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術研究及行政體系不斷創新  

本校獲頒第 23屆「國家品質獎」機關團體獎

經過嚴謹的評審過程，本校再度獲得外界的肯定，榮獲第 23

屆「國家品質獎－機關團體獎」殊榮。陳力俊校長表示，恭禧

每一位清華人，清華校務的創新及績效，是全體師生同仁長期

齊心努力的成果，清華團隊追求「高品質」的執行力，「國家

品質獎」的肯定 將鞭策清華更積極推動全面品質管理，持續

改善。8月 30日由陳校長率領本校百餘位同仁出席頒獎典禮，

互相祝賀，也互相勉勵持續精進。 

本校於 1982首創長期發展委員會，展開有系統的校園規劃。

長期致力於組織與流程再造、服務品質提升、全面品質管理

（TQM）和精實管理等行政改善方案；推動基礎科學、應用科

學研究及產學合作，鼓勵教學與學術研究；首創「繁星計畫」

並推出「旭日計畫」、清華實習法庭與清華住宿學校及清華學

堂 n等等創新教育模式，這些積極作為都深獲評審委員們的肯

定。 

陳校長說，本校積極延攬海內外傑出學者、留任獎勵優秀師

資，招收海內外優秀學生、加強畢業校友服務與聯繫，並推動

校友捐款累積回饋制度及「百人會」計畫，建設國內唯一全部

由校友捐贈的「校友體育館」；因佔地利之便，可就近與其他

學術研究單位、產業研發機構及產業園區，做緊密的合作。校

內設有全國學術組織中唯一一座原子爐，發展硼中子捕獲治療

研究，與台北榮總合作，為國內癌病病患提供新的治療方法。 

他也特別說明，清華藉由 SWOT綜合分析及以世界頂尖大學

的標竿分析，擬訂 5-10年中長程計畫，並從行政電腦化與合

理化、校務評鑑、教務創新、校友-品牌-社群 

（Alumni-Brand-Community, ABC）策略、組織再造等歷程，

來落實世界級卓越大學願景理念。陳校長表示說，作為頂尖大

學的一員，清華不但堅持校訓「自強不息」的精神，持續追求

學術卓越與培育傑出人才，更與產業緊密合作共同開發前瞻產

業技術，以創造經濟效益，並共同促進台灣高等教育的國際化；

未來，清華師生亦將持續秉持「厚德載物」的校風，參與社會

服務與國際志工，照顧弱勢，建立服務社會的視野與能力，帶

動國內高等教育之整體發展，並整合相關資源，提供永續經營、

永續發展、高齡照護等因應策略，以對社會、國家、乃至全人

類做出重大貢獻。 

「國家品質獎」為我國最高經營品質榮譽，除了必須貫徹「精

益求精、追求卓越」之永續價值，使組織邁向高卓越經營及高

附加價值化目標。挑戰國家品質獎，必須通過嚴謹的評審程序

及標準檢驗，榮獲國家品質獎的得主，堪稱是全方位優質的企

業體及研究推廣的實踐者，可謂台灣各產業界的領導指標，經

營管理的最高品質典範。本屆共有 37個單位及個人參與國家

品質獎角逐，每位申請者都是各產業、各領域中的佼佼者，共

有 6個得獎的企業及團體，包括：企業獎 3家、中小企業獎 2

家，及 1家獲機關團體獎，而本校為本屆中唯一一個以學術組

織獲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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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百餘位同仁出席頒獎典禮。 
 

由行政院毛治國副院長(右)頒發獎座給陳力俊校長(左)。 

   

賀 化工系李冠廷、賀煦雯、羅于珺同學參加 2013東元科技創意競賽「Green Tech」榮

獲「東友科技獎」(指導教授：呂世源) 

  

賀 本系姜翰廷等 7 位同學榮獲「Tsinghua-HKUST Programming Contest 2013」優勝名

次(指導教授：李哲榮教授) 

 

《教務處》 
 科普主題寫作競賽活動辦法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27 

 

 學習評鑑中心誠徵工讀生 

參考網址：http://class.web.nthu.edu.tw/files/14-1669-60337,r11-1.php 

 

 102學年度上學期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補助開始受理申請，即日起至 10月 3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584 

 

 寫作中心 102學年度第 1學期英文短期研習課程表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23 

 

 華語中心 Mandarin Classes for 2013 Fall，102 學年度上學期華語課程表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56296,r1275-1.php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27
http://class.web.nthu.edu.tw/files/14-1669-60337,r11-1.php


《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論文集》出版訊息 

 

 

說明： 

  梅貽琦先生(1889-1962)，清華大學校長，二十世紀偉大的現代教育家。他一生

盡瘁教育，踐行大師論、通才教育、自由學術、教授治校，主導北京清華大學黃金

時代，開創西南聯合大學教育奇蹟，在生命的晚年創辦新竹清華大學，被海內外清

華學子譽為「永遠的校長」。 

  2012年 10月 26-27日，國立清華大學舉辦「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會」，

藉在追念一代學人風範之際，冀能激勵華人教育面向未來發展。以陳力俊、鄧昌黎、

顧秉林為代表的兩岸及海外二十多位學者，和與會代表們一起緬懷梅先生事蹟行

誼，就其辦學理念所契合的主題，包括通識教育、體育教育、全球化、學術自由、

民主治校、大學精神等展開研討。學者們將演講內容撰寫成文，凡十六篇，經國立

清華大學教務處整理編輯成冊。另外，本書還收錄一篇中央研究院陳守信院士深切

感念梅先生德風之演講詞。本書既是致敬梅先生典範長存，又為讀者打開瞭解梅先

生與高等教育的一扇視窗。 

參考網址：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60522%2cr764-1.php 

 

《學務處》 
 衛保組 102年就四要「性」福活動報名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0503%2cr1204-1.php 

 

 如何正確使用傷口敷料及除疤產品以減少疤痕產生活動報名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0524%2cr1204-1.php 

 

 102學年上學期 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助學金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134#showTitle 

 

《總務處》 
 自 102年 7月 1 日起，「國外郵件招領」網站公告訊息將自文書組網頁移除，惟仍維持

每月 2次以紙本分送各單位之公告方式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60453,r27-1.php 

 

 玉山銀行臨時駐點(行政大樓二樓 216室，保管組隔壁)延長服務期間至 102 年 9 月 30

日止。 

 

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60453,r27-1.php


《研發處》 
 國科會 103年度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10月 20日深夜 24點止受理申請(本校

截止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06 

 

 國科會國合處徵求「台灣與義大利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9 月 25日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03 

 

 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修正「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辦法」為「實驗動

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或小組設置及管理辦法」並修正全文，民國 102年 8月 26日以農

牧字第 1020043122A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160#show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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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504 

 

《全球事務處》 
 102學年度秋季班舊生國際學生獎學金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64&lang=big5 

 

 2013海外留學及遊學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68&lang=big5 

 

 歡迎參加 2013 年第 4次「臺灣歐盟論壇」 

參考網址：http://www.eutw.org.tw/info-news_02_com.php?DB_MesID=574 

 

 本校於九月在美國舉辦招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62&lang=big5 

 

《圖書館》 
 Elsevier 電子書好書搶先看，月月送大獎，九月份闖關，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90 

 

 總圖書館中秋連續假期開放時間公告 (9 月 19日至 22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94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06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64&lang=big5


 「新時代圖書館規劃與發展趨勢國際論壇」訂於 9 月 10 日假本校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國際會議廳舉行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000&sub1=Academic#showTitle 

 

《人事室》 
 「教師法」第 14條修正條文業奉 總統 102年 7 月 10日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31131號

令公布，修正條文及對照表請詳見附件檔。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0372,r875-1.php 

 

《主計室》 
 [更新時段]102 年度主計業務座談會於 9 月 9日至 11日辦理，歡迎相關人員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157&sub1=post1#showTitle 

 

《藝文活動》 

季風亞洲與東西文明交流工作坊 

 

說明： 

   1.時  間：9月12日，早上8點半至下午5點半。 

   2.地  點：教育館225。 

   3.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 

   4.報名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10。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0372,r875-1.php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澳門學對大航海時代葡萄牙史料的研究與運用 

 

說明： 

1. 講  者：金國平客座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2. 時    間：9月11日(三)，下午4點至6點。 

3. 地  點：人社院A302。 

4.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9月10日(二)，中午12點。 

5. 報名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11。 

 

【夜貓子電影院】佳片重映 

  夜貓子電影院春夏影展，以三谷幸喜的喜劇作開場、介紹在國際上大放異彩的土耳其導演－卡潘諾古，接著在每年巡迴的【金

穗影展】邀請到黃琇怡與李孟津兩位導演陪我們重新觀看我們寶愛的台灣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特別感謝知名音樂人林強大哥親

臨影展映後座談，以及閻鴻亞先生、李幼鸚鵡鵪鶉大師來和我們談亞倫雷奈……這些難得的機緣，夜貓子電影院致上深深的感謝。 

  因為投影設備老舊的因素，春夏影展有幾部片子出現播映中斷的情形，對觀眾十分抱歉。適逢場地整修，我們也藉此時間添購

新的投影設備、重新安裝管線。在開學前後特別安排重映，邀請大家來重新觀賞這些佳片。 

  原播映場地蘇格貓底咖啡屋於今（102）年 10-11月間進行整修工程，因此秋冬影展播映場地將改以「合勤演藝廳」為主，如

工程如期完工將視情況調整場地，並公佈於粉絲專頁。 

 

說明： 

1.播映時間：9月10日至9月14日， 

每週二、六，晚間8點30分。 

2.播映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3.本週播映： 

9月10日(二)晚間8點30分，就是不親嘴(2003)115min、 

9月14日(六)晚間8點30分，承諾(1996)92min。 

4.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NIGHTCATS。 

 



《演講資訊》 

【學習系列講座PART1】說清楚講明白！不可不知的口語表達秘訣 

  說話總是抓不到重點嗎？還是常常表錯情使人會錯意，而陷入尷尬的窘境？只要掌握關鍵表達技巧，就能讓人明瞭易懂，精準

接受到你的訊息，讓你不再徒費脣舌，避免越描越黑！邀請到謝文憲先生(知名暢銷作家)兩岸知名講師，現任路易仕國際顧問有

限公司總經理，連續九年獲《管理雜誌》評選為知名企業內訓講師，是台積電、華碩電腦、台新金控、雅虎奇摩等百大知名企業

的指定講師。去年蒞臨清大演講深受同學喜愛，本學期憲哥熱潮再度席捲，這次他又將帶來哪些口語表達的瑰寶呢？你不容錯過

此演講！ 

說明： 

  1.講  者：謝文憲先生。 

   2.時    間： 10月2日星期三，晚上7點至9點。 

   3.地  點：旺宏館R245教室。 

   4.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589。 

 

 [數學系]系友分享座談會－你的薪水不只22K 

說明： 

6. 講  者：吳瑞蓮女士，(82G級，Gartner 亞洲區研究部副總裁，理學院傑出校友)。 

7. 時    間：9月18日(三)，早上10點至11點40分。 

8. 地  點：綜合三館R101。 

9.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438。 

 

[材料系]國外學者演講－劉兆偉教授「Plasmonics, Meta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Light Control at Nanoscales」 

 

說明： 

1.講  者：劉兆偉教授。 

2.時    間：9月10日(二)，早上10點半至中午12點。 

3.地  點：台達館 璟德講堂B01。 

4.參考網址：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

ontent&id=14150#showTitle。 

 

 

 



「微流體產學技術聯盟」技術說明會 

說明： 

1. 時    間：9月12日(四)，下午1點半至4點半。 

2.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108室。 

3. 報名截止日期：至9月9日(一)截止，9月2日前報名享有優惠價。 

4.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59760,r3361-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