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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外籍生至原住民部落五峰國中交流

本校學生及同仁與五峰國中合唱團合照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同文化背景人士在日益頻繁的接觸過程

中，彼此間也互有影響。本校外籍生人數逐年成長，為交流本地

生與外籍化的文化，自2009年透過舉辦「UN in NTHU(聯合國在
清華 )」活動，每年在校內展示各國美食、遊戲互動、傳統服飾
與簡短語言教學，展現特有的異國文化，有效的促進與本地生互

動，已在校園充分的展現清華的國際活力。

今年「聯合國在清華」活動首度開拔到校外舉行，11月27日呂
平江學務長率領清華國際學生(巴拉圭、巴拿馬 宏都拉斯、尼加拉
瓜、哥倫比亞、荷蘭、印尼、伊朗)，前進新竹縣立五峰國中。交
流過程中，清華國際學生透過展示自己國家文化的特色，讓偏遠

地區小朋友體驗異國文化。

工作人員以當紅的「騎馬舞」作為開場序幕活動，果真吸睛，

立即吸引操場上的學生圍觀。接著，五峰國中學生分成六小組，

輪流體驗異國美食，荷蘭的肉桂巧克力、印尼的黃飯、中南美洲

的炒飯、紅豆餅乾等及伊朗的果凍布丁，學生們都開心的稱讚。

五峰國中的同學們在學習各國語言的過程中，發現泰雅族語與

印尼文發音有些相似，既驚訝又感動；而不論是巴拉圭的足球，

或是荷蘭的跳繩，都讓原住民學生和外國學生玩在一起，增進彼

此互動，整場熱鬧哄哄，笑聲此起彼落。

五峰國中也準備了原住民美食，香蕉飯、樹豆豬腳、愛玉冰

等，讓外國學生享受不一樣的台灣美食。中場時間，五峰國中合

唱團更獻上悅耳的歌聲，活動尾聲，泰雅族樂器『口簧琴』的製

作，讓外國學生驚嘆不已，體驗不一樣的台灣文化，擴展彼此視

野。

說再見的時候到了，熱情的原住民孩子給我們外國學生大大的

擁抱結束了這一溫馨又有意義的一天。

清華外籍生在五峰國中進行文化交流

賀 核工所江祥輝教授、核工所蕭明城博士生、原科中心劉淵豪博士榮獲第15屆中子捕獲
 治療國際研討會「Fairchild Award (費爾柴爾德獎)」

賀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張禎元副教授榮任Editor-in-Chief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chanic Systems Engineering(IJMSE) 



賀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張瑞芬特聘教授指導之專利分析團隊參加2012年大專院校專
 利分析與布局邀請賽獲得優勝殊榮

賀   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生劉詠芬榮獲「文化研究學會的碩士論文獎優等」

賀   潘榮隆教授指導生資所博士班林士鳴同學獲「第22屆王民寧獎」之「國內醫藥研究所
 博士班優秀論文獎」

賀   資工系黃敬懿等9位同學分別榮獲「100學年度CAD競賽」優等及特優獎(指導教授：黃
 婷婷教授、張世杰教授、王俊堯教授、陳勇志教授)

賀   資工系黃珮沂等6位同學榮獲「2012通訊大賽智慧型手持裝置使用者體驗設計競賽」
 Android實作組亞軍，獎金20萬(指導教授：李潤容老師)

《秘書處》

●教育部獎助性別平等教育碩博士論文要點，歡迎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51633,r805-1.php

●性平會轉知：教育部性別無界親職多元攝影展暨巡迴座談攝影作品借用要點，歡迎有

興趣的單位系所提出借用申請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51702,r805-1.php

《教務處》

● 101學年度行事曆更新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51287,r1504-1.php

●【開放式課程】寶塔哥個體經濟精美講義，千呼萬喚隆重推出囉！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course_news_content&cid=82&id=339



《學務處》

● 101學年第2學期就貸辦理流程表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國立清華大學102年春節聯歡，社團表演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51553,r2468-1.php

●課指組列管場地冷氣讀卡機已經更新完成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51377,r2468-1.php

● 102年春節宿舍關閉申請住宿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51346,r1538-1.php

《總務處》

●國外郵件招領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51541,r27-1.php

●機車定檢宣導－機車排氣定期檢驗巡查開始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43386,r51-1.php

●交通宣導－汽車駕駛人行駛道路禁止使用手持式行動電話實施及宣導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51488,r51-1.php

●奕園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景觀審議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1402,r992-1.php

●配合教育部所屬各級學校機關代碼更換作業，101年12月28日無法發送電子公文，
若同仁有需以電子交換公文者，請提早作業並於27日下午4點前送繕發文，以免延誤
公務；紙本發文則不受影響，可照常進行



《研發處》

●國科會重申：專題計畫研發成果之申請及維護專利費用，得依「國科會補助學術研發

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向國科會提出申請，不得逕於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經費報支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337

●國科會102年度特約研究計畫自即日起至102年1月2日下午5時前請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web1.nsc.gov.tw/lp.aspx?CtNode=1648&CtUnit=717&BaseDSD=5&mp=1

●國科會公開徵求台法自由型合作計畫102年1月14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336

●國科會102 年度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增列「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即日起至102年1月
1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314

●國科會102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即日起至102年1月1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313

●國科會自然處102年度「衛星科學研究」計畫即日起至102年1月1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339

●國科會函告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繳交管理措施」及「經費結報管理措施」各1份，
自102年1月起全面實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340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之「第十一屆有庠科技講座」與「第十一屆有庠

科技論文獎」開放甄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288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102年度「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102
年2月20日止受理申請，說明會於102年1月3日舉行，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338

《全球事務處》

●外交部國際禮儀與情勢分析講座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72&lang=big5



●教育部102年度留學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68&lang=big5

● 2013春季國際教育展學生翻譯企劃大使甄選招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66&lang=big5

《計通中心》

●遠距教室暫停借用公告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51310-1.php

《圖書館》

●Taylor & Francis 玩遊戲贏小筆電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php?see=1

●「空中英語教室影音典藏學習系統有獎徵答活動」起跑囉！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php?see=2

● 12月25日中午12點10分【近代人文領域研究資料庫介紹】包含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
15世紀帝國研究線上資料庫、台灣百年寫真資料庫等，就在人社分館複合閱覽室，來
參加還有小禮物哦！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umanities.htm

《人事室》

●中央研究院函該院12月份「知識饗宴」訂25日晚間於該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敬請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1378,r2506-1.php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提供「網路預約戶政登記服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1615,r875-1.php



「二代健保說明會」請各單位薦派健保業務承辦同仁參訓，且歡迎全校教職同仁

自由報名參加

說明：

1.時　間：101年12月27日(四)下午2點至4點。
2.地　點：第二綜合大樓8樓國際會議廳。
3.主講人：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北區業務組黎翰境先生。
4.對　象：

(1)各單位至少指派一名同仁參與(檢附薦派名冊1份，並於12月25日前回擲人事室)。
(2)歡迎全校教職同仁共同參與(自由報名)。

5.薦派參加人員及自由參加同仁請於12月25日中午前，至終身學習入口網站(公務人員)或校務資訊系統(約用人員)完成報名
   手續。

《藝文活動》

墨西哥影展(Mexico Film Festival)

 本次影展推介墨西哥籍導演，包括阿利安卓．崗札雷．伊納利圖Alejandro González Iñárritu(1963-)、吉勒摩．戴．托羅Guillermo del 
Toro(1964-)、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ón(1961-)三個好兄弟，以及卡洛斯．雷卡達斯Carlos Reygadas(1971-)。透過觀看採用的角色、語
言、劇情結構，及其幕後製作，觸探墨西哥導演從拉丁版圖進軍國際影壇後，對拉美電影文化產生的影響。

說明：

    1.本周放映：12月25日(二)天堂煉獄 Battle in Heaven (2005)98min。
    2.詳細資訊：清大夜貓子電影院粉絲團、清大夜貓子電影院部落格。
    3.播映時間：每星期二、六，晚上八點半。
    4.播映地點：清大蘇格貓底咖啡屋．自由入場。
    5.共同主辦：清大藝術中心、蘇格貓底咖啡屋。

樂在清華12月班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12月25日 12月26日 12月27日

教育館 林子驥、王敬嘉 劉哲甫 莊詠翔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圖書館 游曄、陳思羽 王紹驊、陳熙 蔣鳴人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演講訊息》

19世紀美國與東亞交往史的一個關鍵人物：紀念美國來華傳教士衛三畏誕辰
二百週年

今天我們紀念衛三畏誕辰200周年(1812-1884)並重新探討其經歷和成就之際，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恐怕是他在對華態度上發生的“從教化
到對話”的某種轉變，而這恰恰可以從耶魯大學校園裡留存至今的一幅油畫和一面彩色玻璃得到印證。

說明：

1.講　　者：陶德民教授、蘇精教授。
2.時　　間：12月25日(二)，下午1點30分至3點30分。(報名截止：12月24日中午12點)
3.地　　點：人社院C310會議室。
4.講　　題：

(1)陶德民「從教化到對話：從衛三畏設計的兩件自畫像看其對華姿態的轉化」(時間：1點30分)。
(2)蘇精「從傳教士到外交官：衛三畏的轉變」(時間：2點30分)。

5.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89。

【動機系】Development of Parallel Fluid Modeling Tools for Low-
Temperature Non－equilibrium Plasma Physics and Chemistry

說明：

1.講　　者：吳宗信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教授。
2.日　　期：12月27日(四)，下午3點30分至5點。
3.地　　點：工程一館107演講廳。
4.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二十世紀初葉台語新劇「可憐的壯丁」語體初探：

台日語代詞及稱謂詞語用對比分析

說明：

1.講　　者：連金發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教授、楊哲熙碩士生／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研究生。
2.時　　間：101年1月2日(三)，中午12點30分(報名截止日：101年1月1日中午12時)。
3.地　　點：人社院C310。
4.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88。

【清華Tea Time茶會】卻顧所來徑－從垃圾到黃金

說明：

1.講　　者：潘榮隆教授／生科系教授。
2.時　　間：1月18日(五)，下午3點至4點30分。
3.地　　點：國際學生活動中心(風雲樓三樓)。
4.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