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向巔峰」 102年全大運清華以 16金位居一般組全國第一 

10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 5月 1日在宜蘭大學圓滿閉幕，

一連 5天賽事，雖然遇到天候不穩定，以及高達 10度的溫差的

情況，本校運動健兒卻絲毫不受氣候的影響，穩定展現累積多

時的實力，拿下歷年來最多金牌與獎牌數。清華代表隊最後以

16金 3銀 9銅的成績，在今年 163所參賽學校中高居第六，且

為非體育科系學校第一，這項優異表現更締造了清華參與全大

運以來排名的巔峰紀錄。本屆比賽各項運動代表隊的精采的表

現，不僅讓人激賞，更是令人「金」豔！ 

游泳項目清華泳士們共計獲得 5面金牌。電機系徐子翔同學

在一般男子組游泳 1500公尺自由式、一般男子組游泳 200公尺

自由式及一般男子組游泳 400公尺自由式計時決賽今年再度蟬

聯冠軍，而且他也在 1500公尺自由式中再度刷新個人所保持的

大會紀錄；拿下冠軍後，今年再度蟬連。化學系林軍宏同學也

在一般男子組游泳 200公尺蝶式保持去年的戰績，拿下冠軍。

游泳隊也在 4×100自由式接力項目獲得 1面金牌。四位選手們

火力全開，「泳」往直前，最終以 0.11秒之差擠下台大，取得

第 5面金牌，因而獲得男生一般組游泳總錦標寶座。 

田徑代表隊的表現也不遑多讓，所獲得的 5面金牌分別是由

材料所賴怡廷同學在一般男子組1500公尺及3000公尺障礙賽，

以及動機系汪天韻同學在一般女子組 800 及 1500 公尺中取得。

一般女子組 4×400公尺接力項目在化學所周沛瑜同學的領軍之

下，憑藉著極致完美的交接棒技巧，再奪 1金！ 

女桌隊由戰場常勝軍材料所辛璧宇同學帶隊征戰，一路過關

斬將，第 5度蟬聯一般女子組團體冠軍寶座，另外，她與物理

系周明翰同學幾無破綻的搭配組合，亦獲得一面混合雙打金牌！

男桌隊亦是氣勢如虹，連續 3年在一般男子組團體賽中獲勝；

而網球隊表現也是可圈可點，在一般男子組及女子組團體賽中

榮獲雙料冠軍，創下網球隊參與全大運史上的最輝煌紀錄！勝

利果實的背後，是奠基於堅持不懈不分寒暑地練習，為求步伐

與回擊的精確到位，每一吋肌肉的微調運用與拍面角度的最佳

掌控，都必須透過縝密思考與不斷地反覆操練，方能展現完美

無瑕的動作技術；為此，代表隊選手們流下的汗水實無法以斗

量計數。 

清華向來重視體育發展，也給予實質的支持，校隊辛勤的訓

練具有明確的目標，因而成就了今年「邁向巔峰」的不可能任

務。展望未來，期許本校運動健兒繼續堅持及努力，再創「雲

端紀錄」！ 

  
電機系徐子翔在一般男子組 1500公尺自由式中再度衛冕，並且刷新個人

紀錄！ 

卓思辰、葉雅涵發揮絕佳默契，奪下一般女子組雙打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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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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102年校長遴選座談會時間表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參與對象 

第一場 5月22日(三) 晚間7點至9點 綜二八樓國際會議廳 教職員工生、校友、退休人員 

第二場 5月30日(四) 晚間7點至9點 綜二八樓國際會議廳 教職員工生、校友、退休人員 

第三場 6月3日(一) 晚間7點至9點 綜二八樓國際會議廳 教職員工生、校友、退休人員 

 

預防 H7N9流感 Yes123 

 
參考網址：http://cdc.gov.tw 

賀 醫工所／化工所宋信文、化學系季昀教授榮獲「第十一屆有庠科技講座」，全國得獎共

四位，本校即佔一半 

  

賀 生資所孫玉珠教授、生技所／腦科學中心江安世教授、電子所吳孟奇教授、材料系林

皓武助理教授榮獲「第十一有庠科技論文獎」，全國得獎共八位，本校即佔一半 

  

賀 物理系林秀豪教授開設「熱統計物理」，獲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多媒體(Multimedia)類

的年度傑出開放式課程大獎(Course Awards for Excellence in OpenCourseWare) 

  

賀 化學系胡紀如講座教授榮膺 2012－2013 年間「亞洲藥物化學聯盟」(Asian 

Federation for Medicinal Chemistry )會長 



《教務處》 
 教育部辦理補助「人文藝術及社會學科經典研讀課程計畫」徵件事宜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3479#showTitle 

 

 亞東技術學院於 5月 29 日舉辦「亞東公民素養教學研討會」，請教師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itevent.site44.com/ 

 

 【新時尚‧彩繪學習記憶】邀請您感受教授魅身影，陪您彩繪學習記憶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66 

 

《學務處》 
 5月 22 日 WORK IN JAPAN 暑期交流之旅－海外就業機會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56020,r1198-1.php 

 

 102年暑期兼任行政助理錄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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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廣告手冊徵求編輯團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56321,r3455-1.php 

 

 101學年度下學期 5 月 24 日新生複檢」暨「教職員工生眷優惠健檢」活動－B型肝炎疫苗

接種報名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50147,r1204-1.php 

 

 101學年退宿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56311,r1538-1.php 

 

 102年暑期進住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56312,r1538-1.php 

 

 清華大學校友管樂團第七屆年度公演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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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創新育成中心」施工公告（即日起至 12月 31日) 
說明： 

1. 本工程訂於5月15日(三)起，預計800日曆天進行創新育成中心新建工程，若因天候因素影響工程進行或依契約規定不計工期者，

完工日期將順延。廠商施工期間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多包涵。 

2. 施工管制範圍請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6462,r992-1.php。 

3. 聯絡人：營繕組吳基安(分機31342)。 

 

《研發處》 
 國科會「百人拓荒計畫試辦方案」徵求構想書 6月 30日前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35 

 

 國科會函送修正之「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點」及「機票費金額表」，自即日

起實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39 

 

 國科會工程處徵求「毒品快速篩檢技術專案計畫」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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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國科會 102年度開發型(第 3 期)及應用型(第 2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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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 

 

 國科會函送修正之「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點」及「機票費金額表」，自 5月

15日起實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439 

 

 尊重「網路智慧財產權」，請勿下載、使用及販售來路不明或未經授權之軟體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data/10205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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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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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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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屆國家新創獎」即日起開放學研機構參賽角逐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0d09f327-8e69-4720-afed-04e94985952a&q=a

57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 

 

 國科會「自由型卓越學研試辦計畫」徵求構想書，5月 27 日前提送一頁校內構想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45 

 

 「處理疑似 H7N9流感人類檢體及病原體之實驗室生物安全規定」，請相關研究人員詳閱並

依規定辦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6497,c6779-1.php 

 

 5月 25日－榮總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合作研究成果發表會，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039,c2706-1.php 

 

 6月 1日「2013 兩岸清華暨長庚生醫論壇」，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6498,c2706-1.php 

 

 【10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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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617-1.php 

 

 勁園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敬邀本校師生參加「2013第一屆 ITM創新科技設計大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43 

 

提醒國科會多年期計畫的主持人，應於5月31日前線上繳交「期中進度報告」 

 請國科會計畫主持人確實按照計畫核定清單上期限，至國科會網站線上繳交其中進度報告、期末報告及出國報告。若目前正在執

行多年期計畫，其執行日期自8月1日起至7月31日止，則「期中進度報告」應於5月31日前完成繳交；於7月31日全程結束之計畫，應

於10月31日前繳交「期末報告」。國科會從今年起已全面實施「研究成果報告繳交管理措施」，凡未依規定繳交研究成果報告者，將

依情節輕重處理。 

說明： 

1. 期中執行年度期滿仍未繳交者，國科會得隨時通知終止計畫執行。 

2. 於完成報告前不再核給計畫主持人新的計畫。 

3. 逾6個月以上未交報告，扣繳計畫50%管理費。 

4. 逾1年以上未交報告，扣繳全額補助經費。 

5.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36。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0d09f327-8e69-4720-afed-04e94985952a&q=a57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0d09f327-8e69-4720-afed-04e94985952a&q=a57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45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6497,c6779-1.php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039,c2706-1.php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6498,c2706-1.php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6514,c2617-1.php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43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舉辦「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綠能低碳產業聚落推動計畫」說明會，

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444 

 

《全球事務處》 
 9月 8日至 9月 15日「日臺青少年交流訪日團(日本研究)」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16&lang=big5 

 

 2013年度第二期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換留學生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17&lang=big5 

 

 歐盟伊拉斯莫斯碩士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18&lang=big5 

 

《計通中心》 
 計通中心教育訓練－Acrobat Professional 10 

參考網址：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AcroPro10_2013-05-22 

 

 計通中心不定時收到外部單位檢舉本校可能電腦中毒而具有惡意攻擊傾向的 IP，同時中

心也對校內網路封包進行具有異常網路行為 IP的偵測，中心會立即阻斷這一些 IP 並通知

這些具有網路攻擊威脅性 IP 的單位網管人員進行後續處理，這一些 IP 將被持續阻斷直到

本中心確認原先的問題已解決 

 

 IlMS數位學習平台網站將於 5 月 22 日上午 7點至 9點進行網站更新維護作業，屆時網站

將暫停服務 

 

 【清華影音網公告】近期新增「清華校慶系列活動」、「第三屆清華畢業校友高峰論壇」、「國

際週系列活動」、「馬約翰教授紀念座談會」，更多精彩活動回顧，歡迎點閱 

參考網址：http://www.media.nthu.edu.tw/ 

 

《圖書館》 
 「全四庫」與「中國方志庫」已升級完成，請使用者重新安裝 client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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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利用第一步(含資源探索系統,電子資源查詢新系統介紹) 

參考網址：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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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智慧財產權宣導演講：為宣傳校園智慧財產權，在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支援下，將於 5

月 24日上午 10 點，假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舉辦校園著作權演講，歡迎師生同仁踴躍參加 

 

《人事室》 
 IIAS徵選我臺灣教授或副教授 1名赴荷擔任臺灣講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6355,r875-1.php 

 

促進同仁健康，訂於本年 6月與新竹馬偕醫院、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

院辦理健康檢查 

說明： 

 本案補助檢查對象為本校編制內 40歲以上之教職員(教官、技工、工友及約用人員不含在內)，受檢人員如於最近 2年內(101年

及 102年)已申請健康檢查補助者不再補助，補助金額最高為新台幣 3500元。馬偕紀念醫院分列有 A、B及 C案健檢項目；國立台灣

大學醫學院新竹分院分列有男性、女性健檢項目，受檢人員之眷屬亦可參加但不予補助。實際參加健康檢查人員得以公假登記，並

以一天為限。 

 

 5月網路報稅期間新知及相關抽獎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56506.php 

 

《藝文活動》 
 駐校藝術家系列活動之工作坊已進入排練階段，工作坊由當代傳奇劇場吳興國老師帶領的

師資團隊，教導學員從武生、花旦、丑角、旦角身段與唱腔，以及《三岔口》、《拾玉鐲》

教學，扎實學習與演練，將於 5月 22日發表成果演出，晚間 7 點 30分於合勤演藝廳，自

由入場 

 

「樂」在清華班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日期 5月21日 5月22日 5月23日 

教育館 留毓寬 林莫凡 簡孝樺 王建博 游智瑩 

表演項目 小提琴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日期 5月28日 5月29日 5月30日 

教育館 李奕楠 宋承恩 張鈞閔 胡鎮宇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6355,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56506.php


幸福進行曲－電影配樂影展 

 

說明： 

1. 日  期：5月7日至6月1日，每週二、六晚間8點30分。 

2. 地  點：清大蘇格貓底咖啡屋。 

3. 本週播映：5月21日(二)，金城小子Hometown Boy、 

     5月26日(六)，三峽好人Still Life。 

4. 座談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5. 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5&&time=3&&fdsn

=546。 

 

【不二法門 ‧ 陳珠櫻科藝之旅】 

 陳珠櫻探討生命奧妙的靈性本質與自發性，巧妙地結合科技與藝術兩大領域並引領觀眾進入有機的生命世界，在她所創造的絢爛

藝術殿堂之中，藉由尖端科技程式系統，生命活體得以誕生、蠕動、流轉、蛻化。我們在一窺堂奧的當下空間裡，有驚喜般的美感

體驗，有機體可隨場域中即時互動的人們而拓展多層次遞變，而作品中也伴隨著動感萬千的光影與光波，喚起獨特的精神感受。 

 陳珠櫻於2001年獲得巴黎第八大學藝術的美學、科學與科技博士，2010年通過嚴格的教授資格考核，是台灣首位獲法國國家高等

教育部頒予「教授」榮銜，目前為巴黎第八大學教授。她早在離台留學前便接受現代藝術的薰陶，是中國現代繪畫先驅的李仲生後

期所收學生之一。她的創作歷程由精神裡的自動性現代素描至醉心於人工生命的研究，其墨、彩、素描中誕生的神祕生命體彷彿在

科技載體的催化下再萌芽演化，陳珠櫻締造出豐富多樣的生命系列創作，也開啟民眾的直覺敏銳感應，隨著類似有機生命的演繹，

孕育純粹的心靈悸動，更能深刻體認藝術家結合東西方哲學與佛學的精神境界。 

 

說明： 

1. 展覽時間：5月20日至6月13日。 

2. 地  點：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廳。 

3. 開幕茶會：5月20日，上午10點至12點於藝術中心展覽廳舉行。 

4. 講座日期：藝術家面對面，5月24日，上午10點至12點於合勤演藝廳舉行。 

5. 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

me=1&&fdsn=545。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5&&time=3&&fdsn=546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5&&time=3&&fdsn=546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me=1&&fdsn=545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me=1&&fdsn=545


諮商中心人生影展【候鳥來的季節】邀您一起看電癮！ 

 

 讀書時就離開老家雲林北上，在台北定居的鳥類專家林家民，渴望如候鳥擁有自在遨翔的天

空，但現實生活中卻陷入家庭與親情的困境。美術館策展員妻子苦於不孕症，加上家民過於專

注候鳥育雛工作，使得夫妻間的關係日益緊張。家民和在老家當工人的弟弟冷戰多年，患有肝

病的弟弟，也面臨失業與婚變。就在候鳥來臨的時節，兄弟多年來藏在心中的芥蒂，夫妻間逐

漸增加的爭執，一切驟然爆開…… 

說明： 

1. 時  間：5月23日(四)，晚間6點30分至9點。 

2. 地  點：醫輔大樓2F大團體室。 

3. 領 航 員：陳世芳實習諮商心理師。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814,r491-1.php。 

 

【諮商中心】我的微幸福 

 

說明： 

1. 日  期：5月13日至5月24日，中午12點至13點20分。 

2. 地  點：水木餐廳外。 

3.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595

9,r491-1.php。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814,r491-1.php


世界家園－校園公共藝術節：清齋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你想過在棉被上作畫嗎？你有發現女宿前水池上搭了一個帳篷嗎？當

藝術家走入校園時，校園就有可能變得不一樣！！ 

說明： 

1. 時間：5月18日至6月16日。 

2. 地點：清華大學校園。 

【展覽】 

1. 藝術家：張美婷、林育正、潘卓文、李蕢至、林敏毅、何孟娟、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 

2. 地 點：野台、綜二館穿堂、女宿旁滯洪池、清交小徑前、陽光走廊等。 

【導覽】 

1. 專家導覽：由策展人與專業藝評人導覽，6月1日(六)上午11點、6月15日(六)上午11點、6月16日(日)上午11點。 

2. 一般導覽：由策展人與志工導覽，每週二、四各兩個時段，5月份：上午10點30分、下午4點，6月份：下午4點。 

【表演－流動之森】 

1. 舞者：舞蹈生態系創意團隊＆身體工作坊學員。 

2. 時間：6月1日(六)上午11點30分／成功湖畔近湖畔、6月3日(一)晚間6點30分／鴿子廣場《清鏡》藝術品旁。 

【《時光蔓舞》／結合錄像藝術】 

1. 時間：6月5日(三)晚間6點30分／小吃部前野台《飛天魔毯》藝術品旁、6月12日(三)上午12點30分／清華學院《繭》藝術品旁。 

 

【莊志輝 非心．所藝】個展 

 

說明： 

1. 展覽日期：5月7日至5月27日。 

2. 地  點：教育館一樓。 

3. 開幕茶會：5月13日(一)，上午10點30分至12點。 

 

 

 



清大阿特梅ArtMay藝術季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ArtMay。 

 

《演講資訊》 

【化學系】101學年下學期－專題演講 

日期 地點 時間 講者 講題 主持人 

5月22日 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1400-1530 

Prof. John S. Klassen 

University of 

Alberta,Canada 

New MS methods for the 

discovery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protein-carbohydrate 

interactions 

林俊成(31287) 

1530-1700 
Prof. Masaya Sawamura 

Hokkaido University 

Site-selective C–H Borylation 

with Solid-supported 

Transition Metal Catalysts 

汪炳鈞(33410) 

5月24日 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1400-1530 

Prof. Kristi 

Anseth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 

Colorado 

Photoresponsive Hydrogels as 

Dynamic Cell Culture Systems 
林俊成(3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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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


關鍵報告－您不可不知的校園著作權 

 

 校園雖然開放，但並非百無禁忌！尤其網路資訊快速流通的E時代，校園著作權是與您切身相關，

且不可不知的關鍵課題。圖書館邀請碩彥法律事務所－任秀妍律師為您介紹，歡迎讀者踴躍報名參

加。 

說明： 

1. 時  間：5月29日(三)上午10點至12點。 

2. 地  點：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3. 講  者：任秀妍律師／碩彥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等經歷。 

4. 報名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libtour.php。 

5.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copyright_201305.htm。 

 

黎爺爺的泡茶時間 

 

參考網址：http://140.114.40.12/news/101-2-Li.jpg。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copyright_201305.htm
http://140.114.40.12/news/101-2-Li.jpg


【人社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94)】 

 對 16、17世紀算書文本的比較清楚地顯示出傳統算書書寫格式的巨大轉變。一般而言，多數的中國數學史學者同意這樣的轉變，

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中國學者對耶穌會士所傳入西方數學的反應，特別是對歐幾里德幾何原本前 6冊的翻譯與印行。要更清楚地了

解西方數學的傳入對中國傳統算學自 17世紀初的發展，對算書文本形式的巨大轉變是需要更進一步的研讀、解釋。 

 在本次報告中，我們由明至清初算書文本格式的演變出發，再以梅文鼎(1633-1721)的《方程論》為案例，來探討分析“解釋”在傳

統算書的角色。梅文鼎在解釋方程問題解法上，離開傳統解題陳述，使用了類似 “記錄口述教學”的方式。為了要確切地解釋他的解

法，梅文鼎先把所有的方程問題分為四類，再應用適當的程序解決並解釋了每一類的問題；而他的解釋方式是異於前代的主流做法。

梅文鼎用“算理”作為後盾，申明自己的解釋是“古典傳統”的“承傳人。”因此，梅文鼎在其算書中的詳細敘述，不僅讓他的算書更容易

被讀者接受了解，更成為其算書為“正統”作出辯護。梅文鼎《方程論》對方程問題的分類、解法、與解釋後來成為中清、后清算書

裡解決方程問題的主流做法。這或是因為此書中的解釋具有說服力，更可能是因為康熙《御製數理精蘊》對方程問題的解法就是採

取《方程論》的分類與解釋。 

 

說明： 

1. 時  間：5月 22日(三)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2. 地  點：人社院 C310會議室。 

3. 講  者：陳建平副教授／明尼蘇達州立大學聖克勞德分校、美國 Fulbright基金中國

學者。 

4. 講  題：解釋在 17世紀中國算學中的角色與明清算書文本的演變。 

5.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02。 

 

【人社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95)】 

 

 印度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體制國家，最近的一次大選便有多達 7億的合格選民。除了

這項特色外，印度的民主運作獲得正反不一的評價，令外界對於印度民主的實際成效感到困

惑。本研究試圖重新評價印度的民主運作，藉以釐清外界對印度民主的看法。 

說明： 

1. 時  間：5月 23日(四)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2. 地  點：人社院 D302會議室。 

3. 講  者：方天賜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4. 講  題：印度民主政治初探：評價與再評價。 

5.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03。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02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03


【人社中心－實驗經濟學工作坊 Experimental Economics Workshop No.2013－01】 

 

說明： 

1. 時  間：5月 27日(一)，上午 10點至 12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506室。 

3. 主 講 人：鄭保志教授／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 

4. 主 持 人：祁玉蘭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 

5.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04。 

 

科管局免費科技管理系列講座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每年為切合園區廠商之需求，特別針對「企業經營」、「人力資源」、「財務管理」及「品質管理」該四大領域，

規劃一系列精采的講座，以服務廠商，進而提升員工專業知識及技能、增進園區廠商之競爭力，協助企業扎根及促進創新技術與管

理，在全球化知識經濟時代擁有主要競爭優勢。 

日期 地點 時間 講者 講題 

5月21日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研發大樓 
1400-1700 

黎正中教授／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教授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從科技管理到全面品質管理 

5月23日 
科管局活動中心 

A館第一會議室 
1400-1700 

林峻暉秘書長／台日產業技術 

合作促進會 

從「管理2.0」與「領導力消滅的時代」

談領導統御的平衡 

5月24日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研發大樓 
1330-1630 彭博士／國立交通大學博士 

4K2K顯示器在電視市場中應用 

及技術挑戰 

參考網址：http://edu.tcfst.org.tw/query_course.asp?special=sipaall&openmonth=none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日  期：5月23日(四)，下午3點30分至5點。 

2. 地  點：工程一館107演講廳。 

3. 演講主題：幸福人生。 

4. 講  者：辛意雲老師／前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師、IC之音《論語辛說》節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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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04
http://edu.tcfst.org.tw/query_course.asp?special=sipaall&openmonth=none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劉梓潔：文字與影像的魅力 

 劉梓潔，知名作家、《父後七日》編導，一九八○年生，彰化人。台灣師大社教系新聞組畢業，清華大學台文所肄業。曾任《誠品

好讀》編輯、琉璃工房文案、中國   時報開卷週報記者。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台北電影節最佳編劇、

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著有散文集《父後七日》，並擔任同名改編電影編導。喜愛旅行、 作菜、瑜伽，並努力以寫作把這些事結合起

來。 

說明： 

1. 時  間：5月 22日(三)上午 10點至下午 1點。 

2. 地  點：人社院Ｃ404。 

3. 講  者：劉梓潔／知名作家、《父後七日》編導。 

4. 主 持 人：李癸雲／清華大學台文所副教授。 

5. 參考網址：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4-1147-56112,r1561-1.php。 

 

【學習系列講座 Part3】 我的人生迷航與奇遇 

 人生旅程中，本來就沒有所謂是非對錯的選擇，重要的是能否找到適合自己的路，並全力以赴不後悔。現今很多大學生時常對未

來感到徬徨無助，甚至不知道為何要讀大學。站在人生分歧路的你，絕對不能錯過此演講！ 

台大醫學系畢業後，僅從醫兩個月就轉而投入文化事業的抉擇，是什麼原因讓王老師毅然決然改變人生的方向，我們一起分享王

老師面對人生轉捩點的心情故事 

說明： 

1. 時  間：5月 23日(四)晚間 7點至 9點。 

2. 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R245。 

3. 講  者：王溢嘉老師／知名作家。 

4.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2047。 

 

【創新育成中心】智慧財產權授權模式與實務Part2 

說明： 

1. 時  間：5月 21日(二)，下午 2點至 6點。 

2. 地  點：清大創新育成中心 115演講廳。 

3. 講  師：魯明德顧問／新心科技有限公司。 

4.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activity/20130514。 

 

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4-1147-56112,r1561-1.php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2047
http://ocic.nthu.edu.tw/ocic/activity/20130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