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共 8頁  民國 7 7年 3月 2 4日   創刊 
電話  5 7 3 1 2 4 8  F A X :  5 7 3 4 4 6 1
E-m a i l :  n t h u n e w s@m y.n t h u.e d u. t w

國立清華大學簡訊
第780期 民國102年02月25日出刊 秘書處

春節聯歡會 歡慶小龍年

本校102年春節聯歡會於2月18日舉行，全校教職員工及退休同
仁歡喜入場參加團拜活動，把大禮堂擠得水洩不通。活動一開始

主持人就先請大家互相拜年，此起彼落的「新年快樂！」、「恭

禧發財」等祝福聲讓新春洋溢著快樂的氣氛。「咚！咚！咚！」

天鼓社磅礡的鼓聲為春節聯歡會揭開序幕，祝福全校師生新春愉

快，吉祥如意。

陳力俊校長首先向各位同仁拜年，他說，今年的年假特別長，

除了祝大家闔家團圓外，也希望能藉由這次年假得到充分休息，

精神飽滿的迎接新挑戰。陳校長指出，今年是癸巳年，「癸」代

表萌芽、「巳」代表萬物有成，校長期許去年大家的努力、播下

的種子，都能在今年發芽，有所成就。

去年清華舉辦了各項紀念梅貽琦校長的活動，也邀請六位諾貝

爾大師來台演講，而提到清華去年師生優異的表現，陳力俊校長

說，國際頂尖期刊Science和Nature，去年全台灣學者有7篇以通
訊作者身分被刊登，清華人就佔了4篇。今年一開春又傳出捷報，
分別是化學系王素蘭教授及物理系劉怡維教授研究成果被刊登於

Science，表現十分卓越，另外，清華教師在剛公布的「101年度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大有斬獲，共有10位教師獲獎，獲獎人數雖

居全國第二名，但人均值高居全國第一名，校長肯定的說，「清

華教師研究能量令人期待。」

陳力俊校長也讚許生科所的羅聿同學，在瑞典林雪平大學當交

換生期間，一人騎單車拜訪華僑，在追尋自我的成長的同時，也

深受老華僑在離鄉奮鬥的故事而感動，羅聿今年初也將所見所聞

集結成《在世界盡頭遇見臺灣》一書，與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緊接著充滿中東異國風情的肚皮舞華麗登場，舞者們擺動身

軀，伴隨著音樂聲轉身、抬手，搖曳多姿的舞步優美動人，十分

性感。海鷗‧K人聲樂團、清華教職員組成的烏克麗麗社及熱舞
社等團體也依序帶來十分精彩的表演。而校長也率領一級主管一

同演唱「踏雪尋梅」，為整個活動加溫，現場觀眾報以熱烈的掌

聲。

活動最後由體育室陳國華老師帶來的精彩魔術秀，在電影倩女

幽魂的配樂下，表演者穿著古代書生裝出現在觀眾席，沿途丟送

糖果和橘子，坐在觀眾席的同仁們驚呼聲連連，接著葉銘泉副校

長也化身道士一同在台上表演捉妖秀，還一起大跳時下最流行的

騎馬舞，伴隨著音樂節奏場面High到最高點，為新春聯歡會劃下
完美句點。

校長也率領一級主管一同演唱「踏雪尋梅」。海鷗‧K人聲樂團帶來歡樂的賀年歌曲表演。



賀   清華10教師獲「101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動機系方維倫教授、宋震國教授、奈微所
 葉哲良教授、電機系王晉良教授、腦科中心江安世教授、物理系余怡德教授、化工系／

 醫工所宋信文教授、數學系張介玉助理教授、工科系陳福榮教授、工工系蘇朝墩教

 授。)平均清華每100名教授就有1.59人獲獎，獲獎人均值高居全國第一名。

賀   工工系許棟樑教授與本系學生郭石欽同學參加「2013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暨第五屆中華
 系統性創新學會年會」獲得最佳論文獎

賀   分生所羅聿同學發表新書「在世界盡頭遇見台灣」
 http://mcb.life.nthu.edu.tw/news/news4.php?Sn=27

《教務處》

● 101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補助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63

● 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評量試行計畫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62

● 101學年度第2學期圖書館(基礎科目)課業輔導員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61

● [公告]清華大學從生活實例切入，輕鬆學量子物理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55

● 101學年度第2學期圖書館(基礎科目)課業輔導員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61

● 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評量試行計畫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62

●國立清華大學第五期華語師資培訓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熱烈招生中
參考網址：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1332&usertype=159&daterange=All#showTitle

●「102學年度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分區提案說明會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training102.com.tw/15-102-1a



《學務處》

●小吃部前野台整修工程，即日起至3月29日止進行，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 [畢聯活動]畢業倒數照報名開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53289,r2468-1.php

● 4月27日及4月28日校慶活動及校慶擺攤－公開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53278,r2468-1.php

●歡迎報名國立清華大學「102年校慶環校路跑」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2013peorun/

●清齋屋頂機房及B、D棟屋頂設備平台噪音改善工程，即日起至6月13日止進行，如特
殊狀況及工程遇雨則順延，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台灣大學清華大學友誼賽」訂於3月2日、3月3日兩日舉辦，由本校主辦，邀請台大
至本校共同參與活動，活動內容包含球類友誼運動賽及棋橋交流。開幕式訂於3月2日
上午9時30分假體育館舉行，將安排本校紫荊大使擔任開、閉幕與各賽事的司儀，比
賽期間安排啦啦隊及熱舞社表演

●因應校友體育館落成，室內運動場館已作遷移規劃。本校將有全新的羽球場地，及全

新的體能訓練室(重訓室)，2月18日至2月27日將免費試行使用；另桌球教室已於2月1
日起遷移至羽球館，羽球館亦正式改名為舊體育館(桌球館)，歡迎您一起來體驗！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總務處》

● 101年學年度下學期校園公車及區間車最新時刻表(即日起至6月21日止)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53338,r127-1.php

●巴歇爾量水堰新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3423,r992-1.php

● 2月18日起，行駛中研院、清大、中央及交大之中研院區間車將增加台積館停靠站，
以方便南校區師生搭乘。另外，配合人社院圖書館每日閉館，下學期起，加開一班夜

間10點自台積館發車之校園公車



《研發處》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綜合研究所「102年度委託研究主題及研究重點」，供參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375

●法務部「社區矯治法外國發展新趨勢研究與立法建議」之委託研究計畫案公開招標，

請有興趣學者積極參與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374

●國科會生物處公開徵求「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ANCHOR UNIVERSITY計
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376

●國科會公開徵求台法健康技術團隊計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345

●國科會人文處公告102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347

●國科會人文處公告徵選102年度「人文行遠專書寫作計畫」及「數位人文主題研究計
畫」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298

●國立臺東大學承辦「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2年度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金核發工作
計畫」，自即日起至3月15日止由該校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直接受理民眾申案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377

●國科會102年度先導型、開發型(第二期)及應用型(第一期)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2月
26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348

●國科會「101年度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通過2件申請案(動機系蕭德瑛教授及資
工系鍾葉青教授)

●國科會「102年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開發型」通過4件申請案(材料系葉均蔚教授、工
科系林唯耕教授、動機系蔣小偉教授及洪哲文教授)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SBIR計畫介紹暨政府補助計畫書撰寫與指導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cii.nth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89:20130227-sbir&catid=76:2011-04-19-06-20-47

● 2013年國際著名發明展時間表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6ea2ad4-f945-437d-b9a9-53620fafbd36&c=menu041

● 102年1月技轉案件為12件、金額為15107仟元，金額較上年度同期成長1208%

●專利：102年1月份專利申請案有22件，累計至1月專利申請數為22件，102年1月專利
獲證件數為14件

《全球事務處》

● 102年教育部歐盟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92&lang=big5

●匈牙利教育部「共同獎學金(Scholarship Poo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93&lang=big5

●國科會徵求2013台澳科技合作交流－補助學者赴澳大利亞研究訪問計畫案，自即日起
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90&lang=big5

● [公告]第四屆世界大學生領導者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97&lang=big5

● [公告]歐盟科研架構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94&lang=big5

《計通中心》

● [程式更新公告]配合二代健保，校內獎助學金發放系統執行程式及工讀金發放系統執行
程式更新，請重新下載
參考網址：http://aisccc.web.nthu.edu.tw/files/14-1102-53165,r747-1.php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攻擊(詐騙信)，請勿將信箱密碼寄給任何人(包括系統管理
者)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security#anti_fraud

《圖書館》

●總圖書館搬遷閉館公告(即日起至3月3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php?see=6

圖書館搬遷作業與開館服務

圖書館已逐步進行各項資訊系統與服務設備之功能調校與教育訓練，預定於3月初開館服務，開館系列活動規劃如下：
說明：

1.3月4日(一)11點「接書手傳手，學資開步走」於舊總圖書館門口→鴿子廣場→沉思者雕像→新總圖書館門口(步行約266步)。
   邀請清華人一起與我們共同完成遷館的最後一哩路，線上報名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libtour.php?with=identity。
2.3月11日(一)至5月31日(五)「新館導覽」。

《人事室》

●「二代健保重點說明」線上學習課程已正式上線，請同仁踴躍上線學習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3327,r875-1.php

●教育部於中華民國101年12月25日以臺人(二)字第1010244755C號令修正發布施行
「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第六條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3286,r875-1.php

●申請101學年度下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請於3月4日前送交人事室)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3084,r875-1.php

●中央研究院函該院2月份「知識饗宴」於2月26日晚間於該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敬請
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53440.php



《主計處》

●本校新修訂之「會計事項申請單」乙份，並自即日起適用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53431,r1160-1.php

《藝文活動》

● 2012年桃竹苗地區校際藝術節「追光逐影」作品徵件：3月4日至3月8日
參考網址: http://cfge.nthu.edu.tw/files/14-1084-51225,r3253-1.php

夜貓子電影院【肯．洛區影展】1月15日至2月26日，每週二、六晚間八點半播
映

　肯洛區（Ken Loach, 1936-）英國獨立製片導演，早期在電視圈中拍攝「劇情式紀錄片」（Docudrama）即表現出追求真實與正義的熱
忱，他曾說：「電影不只是爆米花的伴侶而已！」謙卑地描寫勞工與弱勢族群在面對殘酷現實的考驗時，努力維護自我尊嚴；並且大膽批判

敏感的政治議題，以英國及各國歷史事件，針砭當代世界局勢。他偏愛起用經歷與角色接近的業餘演員即興演出，並且經常用鄉村日常用

語，塑造獨特的底層影像風格。

說明：

1.播映日期：1月15至2月26日，每週二、六晚上8點30分。
2.播映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3.本週播映：2月26日(二)，尋找艾瑞克Looking for Eric(2009)116min
4.參考網址：http://cfge.nthu.edu.tw/files/14-1084-51224,r3253-1.php。

Koki Mitani Film Festival

　三谷幸喜(1961－)，日本人間喜劇大師。從編劇起家，擅長於喜劇，跨足劇場、電視劇、電影。由於劇場經驗，在電影的場景安排與演員
走位，像劇場般用聚焦方式呈現，交錯出有趣的喜劇效果，以及人生的詼諧感。三谷幸喜想告訴觀眾的，應該就是笑笑看人生吧！

說明：

1.播映日期：3月2日至3月19日，每週二、六晚上8點30分。
2.播映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3.本週播映：3月2日(六) ，心情直播，不ＮＧ Welcome Back Mr. MacDonald(1997)。



清清紫荊 勇往直前－不能沒有X演唱會

　面對3月9日登場的潘達弗克斯盃，清大的勇士們需要熱情的歡呼聲，2月27日潘達邀請大家一起共襄盛舉，讓我們用美麗的歌聲為清大勇
士們加油！空靈美聲 [白安]、 創作王子 [嚴爵]、靈魂歌姬 [家家]、搖滾王牌 [MP魔幻力量]、台語歌王 [王識賢]、民謠新聲 [Crispy脆樂團]，
將在大禮堂展開一場聽覺饗宴。

說明：

1.活動日期：3月9日。
2.活動地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3.活動時間：晚間6點開放入場，6點30分活動開始。
4.活動方式：不須排票，當天現場排隊依序入場。入場時憑5張當月發票與清大學生證可兌換抽獎券乙張，每張學生證限兌領抽獎券乙張。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電子報【第164期】新春尋藝：顧何忠個展1997至2013

　何忠個展為清大藝中2013年開春首展，其起源來自2009年所辦【具象演繹】曾集結五位台灣默
默耕耘的青壯輩寫實畫家聯展，此類油畫

創作時間長久，數量不多又分屬各地收藏家，借展不易。因此曾向藝術家提及若四至五年才舉辦

一次個展，未來個展時應設法於台北展出之

後也能在學術教育的殿堂巡迴展出，讓年青學子能一睹名家的近作風采。

說明：

   1.展覽日期：3月4日至3月28日。
   2.展覽地點：國立清華藝術中心展廳。
   3.參考網址：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2&&time=1&&fdsn=519。

 

【台北熱秋 黃大旺Ｘ張又升】－極限噪音

　民國百年－黃大旺、張又升，2012奧地利電子藝術大獎Prix Ars Electronica 
聲音藝術類得主。

說明：

1.時間： 3月5日(二) 晚上7點半，自由入場。
2.地點： 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