-1.php 

 

 102學年度上學期校園公車暨巡迴公車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0987,r127-1.php 

 

台積館北側周邊環境改善工程第1工區－第1階段施工公告 

說明： 

1. 施工工期：9月11日(三)至9月25日(三)，上午8點至下午5點。  

2. 為配合台積館周邊環境改善，施工期間周邊道路將進行交通管制，施工期間該路段將影響停車及車輛通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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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負責人：營繕組張小姐，電話：03-573-1336。  

 

《研發處》 
 教育部函轉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辦理 103 年「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補助研究生進行專題

研究計畫」相關資訊，申請期間至 10月 31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17 

 

 中華防災學會舉辦 102年度學生論文獎徵選，參選至 10 月 1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18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於 9月 27日舉辦「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照明相關國家標準

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20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獎助蔣中正學術研究博碩士學位論文及專書出版計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14 

 



 第一屆「總統創新獎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Presidential Innovation Award」

自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15 

 

 國科會「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產學小聯盟)」自即日起至 10月 14日下午 5 時止受理

申請(國科會截止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16 

 

 國科會徵求 103 年度「卓越領航計畫」構想書 10 月 1日下午 6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13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獎助蔣中正學術研究博碩士學位論文及專書出版計畫，截止日 9

月 30日前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14 

 

 「臺灣地區科研機構與大陸地區科研機構進行科交流注意事項」，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52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於 9月 27日舉辦「LED照明標準因應小組暨 LED照明相關國家標準

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20 

 

 中華防災學會舉辦 102年度學生論文獎徵選，參選截止至 10 月 11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18 

 

 尊重智慧財產權勿非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參考網址：http://ipr.web.nthu.edu.tw/files/14-1676-60946,r3580-1.php 

 

 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邀請您免費參與 9月 23日下午 2時至 5 時，「如何規劃專

利布局 Part1&2」，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3728b4d7-78a5-43a0-b1c1-c9d30f7b4fd5&q=a

57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 

 

《全球事務處》 
 國科會公開徵求 2014年度台英生科領域人員交流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2&lang=big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52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20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18
http://ipr.web.nthu.edu.tw/files/14-1676-60946,r3580-1.php


 敬請踴躍報名「2013 臺灣─澳洲高等教育會議」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0&lang=big5 

 

 本校寫作中心提供「英文讀書計畫寫作工作坊」及「中英文寫作諮商」課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1&lang=big5 

 

 本校九月將於美國舉辦招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62 

 

 9月 23日英國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碩博士招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74&lang=big5 

 

《圖書館》 
 新增試用資料庫「CNKI學術不端檢測系統」，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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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_direct_link.php?see=1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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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中秋節及教師節將屆，請遵守「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之公務員及教師廉政倫理規範」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0985,r875-1.php 

 

 國家文官學院為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倡導公務人員之閱讀風氣，規劃辦理 103 年度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請踴躍推薦適合圖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0984,r875-1.php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校傑出校友遴選，請踴躍推薦該校傑出校友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0876,r875-1.php 

 

 育英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2學年度「傑出校友」評選，請推薦人選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0875,r875-1.php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製播常態性節目，報導 102年師鐸獎獲獎教師感人事蹟，請踴躍收聽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0831,r875-1.php 

 

 景文科技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請踴躍推薦人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07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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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r8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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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r8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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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逕送本室辦理核

銷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1050%2cr875-1.php 

 

《藝文活動》 

協奏曲比賽 

 

說明： 

1.比賽對象：清華大學在校生。 

2.樂器項目：絃樂／管樂／鋼琴／打擊樂。 

3.甄選曲目：任選協奏曲一個快板樂章(亦可以選擇雙協奏曲）。 

4.甄選人數：1-2人。 

5.比賽時間：9月26日(四)，下午6點半至晚上八點半。 

6.比賽地點：合勤演藝廳。 

7.報名方式：寫下姓名、系級、樂器、演出曲目，Email至 

      ichunlin@mx.nthu.edu.tw。 

8.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4&&time=1&&fdsn=

552。 

 

 

 



《演講資訊》 

清華大學積體電路中心 DTC 「IC 設計研究領域說明會」及「研究成果展覽」 

你知道清華大學有國內最堅強的積體電路設計研究團隊嗎？想知道 DTC 三十位老師，以及數百位研究生如何跨領域互相合作，

進行各項有趣、先進的研究計畫嗎？  想一探積體電路設計的眾多領域，卻不知從何問起嗎？  或是對未來的產業發展、就業或深

造的選擇等等問題，想要有深入討論的難得機會。9月27日(五)下午2點，你有機會可以與 DTC電機、資工兩系的老師及研究生學

長姊面對面交流，解答你的各項疑惑。 

說明: 

1. 時  間：9月27日 ，下午2 點。 

2. 地  點：台達館107室、一樓大廳。 

3. 參加對象：大四、大三同學。 

4.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qrwAIjnqVRneqkYt8aaxZIJFFjCHHOdWCRW1RIl002s/viewform。 

 

Anthropology of Belief i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說明： 

1. 講    者：Dr. Jonathan Mair 

2. 時  間：9月25日，下午3點。 

3. 地  點：人社院C304。 

4.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5.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61005,r3644-1.php。 

 

 

 

 

 



研究倫理的發展與審查 

 

說明： 

1. 講    者：陳祖裕教授，彰化基督教醫院教研創新行政中 

心執行長。 

2. 時  間：9月24日，下午2點至4點。 

3. 地  點：人社院A202。 

4. 報名網址：

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60192%2cr3334-

1.php。 

【化學系】102學年上學期 九月份專題演講清單 

 

說明： 

1.本週時間：9月27日(五)，下午2點至3點。 

2.演講地點：化學館B07，王松茂紀念講堂。 

3.講  者：Prof. Ying‐Yeung YEUNG楊英洋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4.講  題：Recent Advances in Bromination Reactions。 

5.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