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遊藝清華 II》、《百年追憶－王國維之女王東明回憶錄》 

新書發表慶創校 102週年 

由會計室集結藝文走廊近 2年累積的作品和「校友藝文聯展」

的作品集結成冊的《遊藝清華 II》，以及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與

台灣商務印書館共同出版的《百年追憶－王國維之女王東明回

憶錄》兩本新書發表會分別於 4月 24、25日圓滿舉行，出席的

來賓極為踴躍，肯定清華在學術成就外，多元而豐富的校園活

動。 

近年來，在主計室胡益芬主任帶領下，主計同仁推動藝文活

動及生活美學不遺餘力，本著提供全校同仁及眷屬藝文作品分

享空間及舒緩工作壓力初衷，於 98年改造行政大樓三樓平淡的

公務走廊為藝文走廊，展出作者由教職員擴展至眷屬、學生、

外籍生及校友等，歷經四年展出作品已超過三百餘件。 

本次配合創校 102週年校慶及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落成啟用，

擴大舉辦並將場地推至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1樓，舉辦「校友

藝文聯展」並力邀各界傑出校友、專家、旺宏電子同仁及校內

主管共襄盛舉。本次展出作品類別包括水彩、書法、國畫、油

畫、剪紙及攝影等近百件，各領域的校友、專家及本校主管都

提供作品參展，此外，多位藝術家校友及同仁，更大方的將個

人的作品捐贈校方，充分表露清華人專業背景以外的藝術涵養，

更加豐富活化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的公共空間。 

『遊藝清華』是由陳力俊校長題字，書法家羅際鴻揮毫，記

錄及分享清華人除了科技、人文的學術專業之外，多元的藝術

涵養及生活美學。 

《百年追憶－王國維之女王東明回憶錄》記錄了國學大師王

國維教授，以及他的長女百歲人瑞王東明女士的傳奇。陳力俊

校長說，這是兩個傳奇的交會。陳校長提到，四大導師之一的

陳寅恪先生曾說『王國維先生的學問如大海一樣，看不到對岸，

深邃不見底，看不到痕跡』，而傅斯年先生曾說陳寅恪先生是三

百年來學問第一名，第一名上面還有一個王國維先生。 

雖然王國維先生去世已八十多年，著作卻仍隨著歲月流傳，

對國內外文史思想界的影響仍方興未艾。王國維先生的學術是

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也是全球的文物遺產。王東明女士是親

友所稱羨的「百年老人」，為王國維先生之女，年逾百歲。有感

於父親的種種世人談論甚多，決定將父親的事跡寫下來，留供

世人參考。 

「王東明女士是平凡中的不平凡」，陳力俊校長說，王東明女

士沒做過很大的事業、很高的職位，但這輩子漫長歲月中，始

終維持很好的健康，心理豁達，有開放的心胸能夠欣賞世界上

美好的事物。

  
書法大師張炳煌先生之子張方銘先生代表張大師捐贈書法作品給本校。 《百年追憶－王國維之女王東明回憶錄》新書發表會圓滿成功。百歲

人瑞王奶奶也親自出席(前排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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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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QS大學領域排名亮眼 清華學術表現持續成長 

英國知名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 QS）

近日公布多項世界大學領域排名，本校共有 11項領域進入前 200

名，其中化學工程領域（Engineering– Chemical）及機械工程

領域（Engineering - Mechanical）今年更是進步到第 49 名。

清華在各類世界大學的排名穩定成長，對清華校務發展是一大

鼓舞。 

依 QS公布的結果，除了化學工程領域及機械工程領域表現出

色外，電氣與電子工程領域（Engineering-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統計學與作業研究領域（Statistics and 

Operational Research）、材料科學領域（Materials Science）

及語言學領域（Linguistics）排名也在 51-100名之間；物理

及天文學領域（Physics & Astronomy）、數學領域（Mathematics）、

電腦科學與資訊系統領域（Computer Science & Information 

Systems）及化學領域（Chemistry）則是排名在 101-150名之

間。 

陳力俊校長表示，清華在學術研究上，正在續寫傳奇。本校

師生去年與今年在頂尖標竿期刊發表論文上，表現突出；去年

全台以通訊作者身份發表於「科學」（Science）與「自然」（Nature）

期刊論文共七篇，本校即有四篇，占一半以上，超過「天下兩

分，清華居半」的說法；今年到現在為止，清華已有四篇論文

在 Science期刊發表或被接受，也就是說本校在不到一年半時

間已在 Science與 Nature期刊發表論文八篇，而與 2007-2011

年本校教師於此二期刊共發表七篇論文相較，進步驚人。另外，

今年一月底公佈的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本校有十位教授獲獎，

平均清華每 100名教授就有 1.59人得獎，獲獎人均值高居全國

第一名，不僅高於居第二名學校人均值 1.29，而且遠高於其他

學校一倍以上。 

過去一年清華在優良的傳統、堅實的根基上，加強軟硬體建

設，在教學、研究、服務上力求精進，而長期以來，清華更是

嚴謹堅守各系均衡發展、期許在小而美的大學體制中穩健成長，

積極朝向發展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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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 資工系鍾葉青教授、工工系簡禎富教授、材料系賴志煌教授、化工系宋信文教授、奈

微所傅建中教授、電機系翁詠祿教授、材料系周卓煇教授榮獲本校 101 年產學合作績

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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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防 H7N9流感 Yes123 

 

參考網址：http://cdc.gov.tw 

 

《教務處》 
 101學年度畢業相關日程暨離校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55988,r219-1.php 

 

 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55936,r2667-1.php 

 

《學務處》 
 衛保組 CPR+AED 宣導片：含使用方式及校內 AED設置位置 

參考網址：http://clinic.media.nthu.edu.tw/media/show/id/87 

 

 為清華集氣，2013 年 ATCC 商業競賽唯一晉級隊伍需要清華人的支持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ASCTXD6H6lqvopfPI1r1yAKseGN7i8cBzI-bXaTqJ8/pub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55988,r219-1.php
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55936,r2667-1.php
http://clinic.media.nthu.edu.tw/media/show/id/87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ASCTXD6H6lqvopfPI1r1yAKseGN7i8cBzI-bXaTqJ8/pub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傳染病數位學習網「防疫小學堂」活動，通關成功，即可參加抽

獎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56246,r1204-1.php 

 

《總務處》 
 國外郵件招領 1020501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55963,r27-1.php 

 

 5月 15日辦理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教育訓練 

參考網址：http://edoc.web.nthu.edu.tw/files/14-1208-55724,r11-1.php 

 

 101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收件服務於 5月 20日上午 9 點至 12在行政大樓 1F 第三會

議室辦理。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56100,r47-1.php 

 

《研發處》 
 有關邀請外國學者來臺演講、參加研討會、論壇或其他學術相關活動前，可協助代申請「學

術與商務旅行卡」事宜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33 

 

 本校科儀中心提供校內同仁優惠代工服務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434 

 

 國科會國合處徵求「台印(度)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8 月 27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32 

 

 國科會函告有關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有申請及維護專利等相關費

用乙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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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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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舉辦「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 102 年度補助計畫徵

求說明會」，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437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56246,r1204-1.php
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56100,r47-1.php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434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36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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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事務處》 
 拉脫維亞物理／數學學者尋求合作夥伴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13&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及荷蘭萊登大學續簽署與修訂合作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14&lang=big5 

 

 2013年學生國際訪問獎即日起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15&lang=big5 

 

《計通中心》 
 學校首頁 Google Map 校園地圖導覽的路線規劃功能暫停使用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55972,r24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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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老師、同學多加留意，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學習科技組訂於 5月 14 日晚間 6點至 8點進行整合型網站管理平台系統維護，維護期間

系統會間歇性中斷服務，將儘可能縮短中斷服務時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圖書館》 
 歡迎參加「動動腦得大獎！華藝線上圖書館有獎徵答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新增試用資料庫「哈佛數位學院－哈佛商業評論影音知識庫」，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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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SAGE研究方法資料庫」，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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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PQ Entrepreneurship 創業管理資料庫」，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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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排比資料庫－JCR＆快速查詢學術表現評比資料 ESI 利用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 

 

《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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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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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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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到音即興樂團演出Ka Dao Yin (aka Caught Up In) 

成軍於2009年8月，其Kuso的團名「卡到音」取自英文諧音，原先中譯的“卡到陰”，一般指遭遇靈異鬼魅事件的負面情況，to be 

caught up in 意為陷入，正說明了即興演奏時可能遭遇的危險與充滿不定性，剛好可以形容悠遊其中所陷入的出神或沉溺的某種膠

著狀態，急欲掙脫解決得道，本身就如鬼魅般的神祕經驗。團員包含：李世揚 (鋼琴)、劉俊德 (古箏)、楊智博 (笙)、Klaus Bru (薩

克斯風)。該團呈現前衛的聲響實驗、民族樂風的自然純樸、古典的嚴謹思考、爵士搖滾的律動，企圖發展出一種難以定義，具多重

性融合的新式音樂風格。目前樂團亦積極尋求不同背景的樂手加入，開放更多的可能性，以引發最具原創性的音樂作品。 卡到音曾

受林靖傑導演之邀，參與文學大師王文興 (台灣國家文藝獎、法國騎士勳章得主) 的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拍攝，作家朗誦，該

團以音樂即興作對話，受到極大的關注。 卡到音的首張專輯【四字成語】，《細水長流》一曲亦收錄於2011年七八月份人籟雜誌附贈

的音樂合輯《世界音樂在台灣》，並接受樂團專訪。2012年受台港文化季刊「走台步」專訪，為獲選的三個獨立台灣特色樂團之一。

今年秋季已受到台北市社教館音樂沙龍，台中爵士音樂節邀演。 

 

說明： 

1. 時  間：5月13日，晚間7點30分自由入場。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演 出 者：李世揚、劉俊德、李俐錦、Klaus Bru。 

4. 參考網址：

http://www.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sn=531&&my_pr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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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二)，火球Foosball、 

     5月18日(六)，無用Useless。 

4. 映前導聆：5月14日(二)，晚上8點30分，林強音樂作品導聆，鄭志鵬老 

     師（樂評人） 

5. 座談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http://www.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sn=531&&my_pr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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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箏社成果發表會－箏情非凡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說明： 

1. 演出時間：5月19日，晚間7點開放自由入場，7點30分開始。 

2. 演出地點：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43079652541345/。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43079652541345/


清大阿特梅ArtMay藝術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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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資訊》 

【人社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93)】 

 

 羅可可之風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因其來自中國、充滿了中國的特徵，影響和支配了

17-18世紀歐美各國的藝術情趣，以其浮華和豔麗顯現於室內裝飾、建築、繪畫﹑雕塑、傢俱、

音樂等方面。它在歐洲的興起和盛行，是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影響的結果，是西方文化對

東方文化接納與調適的產物。 

說明： 

1. 時  間：5月15日(三)， 中午12點至下午2點。 

2. 地  點：人社院D302會議室。 

3. 講  題：從羅可可之風看17至18世紀東西方的文化交流。 

4. 講  者：林金水教授／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 

5.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00。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00


TEDxNTHU 2013年會：「是誰在創造任意門？」就在 5月 18日 

 TED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型聚會，它的3個字母分別代表科技(Technology)、娛樂(Entertainment)、設計(Design)。它的創新、開放、

分享文化讓許多人喜愛。 

 在清華，也同樣有一群學生喜歡TED的元素，對新事物好奇、為新發明著迷、替好點子驚嘆。我們極富熱情、並且充滿執行力，不

僅是觀眾，也是組織者。放眼世界，TEDxNTHU獲得TED的授權，隨時都在把來自世界的最新資訊帶入自身所處的社群當中，是一個與

世界接軌的創新組織。 

 

說明： 

1. 時  間：5月18日(六)，下午1點至6點30分。 

2.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3. 主  題：「是誰在創造任意門？」。  

4. 講  者：王道維／談年輕人將面對的四個大問題、 

     施明哲／談台灣的糧食安全問題、 

     王汎森／談國家數位典藏計畫、 

     周欽華／談網路時代的科技媒體、 

     陳宜欣／談創業的小故事、 

     薛文珍／談創意中心的藝術作品、 

     謝耀輝／談accupass與創業、 

     李致緯／談iCook與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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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研教演講】利格拉樂‧阿女烏：原住民女性的社會實踐與觀察 

說明： 

1. 時 間：5月 18日(六)，下午 2點至 4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309教室。 

3. 講 者：利格拉樂．阿女烏。 

4. 主 持 人：王惠珍主任。 

5. 參考網址：http://gpts.web.nthu.edu.tw/files/14-1202-55866,r2150-1.php。 

 

【創新育成中心】智慧財產權授權模式與實務Part1 

說明： 

1. 講  師：魯明德顧問／新心科技有限公司。 

2. 時  間：4月 15日至 6月 24日。 

3. 本週課程：5月 14日(二)，下午 2點至 6點。 

4. 地  點：清大創新育成中心 115演講廳。 

5.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activity/20130507。 

https://www.facebook.com/TEDxNTHU
http://ocic.nthu.edu.tw/ocic/activity/20130507


2013孫運璿系列講座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55375,r19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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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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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75。 



【化學系專題演講】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5918,r294-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日  期：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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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鎳基電熱式微致動器的研發。 

4. 講  者：徐文祥教授、系主任／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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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5918,r294-1.php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