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正式啟用 

 

 歷經 12年的籌建規劃、建築工程與內部裝修等階段，「學習

資源中心旺宏館」於 4月 11日舉行盛大的啟用典禮。包括旺宏

電子公司吳敏求董事長、建邦顧問公司胡定華董事長，以及劉

炯朗、陳文村二位清華前任校長、陳信雄代理校長等多位促成

旺宏館順利興建完成的重要推手都出席啟用典禮。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內包括圖書館、國際會議廳、遠距教室

及行政中心。耗時 12年的時間，清華歷經了四位校長，五位圖

書館，陳力俊校長說，無非就是要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 

 陳校長提到，10日晚上國際會議廳第一次使用，舉辦「鄭愁

予教授八十壽誕詩樂禮讚」活動，讓全場觀眾在舒適環境中享

受美好的演出。他說，遠距教室就是將智慧傳出去，清華有理

想的遠距教室，將能使更多人受益；開幕以來佳評如潮的圖書

館，在規劃階段參訪了國內外多所大學的圖書館設計，從中汲

取他人優點，館內多項創新設施及貼心服務都令人讚不絕口。 

 陳力俊校長引用羅馬共和時期政治哲學家西賽羅名詞，「如果

你有一座花園和一間圖書館，就有了你所需的一切。」他說，

旺宏館的啟用，將能使大家更安心學習、專心學習、多思考，

他也期勉旺宏館的各項功能能充分發揮，清華與旺宏公司都能

更為興旺。 

 吳敏求董事長在致詞時表示，旺宏一直很重視知識工程的推

動，藉由「旺宏館」的設立，相信將能提供清大全體師生一個

良好的學習環境，成為知識管理中樞及終身學習場所，以持續

貢獻傑出的創新研究成果及培養更多優秀青年人才，也期望「旺

宏館」能讓產官學研之間的知識交流更為快速、豐富及多元。 

 身為清大名譽博士的吳敏求董事長此次也應清華大學之邀，

特別題字「恕」書法作品參與正在「旺宏館」展出的清華校友

藝文聯展。他強調，清大校訓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其中

「厚德載物」即是指君子待人接物，寬厚如大地之博，且律己

甚嚴，責人甚輕，正是象徵「恕」道之精神。另外，旺宏油畫

社及攝影社同仁也有十幅作品參展，展現科技人在人文藝術涵

養的另一面。 

 出席「旺宏館」揭牌典禮還包括旺宏電子盧志遠總經理、新

竹市游建華副市長、新竹縣章仁香副縣長及北京清華大學及香

港城市大學等貴賓。與會的新竹縣市政府首長對於新竹地區擁

有非常優質的學習資源皆相當興奮，認為將能為科技城再添智

識競爭力。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為地下 1層、前棟地上 4層及後

棟地上 7層之複合機能建築，總樓地板面積 35,026 平方公尺；

 
陳校長頒發清華之友圖書貴賓證給吳敏求，宣布旺宏員工未來可憑員 

工證入館，雙方資源共享。 

 
陳力俊校長說，「旺宏館」前後花 12年終於揭幕，無非就是要把事情 

做到盡善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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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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規劃為圖書館、教室、國際會議廳、清華行政中心，以及

旺宏人才中心；結合相關行政與設備資源，提供學習資源的典

藏利用與推廣、知識的傳授與學習、學術的傳播與交流、校務

願景的擘劃與管理，以及優秀人才的培訓與召募等機能，是人

文薈萃的學術殿堂，亦是博雅專業的人才搖籃。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之籌建始於民國 89年劉炯朗前校長

之任內，劉前校長亦為本建築積極募款；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

司因肯定「學習資源中心」規劃理念符合其公司之核心價值「創

新」，並以績優企業回饋學術卓越之熱誠，於民國 90年 12月 10

日慨捐新台幣 3億元為興建基金，並於民國 99年 8月 17日加

碼捐贈新台幣 1億元為內裝工程基金；本棟建築同時獲教育部

補助新台幣 3.5億元。

 

清華足球硬是了得 獲大專足球聯賽公開男第二級冠軍 

 「我們辦到了！」期待已久的冠軍獎盃，清華大學終於如願

以償，那一刻臺北田徑場瞬間染成一片紫海。 

 大專足球聯賽為目前大專院校最高級別之足球比賽，92年正

式成立「UFA大專足球聯賽」以來，清華足球隊除曾經在公開男

第二級的賽場上獲得一次亞軍及兩次季軍外，卻始終與冠軍獎

盃無緣。 

 為迎向勝利，長期以來，本校足球隊同學在教練紮實的訓練

下，球隊的技藝和默契與日俱增，期能隨時做好準備迎戰比賽。

本屆比賽中，清華足球隊在歷經預賽的四場比賽以及複賽的兩

場激戰過後，終於取得決賽資格，4月 2日與臺灣大學臺北田徑

場爭奪冠軍寶座。 

 值此歷史性的一刻，本校啦啦隊由葉銘泉副校長帶領北上助

陣，而足球隊領隊李敏總務長及本校前工學院院長、國科會賀

陳弘副主委、共教會謝小苓主委、體育室葉煌典教授等蒞臨現

場加油打氣，更加提升球員們的士氣。清華足球隊將士用命，

終場以 2比 1擊敗強敵臺灣大學，首度奪得想望已久的冠軍榮

耀，並於明年晉升公開男第一級，將與北體、台體等學校的眾

國腳們同場競技。 

 隊長楊懷因同學認為：「我們很團結，而且板凳深度夠。」在

決賽中，清華大學在上半場第 27分鐘由薛瑞夫把握住 12碼的

機會踢進第 1分及第 44分鐘由李孟哲踢進第 2分，以 2比 0領

先臺灣大學。臺灣大學於下半場回穩，而部份清華大學隊員則

體力耗盡，在第 73分鐘，一次角球機會中讓臺灣大學追回 1分，

清華大學仍奮戰不懈、堅守戰果，最後靠著優異的板凳深度摘

下勝利果實，也完成全體球員的冠軍夢。 

 除了帶回 101學年度 UFA大專足球聯賽冠軍獎盃外，歐凡杜

同學以 10個進球名副其實贏得本屆金靴獎，而大一新生李孟哲

同學在參與球隊的第一個賽季中，便以 5個進球拿下了銀靴獎，

真可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出色的表現令人擊節讚賞。 

 清華大學足球隊教練陳國華老師表示：為了這個冠軍，我們

做了很久的準備。球隊全力以赴的面對訓練，即使是寒、暑假

亦都有特別集訓。此外，為提升足球隊的整體作戰能力，並突

破選手瓶頸，特別安排與公開男第一級隊伍臺北體育學院及銘

傳大學踢友誼賽。很感謝隊員們無怨無悔完成辛苦且漫長的訓

練，也感謝學校師長們及呂平江學務長、體育室李大麟主任與

同仁對球隊的大力支持。師長們親臨打氣和加油團的龐大陣仗

是對球隊最直接的強心劑，共同完成足球校隊多年的冠軍夢想。

最後感謝大專體總及「UFA大專足球聯賽」主辦單位，讓熱愛足

球的同學有共同競技的舞台。 

 「UFA大專足球聯賽」是大專四大運動聯賽中，最具特色的比

賽，因各參賽學校或多或少都有外籍學生的參與，遂頗有「國

際化」的競賽態勢。對清華大學足球隊這個大家庭而言，33位

成員分別來自 11個不同國家的學生，幾乎是個「小聯合國」了。

除了語言不同，文化也諸多差異，每次在言語表達上都得特別

注意以求面面俱到。座談會上先用國語發言，再用英文重複一

次，有時還要廣東話再來一遍。大家都因為熱愛足球而相聚在

一起，也共同擁有「同一個夢、同一個目標」。隊員吳可鈞同學

的口號：「Purple is our blood」, 「One team one dream」,

「Never give up」，成就了今年清華足球隊的冠軍夢。

 



 
清華足球硬是了得獲大專足球聯賽公開男第二級冠軍。多位師長都前來 

加油。 

 
猶如小型聯合國的清華足球隊將士用命，成就了今年清華足球隊的冠軍 

夢。 
 

 

《教務處》 
 102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碩士班招生複試榜單(含報到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55042,r1504-1.php 

 

 即日起至 4月 23日開放式課程系統維護中，若您有迫切的學習需求，歡迎您上【NTHU OCW 

YouTube】頻道觀看，造成您的不便敬請見諒 

參考網址：http://www.youtube.com/user/NTHUOCW?feature=mhee 

 

 教師工作坊訂於 5月 3日上午 10點至 12 辦理，邀請 IBM 公司曾士民經理主講「如何使用

焦點討論法(Focused Conversation)帶領學生思考與討論」 

 

  《學務處》 
 102校慶社團系列活動，歡迎閤家參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55169,c5775-1.php 

 

 2013年國際週系列活動「國際特快車」美食展－「可口可餐」 

參考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55118-1.php 

 

 清大學務處衛保組 2013 健康促進計畫—「健康大 FUN鬆」失眠舒壓計畫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55329,r1204-1.php 

 

 本校運動代表隊(男女桌球隊、男女羽球隊、男女網球隊、田徑隊、游泳隊)將於 4月 26

日起至 5 月 1日前往宜蘭大學參加「102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歡迎全校師生蒞臨觀

賽為清華代表隊加油打氣 

http://www.youtube.com/user/NTHUOCW?feature=mhee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55169,c5775-1.php
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55118-1.php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55329,r1204-1.php


《總務處》 

行政大樓結構補強工程施工公告 

 為配合結構補強工程，辦理行政大樓部分補強工程，施工時會產生噪音、震動及灰塵等影響，造成不便之處，敬請多包涵。聯絡

人：營繕組馬明紀先(分機62282)。 

說明： 

1. 施工時間：4月19日(五)至6月18日(二)，上午8點至下午5點。 

2. 施工範圍：行政樓A棟二樓全部及一樓與三樓局部空間，施工期間工區敬請勿停車及配合物品保管與適當包覆，以免發生塵埃

損壞設備或貴重物品等。 

3.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5290,r992-1.php。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於即日起辦理「101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實務講習會」，

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55001,r47-1.php 

 

 前衛植保公司承攬本校 102年度松材線蟲、松毛蟲及葉震病防治工作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55214,r127-1.php 

 

 即日起至 4月 25日水木餐廳續約與否評鑑投票活動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55203,r127-1.php 

 

 工三電梯增建工程施工公告(即日起至 8 月 31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5147,r992-1.php 

 

 學資中心將於 5 月 4 日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進行主要設備之年度大保養，以確保系統穩定

運作，造成貴單位之不便敬請見諒。聯絡人：營繕組徐文龍(分機 62286) 

 

 清齋新建工程公共藝術設置案，施工規劃內容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5251,r992-1.php 

 

 旺宏館輕食區預定 4 月 24日正式開幕。 

 

 本校財物初盤工作已於 4月 19日結束，凡未依規定完成初盤者，將全面列為本年度財物 

複盤之對象。 

 

 因應科研採購自 5月 1日開始實施，已將相關 Q&A 與相關網頁資訊發文全校宣導，並排定

於 4月 26日、30日上午辦理 2梯次研習。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5290,r992-1.php
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55001,r47-1.php
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55214,r127-1.php
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55203,r127-1.php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5147,r992-1.php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5147,r992-1.php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5251,r992-1.php


 為改善假日期間大門出校(往光復路)車流壅塞情況，本隊已於四月起將工一館前停車格調

整為周六、日禁止停放，現場已設置五面告示牌並將更改停車格顏色。 

 

《研發處》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2 年度委託研究案「臺北友善城市政策之探索與研析」

及「臺北市公共場所設施滿意度調查研究」公開徵求研究計畫書，請參與甄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6 

 

 公告國立清華大學 2014 年與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7 

 

 經濟部技術處 102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開放第 2階段計畫申請至 4

月 29日止(本校截止日)，請踴躍參與提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6 

 

 「第十屆國家新創獎」即日起至 6月 15 日止開放學研機構參賽角逐，敬請優秀研發團隊

踴躍競逐我國生醫創新研發之最高榮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4 

 

 國科會科教處徵求「科學志工火車頭」計畫 4月 22日下午 5 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1 

 

 國科會與波蘭雙邊共同研究計畫至 5 月 2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2 

 

 「台斯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4月 24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02 

 

  國科會徵求台蒙(NSC-MECS)雙邊研究計畫 4月 24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06 

 

 國立清華大學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之申請作業，自即日起修改作業方式，敬請

配合辦理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3 

 

 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專案辦公室徵求「生技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歡迎踴

躍參與提案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224,c6779-1.php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6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4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2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02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06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3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224,c6779-1.php


 20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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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協會舉辦「人體試驗研究倫理研習營」，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279,c7545-1.php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舉辦「人體試驗研習課程」，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3-1087-55278-1.php 

 

 國科會科教處「新媒體科普傳播實作計畫」4月 23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05 

 

《全球事務處》 
 韓國政府韓語文交換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05&lang=big5 

 

 國科會公開徵求 2013年歐盟科研架構計畫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08&lang=big5 

 

 國科會「2013台法科技獎候選人」之徵求申請乙案，歡迎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06&lang=big5 

 

《計通中心》 
 計通中心預計於 4月 30日上午舉辦個資法之教育訓練課程，將邀請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

本建設產業發展協會吳國維執行長到校進行個資法之演講，演講內容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法

現況與學校因應之道以及個資法相關安全維護作法，歡迎各單位相關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學習科技組將於 5月 8日舉辦 Shareroom 線上會議系統之教育訓練，此線上會議系統是計

通中心最近開始對全校教職員生提供的服務，歡迎大家踴躍報名，若有問題，請與陳小姐

聯絡(分機 31240) 

 

《圖書館》 
 5月 7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5點因進行資料庫系統升級，屆時愛如生系列資料庫(方志庫、

類書、譜牒庫與全四庫)將暫停服務，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039,c2706-1.php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279,c7545-1.php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3-1087-55278-1.php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0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05&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0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06&lang=big5


 博碩士論文系統因系統轉換，將於 5 月 2 日進行停機，屆時論文上傳與查詢將暫停服務。

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掌握最新研究趨勢！引用文獻及會議論文資料庫－SCIE、SSCI＆Conference Proceedings 

說明會，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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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樹人．清華之最－校史特展  

說明： 

1. 時間：4月11(四)起。  

2. 地點：總圖書館2樓校史展示區。 

 

歡迎參加圖書館尋寶遊戲「探索小旅行－圖書館大發現」 

 新圖新氣象，歡迎跟著我們的尋寶遊戲，探索圖書館的驚奇。參加就送小禮物，並有機會抽中藍芽耳機喔！透過一系列知性又有

趣的跑關式遊戲，以圖書館各項服務設施為主要關卡，讓讀者們更瞭解圖書館的環境、服務與資源。 

 於圖書館一樓拿題目單，完成所有關卡者，可持題目單至一樓諮詢服務台換取小禮物一份！每人每梯次限參加一次，於活動結束

抽出藍芽耳機幸運得獎者，得獎名單將於 4/30(二)於圖書館網站公布並 e-mail通知！  

說明： 

1. 時  間：4月22日至26日。  

2. 地  點：總圖書館。 

3. 參加資格：具清華大學圖書館借書權限之讀者。 

4.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6。 

 

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品展  

說明： 

1. 時間：4月26日(五)至5月23日(四)。 

2. 地點：總圖書館1樓知識集。 

 

圖書館微電影《第七号嫌疑犯》首映會 
 歡迎蒞臨圖書館微電影《第七号嫌疑犯》首映會！此部微電影除了是圖書館的微電影處女作，更重要的是，這是由清華同學組成

的「空白鍵工作室」所策劃攝製，並利用週末日夜趕工而完成的影片。 圖書館希望能藉此影片呈現圖書館主要使用者－清華同學觀

點的圖書館。 誠摯邀請您蒞臨觀賞！  

說明： 

1. 時  間：4月24日(三)，晚間7點。  

2. 地  點：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3. 參考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DGRFs5Fbgsk。 

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GRFs5Fbgsk


《人事室》 
 學校於運用勞動派遣時，應注意不得使派遣勞工處於有可能遭受性別歧視或性騷擾之環境，

以保障其職場之人身安全及權利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5022,r875-1.php 

 

 人員處理表作業流程變更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2163,r875-1.php 

 

 有關公務人員自行申請進修案之申請期限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4934,r875-1.php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函，惠請推薦該校畢業校友參與遴選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5242,r875-1.php 

 

 有關 102、103 年度後備軍人緩召、逐召申請事宜，詳如說明，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5256,r875-1.php 

 

《主計處》 
 茲訂於 4 月 25 日下午 2時至 4時於本校軍訓(168)教室舉行「會計作業及強化內控」宣導

座談會，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55137,r1160-1.php 

 

《共教會》 
 藝術中心【公共藝術工作坊】即日起開始報名！即日起一連串精采的工作坊，繪畫、裝置、

影像、舞蹈，滿足創作的慾望，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3165&sub1=Art#showTitle 

 

 102年屏北小清華學生暑期返鄉服務輔導員招募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55127,r1972-1.php 

 

 歡迎參加 4月 25日至 27日，2013 第一屆學習科學學術研討會：多元面向之融合與發展 

參考網址：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54756,r400-1.php 

 

 本年度全校游泳賽報名於 5月 1日截止，一律採線上報名作業，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報名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5022,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2163,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4934,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5242,r87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5256,r875-1.php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3165&sub1=Art#showTitle
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55127,r1972-1.php
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54756,r400-1.php


《科法所》 

有罪？無罪？由你來決定！－2013模擬審判‧公民陪審員營隊 

說明： 

1. 日  期：5月18日(六)，上午9點至下午5點。 

2.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台積館。 

3. 參加對象：全校學生、教職員。 

4. 報名網址：http://goo.gl/uEPBT。 

5.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55301,r1828-1.php。 

 

《藝文活動》 
 【諮商中心】5 月 18 日(六)，「彩繪心靈：曼陀羅與自我照顧」工作坊，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3,r599-1.php 

 

 【諮商中心】5 月 4 日(六)，「幸福之舞」工作坊，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1,r599-1.php 

 

各奔前程－誕生於清華的藝術份子 

 誕生於清華的藝術份子，在清華大學畢業後，悠遊跨界到藝術領域。作者們從事藝術類型的行業，血液中有著清大的基因，不論

是多媒體藝術，攝影，插畫，工業設計，建築……在這個展覽裡，有著清華人對過去與未來的樣貌。 

 

說明： 

1. 時 間：4月15日(一)至5月10日(五)。 

2. 地 點：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廳。 

3. 主 講 人：黃威傑、林沛瑩。 

4. 開幕茶會：4月15日(一)，上午10點。 

5. 座 談 會：藝術家面對面，4月12日(五)，上午10點。 

6. 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me=1&&fd

sn=534 

 

 

 

 

 

 

http://goo.gl/uEPBT
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55301,r1828-1.php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3,r599-1.php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1,r599-1.php


「樂」在清華四月份班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二 

日期 4月23日 4月24日 4月25日 4月30日 

教育館 陳亭竹 陳建豪 林莫凡、簡孝樺 留毓寬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小提琴 

 

【百年追憶—王國維之女王東明回憶錄】新書發表會 

 

 【百年追憶—王國維之女王東明回憶錄】由王女士根據各種資料、過去撰寫的文

章，以及不斷的回憶，予以口述，再由好友李秋月女士整理執筆，留下紀錄。全書

分兩部分，上編「記憶中的父親」記述王先生之家世背景、為學歷程、生平軼事、

家庭與休閒生活、清華園故事以及投湖經過等，使讀者對王先生行誼有進一步之了

解。下編「王東明的百歲自述」包括王女士一生回顧與生活雜記，可看出王女士剛

毅進取、開朗豁達的個性，展現平凡中的不平凡。 

說明： 

1. 日 期：4月25日(四)，上午10點至11點。 

2. 地 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3. 報名網址：http://goo.gl/lhuZA。 

4. 參考網址：

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54516,r778-1.php。 

 

 

【清大藝術工坊】那些若有似無－陳禹萍個展 

 

 我的創作從來都不談快樂美好，寂寞、煩惱反而是我的靈感來源。但我不能像一個溺愛孩子

的母親，替他們製造一個全然美好的假象，我只能讓他們以可愛的姿態，或多或少減輕他們帶

來的麻煩，至少在看待這些煩惱時，還能夠令人會心一笑。 

說明： 

 展出日期：4月10日(三)至5月8日(三)。 

 

 

http://goo.gl/lhuZA


第 35屆金穗獎暨電影短片輔導金成果影展 
 「金穗獎」與三年一期的「交替影展」自去年首度合併後，今年起固定每年共同舉辦成果展。交替影展為電影短片輔導金成果展，

協助電影藝術創作者拍攝完成多部優秀的電影作品，囊括國內外各大獎項肯定，本屆放映99、100年度獲選作品。金穗獎為鼓勵新銳

創作者為宗旨的指標性短片競賽平台，涵蓋劇情、動畫、實驗、紀錄片，今年加入微電影類，題材豐富多元。 

敬邀觀眾一同感受這塊土地的脈動，一睹台灣影壇最耀眼的優秀短片。 

 

說明： 

1. 播映日期：4月2日至5月4日，每週二、六晚間7點。(4月27日，       

     遇節日停播)。 

2. 播映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3. 本週播映：4月23日(二)晚間8點30分，革命是一份好工作。 

4. 座談導演：李孟津導演。 

5. 座談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親子風箏大會－風城迎福 箏情康輔 

 

 還記得第一次拉著風箏線，看著風箏自在地飛翔在天際的那種感動嗎？一年一度的親子風箏

大會邀您一起來重溫那令人難忘的感覺！ 

 我們邀請到了來自雲林的大師級風箏表演藝術家－阿福師來到清華大學，這位在國際比賽已

獲獎無數的風箏大師，將為大家帶來巨型風箏放飛表演，並且還準備了各種造型奇特的風箏將

一同遨遊在這晴空萬里的藍色天空！現場也有發放各式各樣的免費風箏，其中還包括了最受大

朋友小朋友喜愛的「憤怒鳥造型風箏！」，並且，我們還提供了空白風箏與色筆，讓你盡情揮

灑出一張屬於自己的創意風箏唷！ 

 你還在等甚麼？快帶著家人朋友好同學好麻吉，一起享受這個愉快的周末吧！ 

說明： 

1. 時間:4月27日(六)，上午9點至下午1點。 

2. 地點:清華大學台積館前大草坪。 

 

清華校慶人社院「山海的傳說」系列活動暨 4月 24日(三)下午 5點 10分開幕茶會 

說明： 

1. 4月 10日至 5月 31日，「 第四屆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巡迴展」。 

2. 4月 24日至 4月 25日，傳統排灣鼻笛及古調傳唱展演；排灣紋身藝術家現場示範；民族誌影片放映及導演座談。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簡訊編輯區/www/344/c1.htm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簡訊編輯區/www/344/c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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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影展】女朋友男朋友 

 

 「如果到了三十歲，我們倆都沒有人愛，那就在一起吧！」阿仁愛著美寶；但十七歲的

美寶，對著阿良心裡這樣說著。年少輕狂的他們張牙舞爪著青春，衝撞著體制、教條與規

範，以及那個1980年代尚未解嚴時的台灣。面對阿良的木訥，美寶無奈只好轉而接受阿仁

熱烈的追求。三人離開了玉蘭花園的老家，進了城市，跟著在學運廣場上大聲疾呼關於民

主與自由的種種理想。然而，於此同時，情感上的欺瞞與背叛，卻也讓三人曾經單純而美

好的關係逐漸崩毀。踏入社會、失去聯繫多年的美寶與阿良，彼此關係重新洗牌，再度重

逢。事過境遷的二人，正要實現當年的約定……。 

說明： 

1. 時 間：4月25日(四)，晚上6點30分至9點。 

2. 地 點：醫輔大樓2F大團體室。 

3. 領 航 員：陳慧苓諮商心理師。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6,r491-1.php。 

 

勇敢活出自己－發掘您的積極幽默能量 

 

有一種生活態度，總能看到生命還不夠好的地方， 

有一種生活視野，總能看見生命中不斷蓬勃的能量， 

穿越卑劣到優秀，需要很多努力加很多好方法， 

活出自己的樣子，需要深刻的覺察與修行；活出自己的精彩，則需要源源不絕的創造力與魅力， 

在與這些文字接觸的當下，你與什麼樣的自己相逢了呢？ 

是納悶，還是好奇？是認真，還是好玩？是憂愁，或者孤單？  

歡迎您來學習用幽默來發掘屬於你自己的獨特魅力。 

說明： 

1. 時  間：4月25日(四)，下午3點30分至5點20分。 

2. 地  點：蒙民偉樓R102。 

3. 領 航 員：林祺堂心靈魔法師／新生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心理諮商中心主任。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4,r599-1.php。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6,r491-1.php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4,r599-1.php


《演講資訊》 

TEDxNTHU 2013年會：「是誰在創造任意門？」就在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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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TEDxNTHU


清齋公共藝術計畫公共藝術賞析系列講座 

 

 從「知」開始，讓我們一同迎接公共藝術在校園的誕生。 

說明： 

1. 時  間：4月18日、4月25日、5月2日，晚間7點至8點30分。 

2. 地  點：清大行政大樓168階梯教室(兆豐銀行旁進入)。 

3. 本周主題：4月25日(四)，玻璃藝術創作賞析。 

4. 講  者：郭原森／受邀、得獎於歷屆新竹國際玻璃藝術節，為本案與 

     楊智富老師共同跨領域創作「世界家園」永久設置作品。 

5. 報名網址：http://goo.gl/uCp7G。 

 

【研發處】專題演講 

說明： 

1. 日  期：5月1日(三)，下午2點至4點。 

2. 地  點：工一館108室。 

3. 講  者：Georgia Tech 夏幼南教授 (Younan Xia, Nano Letter Associate Editor) 及 SmallEditor, Dr. Jose Oliveira。 

4.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418。 

 

【人社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 

說明： 

1. 講  者：張月琴教授、莊淨婷博士生／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 

2. 講  題：檳城福建話的聲調系統。 

3. 時  間：5月22日(三)，中午12點。 

4. 地  點：人社院C310演講廳。 

5. 參考網站：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97。 

 

http://goo.gl/uCp7G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418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97


【創新育成中心】智慧財產權授權模式與實務 

 
說明： 

1. 課程時間：4月15日至6月24日。 

2. 本週課程：4月23日(二)，下午2點至6點。 

3. 課程講師：魯明德顧問／新心科技有限公司(前拓墣產業研究所顧問)。 

4. 授課地點：清大創新育成中心115演講廳。 

 

【科管院】第三屆清華畢業校友高峰論壇－未來產業趨勢 

說明： 

1. 時  間：4月27日(六)，早上9點至下午４點20分(敬備午餐輕食)。 

2. 地  點：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1樓孫運璿演講廳。 

3. 報名網址：http://tinyurl.com/cwmzm76(洽詢信箱：ten.nthu@gmail.com)。 

4.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55050,r1853-1.php。 

 

【社會所】舞動臺灣四十年：從雲門舞集看台灣社會變遷 

說明： 

1. 時  間： 4月24日(三)，中午12點30分至下午2點30分。 

2. 地  點：清大人社院C203。 

3. 講  者：吳忻怡／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案助理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研究興趣為文化社會學、藝術社會學、 

     族群關係與認同。 

4. 參考網址：http://www2.hss.nthu.edu.tw/news_detail.php?id=627。 

mailto:ten.nthu@gmail.com


【工學院】國科會產學技術聯盟計畫－IC產業同盟 啟航茶會暨專題演講 

說明： 

1. 時  間：4月22日(一)，下午1點至3點3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107演講廳。 

3. 總主持人：簡禎富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工工系教授。 

4.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產學研合作聯盟、國立清華大學頂尖研究中心。 

5. 聯 絡 人：清華大學決策分析研究吳尚衡小姐、電話：(03)5742150、e-mail：shwu@ie.nthu.edu.tw。 

6. 參考網址：http://webserver.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385。 

 

「溝」「通」了嗎？人際溝通技巧 

 由於現代資訊流通快速，不用面對面就能用手機或是電腦溝通，但卻不代表我們能真的了解發出訊息者真正的目的或含意。人與

人的溝通不只是你講我聽或是你聽我講，要如何把自己的意思用簡單的語言表達出來，以及如何抓取別人語句背後真正的意思，希

望藉由此講座讓你真正了解溝通的藝術，從此不必煩惱人與人之間的代溝，快來讓你的「溝」可以「通」吧！ 

說明： 

1. 時  間：4月23日(二)，晚間7點至9點。 

2. 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R245。 

3. 講  者：王東明老師／現任EQ數碼創意執行長，對於時間管理具有犀利獨到的看法，各機關、企業爭相邀請演講，擁有豐富 

     的實戰經驗，不再讓你我的時間偷偷溜走！ 

4.  報名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1859。 

 

2013第一屆學習科學學術研討會：多元面向之融合與發展 

說明： 

1. 時  間：4月25日(四)至4月27日(六)。 

2.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教育館二、三樓。 

3. 參考網址：http://ils.nthu.edu.tw/files/11-1082-7446-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日  期：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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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Inverse Vibration Problems Using Topology Optimization。 

4. 講  者：鄭志鈞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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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shwu@i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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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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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4日 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1400-1700 張昭鼎教授紀念講座暨水木化學文教基金會傑出青年學者獎 廖文峯(35663) 

4月26日 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1400-1530 

Prof. Eric E. Simanek 

Robert A. Welch Chair 

of Chemistry,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Host-guest chemistry in large 

generation dendri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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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