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以詩樂禮讚賀鄭愁予詩人八十壽誕 

 本校 10日晚上以別開生面的方式為詩人鄭愁予教授祝賀八十

大壽。除於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一樓中庭展出鄭愁予的詩

作外，包括清華愛樂管絃樂團、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

學、國立新竹高中，以及聲動樂團都受邀將鄭愁予的作品藉由

詩歌演唱及朗誦等形式演出，共同向詩人在臺灣文學卓越貢獻

表達敬意。這場難得的盛宴，受到熱烈廻響，吸引了很多詩歌

愛好者前來欣賞，節目精采，賓主盡歡。 

 陳力俊校長提到，自己與鄭愁予教授都畢業於新竹中學，二

人可是學長學弟的關係。他說，鄭老師所完成百年詩歌、萬載

承平－《和平的衣缽》大作，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11 年

全球生命文學創作獎章，在清華舉行頒獎典禮，為清華大學增

添卓越的詩篇。 

 「鄭愁予教授八十壽誕詩樂禮讚」在清華舉行，意義非凡。

陳校長進一步說明，清華人胡適先生是新詩先驅者，「新月雙璧」

之一的聞一多先生以及梁實秋、朱自清先生、林徽因女士等都

是清華人；今天的禮讚，是清華新詩傳統的華麗篇章。陳力俊

校長開心的表示，今天看到這麼多年輕學子也熱烈參與，更證

明詩人的作品歷久彌新，詩歌的渲染力超越時空，感動每一個

世代的人。 

 本次參與演出的竹中高一學生都是自主報名參加，他們利用

瑣碎零星的時間練習，透過朗誦、戲劇、歌唱、樂器演奏以及

投影片的製作等多元的表演方式，將鄭愁予學長的詩歌重新展

現；聲動樂團以開放又多元的表演形式呈現鄭愁予教授的〈小

小的島〉、〈賦別〉、〈最美的形式給予酒器〉三首作品，讓觀眾

於文字外有不同層面的感受；實中高一同學熱情參與，企圖忠

實傳遞詩作以表達對詩人作品的崇敬。他們將「賦別」編成吉

他彈唱曲，更活潑地加入戲劇演出，體現了將文字立體化、藝

術化的生活感。 

 由清華大一不分系音樂資優生以及校內外古典音樂好手組成

的「清華愛樂管絃樂團」自 2009年成立以來，一直有非凡的成

績，這次為盡善這場詩樂禮讚的演出，特別邀請與鄭愁予教授

有舞台淵源的音樂家朱育佑博士擔任指揮，以展現最佳的表演

方式。表演過程中，鄭愁予教授也親自朗誦多所作品。樂音與

詩人饒富情感的朗誦聲互相輝映，使整個演出更為豐富。 

 對於來自清華的温馨祝賀，鄭教授表示他滿是感謝。他說，

之前在清華開課，學生不僅選課踴躍，在上課過程都能很正向

的與他討論詩作，他對清華的學生印象深刻。在這個慶生會中，

鄭老師表示，他始終相信總有世界和平的一天，也以此作為他

的生日願望。曲終人散，不散的是眾人對詩人滿滿的崇敬與祝

福。整個慶生會在清華愛樂伴奏著生日快樂歌中圓滿落幕。 

 
學生別出心裁，客製化大書請「鄭伯伯」簽名。 

 
鄭愁予教授與陳力俊校長共同切下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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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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愛樂精采的演出獲得大家熱烈的掌聲。 

 

竹中師生搶著與鄭老師合影。 

 

陳柏宇老師應《Science》邀請撰寫生物材料與仿生材料之回顧性論文 

 本校材料科學工程學系助理教授陳柏宇日前應邀在國際頂尖

期刊《科學》，以蜘蛛絲和鮑魚殼等生物材料為例，發表生物材

料與仿生材料發展現況與未來展望，成為台灣首位在《科學》

發表回顧性論文的本土學者。10日他與材料系杜正恭教授共同

在國科會召開記者會，以「《師法自然》生物材料與仿生材料之

研究現況與未來展望」為題，由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情形介

紹這個領域的發展。 

 兼任國科會材料工程學門召集人杜正恭教授指出，過去的材

料學思維總是在追求「硬碰硬」，用無機物質研發更堅韌的材料，

「仿生學」則從「有機物加無機物」的結構出發，發現自然生

命體中的組織設計常能滿足更多人類需求。 

 陳老師表示，生物材料存在已久，但仿生材料則還在萌芽階

段，他目前主要針對「表面性質」及「機械性質」進行研究。

他以蜘蛛絲、海綿骨架、鮑魚殼、大嘴鳥喙和鳥羽為例，說明

生物材料與仿生材料的研究現況及展望。 

 他說，研究鯊魚皮表面，因溝槽化可達到抗沾黏的目的，抑

制細菌生長，不易形成大的菌落；模仿此抗菌表面之設計，將

可運用在門把、醫院或公共場所的空間，減少細菌傳播。而鮑

魚殼內的珍珠層主要成份是像粉筆一樣脆的碳酸鈣，但因為含

有特殊堆疊的少量幾丁質與蛋白質，組成類似磚瓦水泥的規律、

多層結構，便形成兼具強度與韌性的複合材料，如果能夠複製，

應用層面將非常廣泛。 

 對於未來的發展，陳老師表示，人類的歷史發展中，材料科

技扮演重要角色，是創造文明社會的基礎之關鍵。世上所有的

現象皆可由物質、能源及資訊組合而成。為了確保人類文明的

持續發展，材料科技的開發必須以「人類、社會、環境與地球

間的調和」為準則，重新學習自然及生命的新材料技術的演進。 

 陳力俊校長與果尚志研發展全程參與。陳校長指出，台灣學

者每年在《科學》發表的研究論文不超過 20篇，受邀就某個研

究領域發表回顧性論文，更是從未有過。他說，「《科學》這種

標竿性期刊，邀請資深重量級學者寫回顧性論文，其實沒有那

麼特別，但陳柏宇這麼年輕的學者受邀，代表他在這個領域有

非常重要的貢獻！」陳力俊校長強調，這也是台灣材料科學界

第一次在《科學》期刊，發表回顧性論文。 

 杜正恭教授也提到，陳柏宇老師曾跟指導教授於 2008年和

2012年兩度在美國頂尖期刊《材料科技發展》(Progress in 

Material Science, Impact factor 18.2)發表生物材料與仿生

科技研究發表回顧性論文，每篇都長達二百頁。不但被國內外

大學仿生科技相關課程當做教科書，被其他學者研究論文引用

次數近三百次，備受國際矚目，目前正為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

撰寫有關生物材料與仿生材料之教科書，預計今年年底或明年

初出版。 

 



 
陳力俊校長(左二)、國科會副主委賀陳弘(右二)、果尚志研發長(左一)

與杜正恭教授、陳柏宇助理教授合影。 

 
陳柏宇助理教授接受媒體訪問。 

 

 

 

《教務處》 
 即日起，完成 101學年度傑出教學教師票選後，攜帶學生證至行政大樓三樓綜合教務組，

即可領取精美贈品 

 

 教育部 102年遴薦華語文教師赴外國任教第 102008 號通告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54858,r1275-1.php 

 

 台灣頂尖大學課程加入 YouTube EDU 率先打造華語全球教育頻道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60 

 

賀 數學系許世壁教授當選 2013 年 SIAM Fellow－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賀 馬振基教授指導之博士後研究員楊閎蔚博士，在國際會議榮獲「最佳論文獎」 

  

賀 資工系許博一、吳聖凱、林雍舜三位同學榮獲「TAU 2013 Variation Aware Timing 

Analysis Contest」第二名 (指導教授：麥偉基教授) 

  

賀 動機系張淑頻同學榮獲第九屆上銀科技碩士論文銀質獎(指導教授：雷衛台教授) 

  

賀 動機系路國鑫同學榮獲第九屆上銀科技碩士論文銅質獎(指導教授：劉通敏教授、洪

健中副教授) 

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54858,r1275-1.php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60


 「2013開放學堂」登場囉！4 月 14日、20 日、21日三天共計九場講座，主題豐富精彩，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87-1154-883.php 

 

 樹德科技大學資工系謹訂於 5 月 3日辦理「App Inventor 快速實作 APP 研習會」，敬邀相

關領域教師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3117&usertype=10&daterange=All#showTitle 

 

《學務處》 
 全校游泳賽於 5 月 15日舉行，線上報名時間為即日起至 5月 1日截止 

 

《總務處》 
 4月 13日起教育館至醫輔大樓間道路調整為「單行道」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ezfiles/23/1023/attach/17/pta_19560_9077926_03161.pdf 

 

《研發處》 
 Funding Opportunity (AFOSR) 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徵求研究計

畫，4月 2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0 

 

 敬邀參加 2013 年榮總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合作研究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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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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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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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103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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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87-1154-883.php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10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039,c270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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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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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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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411 

 

 國科會與波蘭雙邊共同研究計畫 5月 21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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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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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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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1. 活動時間：第一梯次 2013年 4月 15日至 19日 、第二梯次 2013年 4月 22日至 26日 。 

2. 活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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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主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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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活動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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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ref@my.nthu.edu.tw；電話：(03)5742995。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博碩士論文系統於 5月 2日進行系統轉換，故停機一日，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 

 

 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將於 4月 22日進行系統切換，屆時暫時停止服務，不便之處，尚請

見諒 

 

《人事室》 
 本校 102 年度約用人員升級名單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4867,r875-1.php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1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12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05&lang=big5
mailto:ref@my.nthu.edu.tw；電話：(03)5742995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4867,r875-1.php


 教育部 102年臺灣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請踴躍報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54936.php 

 

 公務人員自行申請進修案申請期限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549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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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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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處》 
 謹訂於 4 月 24 日舉辦「行政大樓藝文走廊四週年慶暨邱炳亮、廖美玲夫妻聯展」暨「遊

藝清華Ⅱ」新書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54651,r1160-1.php 

 

《共教會》 
 「2013第一屆學習科學學術研討會」，報名至 4月 15日截止，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ils.nthu.edu.tw/files/85-1082-99.php 

 

《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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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2163,r875-1.php
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54651,r1160-1.php
http://ils.nthu.edu.tw/files/85-1082-99.php


【清大的藝術家朋友】－新書發表會 

 

說明： 

1. 藝 術 家：姚克洪、林博瑞、唐唐發、梁丹卉、李義弘、周蘭惠、高燦興、連正宏、陳崑峰、葉世強、楊世芝、彭自強。 

2. 日 期：4月15日(一)，下午2點至4點。 

3. 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展覽廳 

 

【King Lear】在清華！駐校藝術家吳興國率團蒞校演出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邀請吳興國暨【當代傳奇劇場】擔任 2013駐校藝術家，以工作

坊、專題講座、成果展呈現，以及戲劇欣賞《李爾在此》等不同方式，介紹「東方戲

曲劇場」，內容包羅文本、角色、身段、唱腔、臉譜、文武場，及跨文化之表演風格

的探討。整個駐校系列活動最受矚目的應屬《李爾在此》的蒞校演出，將於 4月 20

日晚間 7點 30分，於清華大學大禮堂演出，活動為索票入場，即日起開放觀眾索票。 

 《李爾在此》自 2000年於法國巴黎首演後，享譽國際，不斷的受邀於國際間重要

劇場及藝術季巡演。2007年受邀於紐約林肯中心藝術節開幕演出，更獲華爾街日報、

紐約時報大幅報導，譽為「偉大的演出」。吳興國表示，這齣戲在國外巡演 12年間，

一直沒有機會分享給台灣的觀眾，而今年適逢受邀至清大擔任駐校藝術家並為歡慶

102年校慶，安排這齣經典之作至清大大禮堂搬演，除了清大師生、校友，也誠摯邀

請新竹地區的觀眾朋友前來觀賞。 

說明： 

1. 時間：4月 20日(六)，7點 30分。  

2. 地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樂」在清華四月份班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日期 4月16日 4月17日 4月18日 

教育館 陳威勳 侯誠堯 莊詠翔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日期 4月23日 4月24日 4月25日 

教育館 陳亭竹 陳建豪 林莫凡、簡孝樺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山海的傳說－第四屆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成果巡迴展 
 

 
 

 「山海的傳說」海報展－第四屆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成果巡迴

展，已在國內七間大專院校展出，去年12月份時更於美國柏克萊大學展出。該展

覽是順益博物館和海報協會合作，請學生根據原住民傳說創作設計海報，再評選

出得獎作品。本次得獎作品共46件，主題均為和原住民14族傳說相關聯，以現代

的視角將其重新詮釋。 

說明：  

1. 展 期：4月10日(三)至5月31日(五)。 

2. 地 點：清華大學人文學院藝術空間及人社圖書館。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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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ime=&&fdsn=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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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展日期：4月 10日至 5月 8日。 

 
 

http://www.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me=&&fdsn=541
http://www.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me=&&fdsn=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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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勤演藝廳。 

3. 本週播映：4月16日(二)晚間7點，椰仔、雨落誰家，晚間8點30

分，魯笠；4月20日(六)晚間7點，主桌、晃遊身體，晚間8點30

分，民生路26巷、牽你的手。 

4. 映後座談：4月23日(二)晚間8點30分，革命是一份好工作，李

孟津導演。 

5. 座談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吾・拾歲樂」─清華合唱團五十周年音樂會 
 國立清華大學合唱團將於四月二十一日，偕畢業多年的清大校友聯合舉辦五十周年音樂會，以不同於經典音樂劇的呈現方式，演

出《西城故事》、《媽媽咪呀》、《悲慘世界》等膾炙人口的歌曲，希望藉由歌聲來感謝陪伴清華合唱團走過半世紀的師生，同時將給

予觀眾一場前所未有的文化盛宴。 

說明： 

1. 日期：4月21日，下午兩點入場，兩點半開始。 

2. 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大禮堂。(免索票直接入場) 

 

 

 

 

 

 

 



《演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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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者：孫立銓／國內專業公共藝術策展人、陽光國際文化藝術總監。 

2. 時 間：4月18日、4月25日、5月2日，晚間7點至8點30分。 

3. 地 點：清大行政大樓168階梯教室(兆豐銀行旁進入)。 

4. 本周主題：4月18日(四)，漫談國內校園公共藝術。 

5. 報名網址：http://goo.gl/uCp7G。 

 

【創新育成中心】智慧財產權授權模式與實務 

 
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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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2066407-d112-4968-bbbc-37532b8e959f&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2066407-d112-4968-bbbc-37532b8e959f&c=menu041


【諮商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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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491-1.php。 

 

【清華TeaTime】校園執行產業學術合作計畫的機會與困境－It is Not Enough to Stop 

by Knowing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410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4,r491-1.php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410


【學習系列講座part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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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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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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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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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1400-1530 TBA TBA 林俊成(31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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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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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所】玄奘圖像的變遷 

說明： 

1. 講 者：劉淑芬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 

2. 講 題：玄奘圖像的變遷。 

3. 時 間： 4月17日(三) 下午2點至4點。 

4.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A302室。 

5.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54857,r3090-1.php。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1859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75
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
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54857,r309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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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What makes an airplane fly? 

說明： 

1. 講  者：邢有光博士／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 

2. 日  期：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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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Workshop on Korean Anthropology 「韓國人類學與台灣學者的對話」工作坊 

說明： 

1. 時 間：4月27日(六)，上午9點至下午6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C310研討室。 

3. 參考網址：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54869,r2262-1.php。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766,r491-1.php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54869,r2262-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