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庠科技講座」、「有庠科技論文獎」獲獎者清華教師佔半數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日前公布第十一屆「有庠科

技講座」、「有庠科技論文獎」得獎名單，二項獎項本校教師得

獎人數都佔了二分之一名額，學術成就斐然。「有庠科技講座」

共分為「奈米科技講座」、「通訊光電講座」、「生技醫藥講座」

及「綠色科技講座」四類，每類別每年至多甄選出一名得主，

本校化工系／醫工所講座教授宋信文教授及化學系特聘講座教

授季昀教授分別獲得「奈米科技類」及「綠色科技類」二類講

座殊榮，二位教授介紹如下(依姓氏筆劃順序)： 

宋信文教授的研究領域為應用於藥物/基因制放載體(drug／

gene delivery carriers)、心肌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cardiac 

tissue engineer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醫學器材

(medical devices)以及醫學影像(medical imaging)等相關的

生醫材料。近來，他專注於研發一口服藥物奈米微粒載體平台

技術，用以口服吸收蛋白質(protein)、多醣體(polysaccharide)

或核酸類(nucleic acid)藥物等。2007年研究成果發表於

Biomacromolecules 中，獲得全球矚目。 

這項口服蛋白質藥物平台技術領先國際，不僅受邀一流學術

期刊撰寫不同題材之回顧論文(review articles)，成果也已獲

得 57項美國專利以及我國、澳洲、加拿大及中國大陸的專利，

並經本校技轉美國 NanoMega Medical Corp.。目前全球最大的

胰島素藥廠 Novo Nordics 與美國大藥廠 Eli Lilly，已對本平

台技術進行動物實驗評估。宋教授也協助國內藥廠研發一白血

球生長促進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CSF)口服劑型；以及協助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研發口服肝素

(heparin)劑型，並與工研院研發口服人類生長賀爾蒙(human 

growth hormone)劑型等。在心肌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研究上，

他的團隊已陸續研發多孔性心肌補綴片、細胞片與細胞球團等，

應用於心肌梗塞後的組織再生與心室功能重建。研發成果已獲

得 5項美國專利及 2項我國專利。現階段研究重點則偏向結合

導電性高分子材料與先前研發的研究成果，期能重建心肌梗塞

後的心律同步。季昀教授於 1978年畢業於本校化學系，1982年

赴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經一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化學

系的博士後訓練，在 1987年學成歸國，加入化學系擔任副教授

起，已屆二十六年。在這期間，他全心全意投入化學科學的學

術研究。也因如此，得以在任教短短四年後，獲頒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之後並在 1996年完成連續三次獲獎。 

從 1998年起，季昀教授的研究主題已漸漸脫離傳統學術主題，

並由有機金屬化學轉換至材料化學。對此、其初期工作專注在

金屬化學氣相沉積，以新型前趨物製備金屬薄膜材料，期能提

供積體電路製程更多元化的材料選擇。之後，也就是在 2003年

開始，又轉從事有機磷光發光二極體材料與元件製備研究。並

於 2007年起，從事染料敏化太陽電池開發研究，並專注於新型

有機金屬染料的開發，成效斐然。 

季昀教授曾於 1997年獲頒中山學術獎，2006年獲教育部學術

獎，於 2011年獲國家講座。在研究方面，他參與發表超過 270

篇學術論文，影響因子超過 44，並曾申請並獲頒超過 25項國內

外專利。 

另外，「有庠科技論文獎」分為「奈米科技」、「通訊光電」、「生

技醫藥」及「綠色科技」四類，甄選出的八位獲獎者中，本校

即有電子所吳孟奇教授、生資所孫玉珠教授、生技所／腦科學

中心江安世講座教授、材料學系林皓武助理教授等四位教師獲

獎，教師的研究能量持續迸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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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化工系／醫工所講座教授宋信文教授獲得有庠科技講座「奈米科技類」

殊榮。 

本校化學系特聘講座教授季昀教授得有庠科技講座「綠色科技類」殊榮。 

 

學生求學最重要的良師益友 第五屆傑出導師獎 

本校於 5月 31日(五)舉行「國立清華大學第五屆傑出導師獎」

頒獎典禮，恭賀工科系周懷樸教授、生科系與分生所藍忠昱教

授、外語系張寶玉教授獲得此項殊榮。典禮中，陳力俊校長對

於三位老師在學生輔導工作的無私奉獻，給予最高肯定。 

「多一些付出、多一些愛心，讓學生們向上向善！」－周懷

樸教授 

周懷樸教授是清華校友，於國外求學畢業後選擇回國至母校

任教。周老師曾擔任工程與系統科學系主任、教務長等，周老

師說，在不同層面的職務都是一種服務，但對教育有最大的熱

忱、在教學上與學生交流，感覺是最快樂的事情。 

周老師上課時喜歡與學生互動，他認為，師長除授業解惑，

最重要的是要給予學生自行思考的空間，以不斷拋出問題的方

式，引起學生的興趣並樂於思考，希望學生在學習上，任何時

候都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思考、並找出答案。 

對於學生周老師則依不同情形給予輔導。剛進學校的新鮮人，

他會先了解他們的家庭狀況、興趣、志向等，然後給予大學生

活概念的指引。他把輔導的學生分成三類，「穩定」、「警戒」，

以及「優先觀察」。對於警戒的學生，像是期中成績預警等，就

需要約學生面談，注意他的情況；優先觀察的個案需要增加會

面次數，必要時要尋求系教官及諮商中心老師的專業支援。如

有需要，他也常與家長聯絡、尋求家長的協助，因為畢竟從家

庭方面，可以更了解學生另一個面向的生活與態度。 

周老師期望學生都能培養自己的自信心。自信是建立在克服

自己覺得無法克服的事情上，「信心是隨著成功解決困難而來。」

面對未來，他建議學生們要採取積極樂觀的態度。「向上、向善，

同樣重要。除了學識專業要精進外，也要擁有良好的品性。」 

「態度決定一切，Learn In the Process！」－藍忠昱教授 

藍忠昱老師在大學時攻讀食品科學，後因興趣轉攻生物與化

學，並前往美國加州大學鑽研微生物及分子生物。在順利取得

博士學位後，決定回國並奉獻所學，執起教鞭教育下一代。 

藍老師的個人網頁中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張老師與學生的

開心合照，而不是期刊論文。他認為，與學生的關係，平時上

課或課後的關心是很重要。「如果平時上課的方式，已經讓學生

對你建立起信任感，那學生平常有事才會第一個找你。信任有

了，學生才會跟你談很多事，你才能有機會幫助他。這種人與

人之間的互動很值得我們學習。」 

他認為，當學生態度是最重要的學習。他對學生比喻，「專注

於技術，出社會將會是一個很好的技術員，但並不會成為一個

好的研究人員，或對社會有所貢獻的人。」學生來到學校，不

僅學習書本上的知識、考卷上的題目與答案、實驗上的技術，

而是要學習正確的態度與解決問題的能力。藍老師希望他的學

生在畢業離開學校前，都可以培養到三項能力：獨立自主、面

對挫折、以及面對挫折時的態度。面對困難時，有需要可以找

人幫忙，但自己還是要學著面對，因為自我面對的過程才能有

所學習。 

他也以練功作比喻，要先練好基礎，紥穩馬步，才能學到一

招半式。不管在大學部、研究所、還是出社會，你都是在 learn 

in the process。「很多事情要去嘗試，嘗試才有機會獲得，不

要因為害怕，就拒絕嘗試。面對沒做過的事，大家都會害怕，

只是不要讓旁人知道你害怕。」他笑言自己剛任教時也會害怕，



老師學生都會在一旁打分數，但是他不會顯示出自己害怕，因

為都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害怕都只是因為心虛，表示你還沒

準備好。」 

藍老師除了在學生心目中是傑出導師外，在教學成就上亦獲

得大家的肯定：先後兩次在 97學年度及 100學年度榮獲生命科

學院的傑出教學獎，並獲得校內傑出教學獎三次提名，足見老

師在教學與輔導上的用心及卓越。 

「像個母親般關照每一個學生，帶他們尋找讓自己快樂的

事！」－張寶玉教授 

張寶玉老師擁有獨特的背景：老師從小在泰國長大，大學時

主修英文，輔修中文，畢業後前往北京語言學院繼續進修，後

因申請到泰國皇家獎學金，便把握難得的機會前往美國深造。

張老師從幼年開始便對「教師」有美好的憧憬，成長過程中老

師一直往夢想前進，當中遇過不少挫折與失望，但她對教學的

熱情卻始終有增無減。在博士學位畢業後，為了實現教職夢想，

張老師先是前往加拿大任教，後把握清華大學外語系的招聘機

會，開始了在清華大學奉獻的日子。 

因張老師的個性直接，曾經有學生在輔導過程中哭了，她坦

言這樣的個性很吃虧。「我用事實教訓他們，有些人會覺得很痛，

那是因為刺到心中的要害。」正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張老

師常指出學生的錯誤，都是源於對學生的愛。老師對教學的熱

誠無可置喙，教學就是她生活的全部。不僅僅因為這次榮獲「傑

出導師獎」殊榮，這些年遇到的學生，都讓老師很感激。老師

給予學生的愛，他們再給予回應，即老師在教學生涯中最大的

獲得。 

張老師希望同學努力去找到自己的專長，讀書不是唯一的出

路，只要能夠認清自己的方向，如果知道自己不喜歡讀書，便

要找到喜歡的東西，因為只有非常喜歡的事情，才能把它做到

最好，脫穎而出。她以全球首富巴菲特為例：巴菲特喜歡自己

的工作，以自己工作的快樂為活，所以才會那麼成功。 

在 2011年，張老師升等為副教授，亦同時誕生了一對可愛的

雙胞胎女兒，這對她而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里程碑。在沒有小

孩之前，張老師覺得自己是學生的母親；當了母親後，老師反

而更懂得當導師，因為相較於母親，導師只要專注在學生的學

業和做人兩方面就好，但是不論是老師或母親的角色，她都希

望孩子與學生都能夠感受到她的愛，把愛化成力量，成為一個

對社會有所貢獻好人，活得健康快樂。

   
原科院工科系周懷樸教授。 生科院生科系與分生所藍忠昱教授。 人社院外語系張寶玉教授。 

 

司徒文博士、尹衍樑總裁 13級畢典分享人生智慧 

6月 8日(六)本校舉辦 13級畢業典禮，前來為畢業生祝福的

來賓川流不息，校園中各個角落好不熱鬧。今年畢業生人數學

士班計有 1419人、碩士班 1687人，以及博士班 337人。陳力

俊校長致詞時，特別恭喜各位畢業同學，在多年努力後，學業

達到一個值得紀念的里程碑。 

陳校長表示，同學們畢業是完成了人生的一個階段，但也將

開始新的階段。他鼓勵學生要能了解問題、公正的判斷，不盲

目的反對，將「青春不服從」發展成進步的動力；他分析博士

級人才的必要性，以及知識經濟在當代的重要性，呼籲學生「欲

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繼續攻讀博士學位。 

美國卓有聲譽，強烈維護言論自由的法官勒恩德‧漢德

（Learned Hand）名言：「自由，是永遠不要過度相信你是對的」

陳校長說，「青春不服從」若在文學、藝術上能不宥於成規，不

怯於嘗試，勇於創新，才可能發揮創意，有源源不斷生機，有

所突破；在公民不服從上，能審視現今法律制度缺漏、社會不

公不義，藉一己之力，或團結合作，以有所匡正，這樣「青春



不服從」將會是進步的動力，是值得鼓勵。 

但是，他也提醒，不服從要在對問題有相當了解後，做了公

正的判斷，而不是盲目的反對，有時更應逆向思考，不要忽略

現代生活複雜性，轉向較簡化的善惡判斷；在反對前，要三思

是否有道理、資訊是否明確，自己立場是否超然無私，公正客

觀，標準一致，訴求是否為假議題，要解決問題，不能只有訴

求，有批判無思考，有批評無檢討，要維持純真，但不要天真，

讓熱情被民粹糟蹋。 

「這幾年報考頂尖大學的博士班學生人數大幅減少。」陳校

長提到，現今世界各地人民所共同關心的議題應是經濟福祉問

題，而高深的知識，是一國經濟發展良窳的關鍵，因此以培育

具有高深知識人才的博士教育至為重要。 

他說，在職場上，最受重視的是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博士研

究則是有嚴謹的訓練；擁有博士學位，代表具備相當優秀的資

質及「力爭上游」的企圖心，在社會觀感中，屬於菁英份子。 

陳校長指出，許多台灣標竿企業在雇用新人時，新進碩士要

晉升到新進博士職等，所需時間一般會比攻讀博士學位所需時

間多兩年以上，可見其對博士訓練的評價與器重。他說，從經

濟學基本供需原理看，在博士人數銳減，而需求面依舊的情況

下，博士以稀為貴，未來將更炙手可熱。清華擁有優異的師資、

設備與環境，攻讀博士應是很好的生涯選項。 

美國在臺協會前處長司徒文博士提到，英文是以「開始

(commencement)」這個字來稱呼「畢業典禮」。因為對畢業生而

言，這將是個全新的開始。除了期許畢業生承襲清華長遠而光

榮的歷史，也要承擔由前人所創造出來的臺灣奇蹟。 

司徒文博士以人生以及外交官生涯當中覺得受用的經驗提出

建議。他說，多聽取意見，但做決定時，應相信自己的智慧、

直覺；「時間」是有限的，必須更明智地善用它，並抱持開放態

度隨時吸收新的經驗、接受挑戰與利用機會。他強調，「機會是

給準備好的人」，應為自己訂立更高的目標，並且能從錯誤當中

學習到教訓。 

他提到，要尋找最適合和你一起打拼的工作夥伴，並從他們

身上學習。對於一路扶持、幫助你邁向成功的人們要感激，並

能適時地去享受人生旅遊中的過程。司徒文強調，要養育下一

代，這樣才能豐富生活、有利於國家。 

本校名譽工學博士、潤泰集團尹衍樑總裁提到，「挫折是上帝

的恩典，是促使進步的動力。」尹總裁提到，自己一生經常受

挫，唸書時沒底子讀得很辛苦、大學時女友因他曾經當過流氓

的身份拋棄他，甚至在工作後連續兩個投資全部失敗倍感挫折，

但這些失敗最後卻都成為他上進的動力。 

 他說，剛畢業領著 300元月薪，日日超額時工作，但是，「態

度跟感恩的心決定未來的命運。」現在人總希望能夠錢多、事

少、離家近，但現實不可能總於你所願，懂得感恩的人才能得

到更多的幫助和機會。尹總裁強調，畢業生剛進入職場時是企

業的半成品，但是經過企業的磨練才會成為成品，名校文憑可

以是光環，但可能是恥辱，文憑只有在進入公司的三天內有用，

拿著相同的文憑跟學歷，為什麼表現不盡相同，因為不同的態

度決定了未來的命運。他也祝福畢業生前程遠大，以「揚鞭得

意春風裡，記取當年清華人」勉勵畢業生。 

今年學生設計了「水清木華綠色畢業典禮」，以蔬果花束取代

傳統花束，由畢業生代表在典禮將花束獻給校長；而校狗們也

換上印有祝福字樣的「校服」在校園中巡禮，，使整個畢業典

禮活動更顯活潑。 

  
司徒文博士分享人生以及外交官生涯當中覺得受用的經驗。  尹衍樑總裁提到，「挫折是上帝的恩典，是促使進步的動力。」 

 

 



《教務處》 
 2013暑期徵求接待家庭！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57626,r1504-1.php 

 

 102學年度上學期舊生註冊須知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57542,r1504-1.php 

 

 2013哈爾濱工業大學暑期學校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5-1154-57621,c7761-1.php 

 

 代為公告：檢附語言訓練測驗中心(LTTC)102年「英語寫作師資培訓課程」台北暑期密集

班簡章乙份，本課程將自 7月 29日至 8 月 2日上課，即日起開放報名，7 月 15日前完成

繳費者，可享「早鳥優惠」，名額有限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51 

 

 開放式課程陪您一起打贏這場期末戰役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74 

 

《總務處》 
 102年度大保養停電通知(請特別注意，各單位通常會有二次停電時間，原科中心、人社

院、生命科學二館有三次)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7715,r992-1.php 

 

「學人宿舍新建工程」交通動線管制，碩齋前安全圍籬架設及腳踏車停車位遷移施工 

說明： 

1. 施工時間：6月14日至6月21日。 

2. 為施作施工車輛動線，部份既有設施將予以敲除及遷移，施工期間將會產生噪音、振動、粉塵及影響交通動線，敬請配合。 

3. 施工期間，非相關人員或施工車輛請勿靠近圍籬周邊管制區域，同時該周邊區域亦請勿停車，以免發生危險與愛車汙損之情事，

造成不便與困擾，敬請見諒。營繕組聯絡人，房正國(分機62281)。 

4.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7682,r992-1.php。 

 

《研發處》 
 國科會工程處主動規劃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7 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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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0 

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57626,r150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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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5-1154-57621,c776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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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函告配合行政院對菲律賓實施反制措施，停止審議依據臺菲雙邊科技合作協定辦理

之各項補助，並請暫緩前往該區域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57 

 

 教育部於民國 6 月 4 日起廢止「教育部補助學術會議及活動審查要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458 

 

 產業分析課程，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邀請您免費參與 6月 17日、6月 24 日下午

2點至 5 點「技術預測」課程，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84e26e9e-1546-4119-a060-3380d7670121&q=a57

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 

 

 2014年榮總台灣聯合大學整合型研究計畫自即日起接受申請，7月 15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7143,c2617-1.php 

 

 清華大學與台大新竹分院合作研究計畫「雙方學術交流會」即日起徵求計畫提案單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6514%2cc2617-1.php 

 

 103年度清華大學與台大醫院新竹分院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102

年 7月 12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7617,c2617-1.php 

 

 103年度清華大學與長庚醫院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102年 7月 12

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7675,c2617-1.php 

 

 清華大學與馬偕醫院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7月 12日止，逾期不

予受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7676,c2617-1.php 

 

 國科會 102年度「傑出研究獎」申請作業自即日起至 8月 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62 

 

 國科會徵求「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6月 18日下午 6 時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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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徵求「能源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6月 18 日下午 6時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41 

 

 屏東縣政府訂「屏東縣政府研究論文獎助計畫」，鼓勵大專院校博(碩)士生參與屏東縣之

相關議題研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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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國科會工程處主動規劃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7 月 11日深夜 24點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460 

 

 「第十屆國家新創獎」報名截止至 6 月 30日，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d09f327-8e69-4720-afed-04e94985952a&c=me%20nu041 

 

 國科會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試行要點」第八點，自即

日起生效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464 

 

 教育部函轉文化部為紀錄、保存及分享台灣人民的故事，公開徵求執行團隊辦理「國民記

憶庫：臺灣故事島計畫」案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465 

 

 102年第二梯次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簡章及報名表 

參考網址：http://nstdc.web.nthu.edu.tw/bin/home.php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潘文淵獎」，於 8月 20日前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63 

 

《全球事務處》 
  瑞典林雪平大學求學經驗分享座談會，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32&lang=big5 

 

 歡迎參加 2013 年第 3次「臺灣歐盟論壇」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33&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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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近日已和廈門大學簽署聯合辦理雙聯學制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34&lang=big5 

 

《計通中心》 
 歡迎各單位、系所申請「Cyberhood 雲端服務系統－公用硬碟區」儲存空間分享資料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57643,r240-1.php 

 

《圖書館》 
 畢業前的叮嚀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歡迎利用圖書館之友候補系統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25 

 

 歡迎參加「ｅ書推廣微影片徵集」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28 

 

 歡迎參加臺灣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電子書有獎徵答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29 

 

 圖書館訂購之 SDC Platinum 全球金融交易資料庫，已於 6 月 1 日起停訂，原資料庫內容

仍能檢索，感謝您的使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35 

 

《人事室》 
 請踴躍推薦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中華民國第 51 屆十大傑出青年選拔活動」人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7571,r875-1.php 

 

《主計室》 
 自 102年 6月份起，本校經常門關帳日提前一日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57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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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第一次結算收回為 6月底執行率應達 40%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57330,r116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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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亞倫雷奈影展 Alain Resnais Film Festival 

 亞倫雷奈 Alain Resnais(1922－)，法國新浪潮左岸派導演，早期因經常探觸「記憶」與「創傷」主題而聞名。他的形式才是主角，

音樂、色彩、燈光、構圖、攝影機運動……，都為了反映角色或情節的情緒，給予觀眾許多想像空間。老頑童雷奈到九十幾歲了還

在拍片而且拿了坎城，觀看雷奈 60年至今的作品就像倒吃甘蔗，別困惑於劇情或形式，讓我們一路看下去，總之，「好戲還在後頭」！ 

 

說明： 

1. 播映日期：6月4日至7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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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日(二)，去年在馬倫巴 Last Year at Marienbad(1961)94 min 映後座談。 

6月22日(六)，穆里愛Muriel, or the Time of Return(1963)117min 講片。 

4. 映後座談：6月18日(二)，去年在馬倫巴，鴻鴻／詩人、導演、藝術家。 

5. 邊看邊講：6月22日(二)，穆里愛，李幼鸚鵡鴳鶉／知名影人。 

6. 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5&&time=1&&fdsn=551。 

 

《演講資訊》 

「史學的理論與史學的實踐－以世界史為中心」研討會 

說明： 

1. 時  間：6月20日(四)，下午4點30分至5點30分。 

2. 地  點：人社院A316。 

3. 主 辦 人：李弘祺教授。 

4. 講  者：古偉瀛教授／台灣大學教授、周梁楷教授／逢甲大學教授。 

5. 參考網址：http://www2.hss.nthu.edu.tw/news_detail.php?id=653。 

 

【人社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97)】 

說明： 

1. 時  間：6月18日(二)，下午2點至4點。 

2. 地  點：教育館225室。 

3. 講  者：Joseph W.Dauben／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History of Scienc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erbert H. Lehman／College, CUNY, and Ph.D. Program in History。 

4. 講  題：Galileo, Mathematics, and the Art of Renaissance Science。 

5.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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