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傑出校友黃男州：內心要有源源不斷的熱情 

 從理工轉到金融，亞洲金融界最佳 CEO 黃男州回顧他

的人生歲月：「內心要有源源不斷的熱情，才會讓你願意

一直做下去！」熱情的產生源自於傾聽自己，對他來說，

大學生活正是開啟他了解自己的黃金歲月。 

 「最高的山，要做最好的銀行，最美的山，要做最愛

的銀行。」近年來，玉山銀行盯緊世界的脈動，在不斷

發展金融科技的同時，也積極佈局海外。2016 年，玉山

銀行除了一口氣在《The Banker》、《The Asset》、

《Asiamoney》，三家國際雜誌的評比中，得到「台灣最

佳銀行」的肯定，更蟬聯 Gartner「亞太區最佳數位金融

大獎」，成為亞洲金融業唯一。 

 同時獲得「亞洲最佳執行長」的玉山金控兼玉山銀行

總經理、清華大學傑出校友黃男州，不只是亞洲金融業

唯一的最佳CEO得主，他更是台灣第一位獲獎的CEO。「這

個獎是頒給玉山人的，我只是代表玉山來接受這個獎。」

黃男州謙虛的說。 

 觀察自己喜歡什麼 

 上大學之前，黃男州只懂得把升學當成目標，在「優

秀的人就去當醫生、讀理工」的社會氛圍之下，進到了

清大動機就讀。黃男州說，上大學後的身心較為成熟，

也因接觸世界的面向變得多元，所以開始會試著觀察自

己到底喜歡什麼。 

 「弟弟你很聰明，從小功課也都非常好，可是卻從來

沒看過你把機器拆開再重組。家裡的燈泡壞了，你也不

會去修。看樣子你讀理工讀機械，好像並沒那麼切合你

的喜歡。」從清大動機系畢業，準備踏出人生下一步的

黃男州，聽到姊姊這樣一說，再次問問自己：「我對機械

不是不喜歡，我可以讀，但那個熱情的程度，沒有辦法

讓我到廢寢忘食。」黃男州得到了這個答案。 

 「內在最真誠的聲音會告訴你，你真正喜歡的是什麼，

什麼東西會讓你有熱情，什麼東西會讓你燃燒自己！」

黃男州決定利用兩年的時間，到美國紐約讀 MBA 學位。

他對未來並沒有很篤定，但當時的他告訴自己：「就算我

最後還是要走理工的路，這兩年對我來說也會是很棒的

訓練。」 

 拿出理工精神突破瓶頸 

 投入到 MBA 的學習後，黃男州發現自己越來越樂在其

中。起初因為沒接觸過商業、經濟、管理領域的知識，

所以第一學期過得很辛苦，但他後來發現，只要拿出「理

工精神」，在學習當中把很多東西「定義清楚」，瓶頸就

會一一突破。「往往我們都是對事物的定義與本質了解得

不夠深入，才會在那些變化當中產生許多迷惘。」黃男

州補充。 

 1992 年，黃男州從美國回到台灣，當時台灣金融業正

邁向自由化發展，政府開放民營銀行成立。從小就對「數

字」相當敏銳，對「組織變化」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也很有興趣的黃男州，於是選擇進入了金融業。如今他

已陪伴玉山走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但是他微笑著說：「我

並不是一開始就篤定，要一輩子在金融業。」 

 職場三階段：工作、事業、志業 

 「我們需要在不同的階段裡，重新定義自己對於工作

的詮釋。」黃男州說，對於工作的詮釋，他提供了三階

段的標準：「挑戰性的有無」、「熱情的持續性」、「對社會

有無貢獻」，這也是他職涯中的三階段。也正是這三階段

的淬鍊，讓他能夠攀上高峰。 

 初入職場，黃男州會問自己：「它有挑戰嗎？它會讓我

成長、讓我學習嗎？」直到 3、5 年後，這份工作變成了

「事業」，問自己的問題就會更深：「我對這份工作有源

源不斷的熱情嗎？工作對我有什麼意義？」持續保持熱

情後，事業最終將昇華成一種「志業」，而那時就要開始

思考「我對服務的人、對社會有貢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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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男州建議進入職場之前，除了簡單傾聽親朋好友的

聲音，更要好好聽聽自己的聲音。他說我們總是觀察萬

物、觀察別人，忘記觀察自己。「觀察自己，需要多用一

份心，因為我們總以為自己最了解自己！」這與希臘哲

言「認識你自己」一樣，因為「內心要有源源不斷的熱

情，才會讓你願意一直做下去！」 

 生活平衡讓你面對壓力 

 工作之外，黃男州重視生活的平衡：「工作」、「家庭」、

「興趣」缺一不可。他說，工作上的熱情之所以能夠持

續燃燒，是因為「有一個完整的平衡。」維持家庭、工

作與興趣的平衡關係，生活中就能有源源不絕的熱情。

「等我完成這件事情，我一定會更高興。」面對工作上

的壓力，黃男州總會用自己的方式將壓力轉為助力，先

賦予那件工作一個意義，自己才有動力繼續做下去。 

 除了將壓力轉為助力，黃男州平常還會藉由打桌球、

運動與閱讀，讓自己從工作情境中抽離。「我曾帶著公司

30 位同仁，用十天腳踏車環島，拜訪各個玉山分行呢！」

有人可能會疑惑「工作那麼累了，怎麼還有體力打桌球、

閱讀甚至環島？」對黃男州來說，「做不一樣的事情」就

轉換了情境，就是一種休息。 

 家庭、閱讀與運動的習慣，都是生活中支持的力量。「當

這些生活的面向可以平衡的時候，工作的壓力就只會停

在某一個程度了。」黃男州微笑著說。 

 思言社打開對人文關懷的窗 

 平衡的生活源自大學養成的習慣，「我的大學生活是三

分之一的學業，三分之一的社團，三分之一讀自己喜歡

的書。」當年剛進清大的黃男州，在打完一場新生盃辯

論後，受到 85 級學長的鼓勵，加入了思言社。在清大四

年的生活中，社團歲月給了他很大的能量與養分。 

 「清大以理工為主，那時我們在人文方面的歷練是比

較少的。」黃男州說，辯論所關心的是「社會」，當時的

議題包含死刑存廢、大學高學費、高速公路是否需收費

等，在準備辯論比賽與進行訓練時，大量閱讀有關辯論

議題的書籍，了解了經濟、制度、財稅與人文的知識。 

 「準備辯論必須包含正、反兩方，」他指出辯論提供

了一種「全然的觀點，並於不同立場之間「換位思考。」

在各方互相提問之下，自己進而完整了對於議題的認知。

辯論帶給他的訓練與對議題的關懷，幫他打開了一扇極

為重要的窗：「我會選擇換跑道、讀 MBA，跟這一段社團

經歷很有關係。」 

 母校是更新自己的本源 

 「我一直認為大學是人生的黃金歲月！」黃男州有許

多的習慣，都是自大學就培養起來。他認為要「廣泛的

學習」才能面對競爭，不要被自己的「本科」或「本業」

所綑綁，因為很多的競爭，都是一種「跨業學習」與「觸

類旁通」。 

 畢業後的黃男州，仍時常回到清華校園與老朋友敘舊，

看看校園、看看桌球隊的學弟妹。他說：「每個人都有自

己的本源！」對於清華人來說，清華園就是一個本源。

當自己不斷衝刺往前的時候，偶爾回頭看一下自己的成

長歷程，他認為這不只是一種念舊，而是在追本溯源中，

「尋找更新自己的力量」。 

 

【黃男州小檔案】 

學歷： 

美國哈佛大學 Executive management diploma (2003)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Baruch College MBA(1992)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1987） 

現職： 

玉山金控總經理 

玉山銀行總經理 

玉山銀行(中國)董事長 

玉山志工基金會執行長 

 



 

 

  
玉山金控兼玉山銀行總經理、清華大學傑出校友黃男州說，大學

生活是他開始了解自己的黃金歲月。 

黃男州校友 2017年再度榮獲財資雜誌(The Asset)「亞洲最佳

CEO」，並帶領玉山銀行榮獲「Gartner 全球最佳資訊資料治理

獎」，是亞洲唯一獲獎企業。 



 

 

賀 物理系余怡德教授、化工系呂世源教授、服科所徐茉莉教授、材料系葉均蔚教授、

材料系賴志煌教授、工工系簡禎富教授獲 105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賀 工工系張瑞芬教授榮任 IEEE Trans. Systems, Man, Cybernetics: Systems 和 

Advanced Engineering Informatics 雙期刊 Associate Editor 

  

賀 分生所博士生林冠宇及分醫所博士生陳冠維榮獲 105年度「GeneTex, Inc.億康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獎學金」 

 

 

 

《秘書處》 
 2017 清華名人系列講座──職涯三維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N9g7eAgCZuqwPZz7dI_9xg2lP8N8ZNQckcUWJJYGMax8WWg/viewform 

 

 

 

《學務處》 
 新創業*新勢力 發明世代必修講座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6544,r5634-1.php 

 

 第二屆台電輸電鐵塔創意造型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861,r2469-1.php?Lang=zh-tw 

 

 香粧品學系畢業成果展──異香人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864,r2469-1.php?Lang=zh-tw 

 

 猴子主題文化創意商品設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866,r2469-1.php?Lang=zh-tw 

 

 第 36屆新一代設計展「綠色攤位裝潢競賽」參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871,r2469-1.php?Lang=zh-tw 

 

 醫療奉獻獎訪查員訓練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89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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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侍酒師餐酒搭配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893,r2469-1.php?Lang=zh-tw 

 

 做中學 學中做 環境教育 Maker作夥來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896,r2469-1.php?Lang=zh-tw 

 

 第七屆臺南文學獎徵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32,r2469-1.php?Lang=zh-tw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辦理日本暑期遊學營「日本語及日式禮儀學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33,r2469-1.php?Lang=zh-tw 

 

 美國波士頓+紐約雙城遊學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58,r2469-1.php?Lang=zh-tw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60,r2469-1.php?Lang=zh-tw 

 

 SOLIDWORKS 設計神人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63,r2469-1.php?Lang=zh-tw 

 

 台北模擬聯合國會議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65,r2469-1.php?Lang=zh-tw 

 

 全民 e化程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67,r2469-1.php?Lang=zh-tw 

 

 新北市立十三行博物館「13考古日」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69,r2469-1.php?Lang=zh-tw 

 

 北京兩岸賽，歡迎「2016 全國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大賽」及「2017 全國計算機綜

合能力及商務專業應用大賽」之獲獎師生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70,r2469-1.php?Lang=zh-tw 

 

 金車貓頭鷹志工招募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76,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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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學年度資訊志工計畫」團隊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77,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出納組於即日起進行內部職務輪調，檢附調整後人員工作職掌表供參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16837,r47-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4月 11日實施拖吊立體停車場之無證及違規停放機車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16048,r51-1.php 

 

 

 

《研發處》 
 4 月 20日，晚上科技人文講座八：【人工智慧】明日世界全面解密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116828,r69-1.php?Lang=zh-tw 

 

 4 月 25日，非侵入性 3D 活體影像系統──IVIS Workshop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16198,c2706-1.php 

 

 2017 馬偕紀念醫院暨馬偕醫學院跨院際聯合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16987,c2706-1.php 

 

 國立清華大學與新竹馬偕醫院聯合讀書會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16993,c2706-1.php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4 月 21日大師相對論：以色列 X矽谷新創經驗分享論壇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f20d6d8-6380-4ea7-b3d9-c8d5d28a7a66&c=menu041 

 

 「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徵稿，歡迎踴躍報名投稿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fb8addc-f21e-46da-97f8-4f20fef759ce&c=menu041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6977,r2469-1.php?Lang=zh-tw
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16837,r47-1.php?Lang=zh-tw
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16048,r51-1.php
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116828,r69-1.php?Lang=zh-tw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16198,c2706-1.php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16987,c2706-1.php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16993,c2706-1.php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fb8addc-f21e-46da-97f8-4f20fef759ce&c=menu041


 

 

 

 「第三十一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1d540b6-57ab-464b-a1d2-a5f0a0c251db&c=menu041 

 

 「專利價值創造與技轉實務研討會」，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54d23fb-c3cd-4566-b112-c446e61a1ced&c=menu041 

 

 歡迎報名 4月 28日 UNREAL for AR／VR 開發技術課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ae45b55-80e6-4e69-8af3-bbc3d5432d57&c=menu041 

 

 請加強宣導學生製作相關影音作品上傳網路影音平台，避免超出智慧財產權所規範的合

理使用範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b21986c-3c6b-46f1-bec6-7ac3b5c1fe57&c=menu041 

 

 5 月 16日萌芽創業講座「創投想要告訴新創團隊的事」，創投公會祕書長現身說法並分

享自身豐富的投資與商業經營經驗 

參考網址：https://goo.gl/0XA8SW 

 

 參加 2017年德國國際發明展甄審訊息，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77aa1da-5086-4b40-af3e-07c958f85d03&c=menu041 

 

 合勤基金會 4月 26 日 Innovation 創新講座「指數時代。奇點未來」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60c8a91-fb79-418b-b643-bfce218db0bf&c=menu041 

 

 【TIX 創新學社】2017 TIX Junior Fellow (青年創業學者)，計畫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911edc7-f535-43fb-9da0-3e43bea9e402&c=menu041 

 

 TIX 創新學社粉絲團成立囉，請聯結以下網址隨時可獲得最新 TIX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TIX-Institute-584215648439800/?ref=aymt_homepage_panel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1d540b6-57ab-464b-a1d2-a5f0a0c251db&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ae45b55-80e6-4e69-8af3-bbc3d5432d57&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b21986c-3c6b-46f1-bec6-7ac3b5c1fe57&c=menu041
https://goo.gl/0XA8SW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77aa1da-5086-4b40-af3e-07c958f85d03&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60c8a91-fb79-418b-b643-bfce218db0bf&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911edc7-f535-43fb-9da0-3e43bea9e402&c=menu041
https://www.facebook.com/TIX-Institute-584215648439800/?ref=aymt_homepage_panel


 

 

 106 年度「科技部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專利申請＆加值行銷與發展新

創事業培訓班，歡迎團隊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0a68e35-e9cc-4d81-b87f-a53696c6d46b&c=menu04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4 月 14 日、5月 19日、7月 7 日及 8 月 4 日舉辦「政府機關辦理業

務所涉著作權問題」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ee45f6b-00d0-469c-958c-5fa55fe6abda&c=menu041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辦理「2017 品牌形成與保護、品牌行銷實務課程」，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7512e87-a262-482f-a571-d6911d9d30b5&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校慶活動──留遊德法講座及赴海外交換計畫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48&lang=big5 

 

 東南大學 2017 海峽兩岸青年領袖長三角經濟文化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58&lang=big5 

 

  2017 西北工業大學第五屆海峽兩岸航空航天文化探索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57&lang=big5 

 

 2017 中央財經大學台灣大學生北京企業文化行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1&lang=big5 

 

 IPSA-NUS Summer School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0&lang=big5 

 

 上海交通大學 2017 兩岸大學生暑期社區企業見習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59&lang=big5 

 

 2017 Summer programs in Cusco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10&lang=big5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0a68e35-e9cc-4d81-b87f-a53696c6d46b&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ee45f6b-00d0-469c-958c-5fa55fe6abda&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7512e87-a262-482f-a571-d6911d9d30b5&c=menu041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4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5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57&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1&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59&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10&lang=big5


 

 

 

 

《圖書館》 
 人社分館展覽「華夏意匠──圓明園四十景圖與樣式房圖檔特展」，即日起至 4月 20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ex_20170410.htm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2017上半年有獎徵答活動「看雜誌，奪大獎！」

開跑 

參考網址：http://59.124.34.66/prizec/questionnaire 

 

 「iReader eBook」華藝電子書 2017活動──【閱讀漂流記】開跑 

參考網址：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703/index.html 

 

 新增試用資料庫「British Periodicals (1681-1938) 17-20世紀英國期刊線上資料庫」

等 5種，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

http://search.proquest.com/britishperiodicals,http:/search.proquest.com/pao,http:/search.proquest.

com/hnpchinesecollection,http:/server.wenzibase.com,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http:/g

oo.gl/forms/yvKZ2UVyAc 

 

 圖書館於 4月 20日至 5 月 10日舉辦「含弘光大──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歡迎參觀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pex_20170420.htm 

 

 歡迎參加 4月 21日「清華大學與民國學風」座談會暨手札展開幕儀式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pex_20170420.htm 

 

 

 

《人事室》 
 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為表彰並選拔對國家社會學校有特殊貢獻的校友，即日

起接受推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6869,r2506-1.php?Lang=zh-tw 

 

 106 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二階段考試），自即

日起至 4 月 19 日受理網路報名，有意報考之民眾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6992,r875-1.php?Lang=zh-tw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ex_20170410.htm
http://59.124.34.66/prizec/questionnaire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xpYi5udGh1LmVkdS50dy9idWxsZXRpbi9OZXdzX3B1YmxpYy9uZXdzX2RpcmVjdF9saW5rLnBocD9zZWU9MjIwOA==&b=DGHEFW/c%d1023795058016063/vfghy/26118846581732/DFGBB14458-05
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703/index.html
http://search.proquest.com/britishperiodicals,http:/search.proquest.com/pao,http:/search.proquest.com/hnpchinesecollection,http:/server.wenzibase.com,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search.proquest.com/britishperiodicals,http:/search.proquest.com/pao,http:/search.proquest.com/hnpchinesecollection,http:/server.wenzibase.com,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search.proquest.com/britishperiodicals,http:/search.proquest.com/pao,http:/search.proquest.com/hnpchinesecollection,http:/server.wenzibase.com,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pex_20170420.htm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pex_20170420.htm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6869,r2506-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6992,r875-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核工所 NE74 獎學金】請同學於 4 月 12日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16997,r3699-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4 月 29日原民校友回娘家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1g41yn1-dRbYv2AGfjq1t33gfZvBLJikKBsxwY0yjG492Q/viewform 

 

 「解愛情裡不合邏輯的密碼」牌卡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17020,r5517-1.php?Lang=zh-tw 

 

 5 月 17日哲學學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16913,r4275-1.php?Lang=zh-tw 

 

 105 年清華哲學所所友回娘家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16914,r4275-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老師研究領域大不同，讓你一目了然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bin/home.php 

 

 

 

《竹師教育學院》 
 桃竹區特殊教育第二十九期稿約 

參考網址：http://www.dse.nthu.edu.tw/app/news.php?Sn=1182 

 

 中華民國 10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飛鏢聯賽競賽，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dpe.web2.nhcue.edu.tw/files/14-1026-34351,r7-1.php?Lang=zh-tw 

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16997,r3699-1.php?Lang=zh-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S1g41yn1-dRbYv2AGfjq1t33gfZvBLJikKBsxwY0yjG492Q/viewform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17020,r5517-1.php?Lang=zh-tw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16913,r4275-1.php?Lang=zh-tw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16914,r4275-1.php?Lang=zh-tw
http://ipt.web.nthu.edu.tw/bin/home.php
http://www.dse.nthu.edu.tw/app/news.php?Sn=1182
http://dpe.web2.nhcue.edu.tw/files/14-1026-34351,r7-1.php?Lang=zh-tw


 

 

 

 中華大學舉辦運動按摩技術員考照課程 

參考網址：http://dpe.web2.nhcue.edu.tw/files/14-1026-34332,r7-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Displacement【錯置】 

 

 

 

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總是得先支離破碎再重新安置自己的

心靈。每次的來來回回，我總需要這裡打包一點、那裡放

掉一些。能帶上帶走的行李重量有限，需要暫且割捨的情

感包袱也得集中寄放置一處。這裡和那裡，都是我的家。 

說明： 

1. 時 間：4月 12日至 5月 24日。 

2.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

-113723,r11-1.php?Lang=zh-tw。  

 

不存在的房間 

 

還記得你心裡有一個小房間嗎？  

那個世界很大、也很小，能隨意想像馳騁。  

不過當我們越長越高，發覺房間越來越矮小、  

而外面的世界廣大又遼闊…於是我們漸漸地淡忘了  

曾為自己打造的專屬城堡。  

4月 12日，一起重遊我們的秘密基地。 

說明： 

1. 時 間：4月 12日，晚上 6點 30分。 

2. 地 點：校本部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13632,r4

91-1.php?Lang=zh-tw。  

  

http://dpe.web2.nhcue.edu.tw/files/14-1026-34332,r7-1.php?Lang=zh-tw


 

 

《勇者之劍》 

 自 1988年，劉若瑀、黃誌群帶領一群專注於藝術的表演者組成優人神鼓。「優」在中國傳統戲曲中指的是「表演者」，「優人」

即表演的人，「神」是人在高度專注下，所進入的一種寧靜、無我狀態。「優人神鼓」，亦即「在自己的寧靜中擊鼓」。 

 成立迄今已 28年，以「道藝合一」創立的優人神鼓，結合果托夫斯基身體訓練、東方傳統武術、擊鼓、靜坐、太極導引、神聖

舞蹈等元素，廣闊運用音樂、戲劇、文學、舞蹈、祭儀等素材，實踐道藝合一、東西交融理念的獨特表演方式，不但具體呈現臺

灣優質的劇場表演藝術，具世界觀與當代美學之特點，並獲國際藝壇高度重視，因而不斷獲邀參加國際重要藝術節表演。形成她

獨一無二的表演藝術風格，在國際上受到高度的讚譽，亦受各地藝術節及劇院之邀演，成為臺灣優質文化藝術的象徵之一，是臺

灣最傑出的表演藝術團隊，102年獲選成為臺灣品牌團隊。 

 

  

說明： 

1. 時 間：4月 18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索票入場(4月 10日起開

放索票)。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

113669,r11-1.php?Lang=zh-tw。 

 

 

校慶電玩音樂會 
 

 

清華大學校慶音樂會，邀請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與清華大學古

典好手共同演出電玩音樂會，電玩好手與愛樂觀眾都可以一

享耳福 

說明： 

1. 時 間：4月 29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大大禮堂。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1

4227,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綦銘家校友從紐約來，談華爾街的經驗 

說明： 

1. 講 者：綦銘家／清華動機系 83級。 

2. 時 間：4月 19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大圖書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14。  

 

石虎三部曲──生態保育、生態旅遊與社區發展 

說明： 

1. 講 者：陳美汀 博士後研究員／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2. 時 間：4月 17日，晚上 6點至 9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環文系館 5201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decr.web2.nhcue.edu.tw/files/14-1022-34239,r3-1.php?Lang=zh-tw。  

 

【活水講堂】先聽話，再說話 

說明： 

1. 講 者：Bruno執行總監／布魯諾國際品牌顧問。 

2. 時 間：4月 15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2015fountainhead/。  

 

【學習+系列】：找尋資料撇步:快速尋找中文文獻 

說明： 

1. 講 者：顧依穎小姐／華藝業務經理。 

2. 時 間：4月 20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15。  

 

 

 



 

 

不討好讓你好好愛自己 

說明： 

1. 講 者：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2. 時 間：4月 27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校本部總圖書館 1F 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13637,r491-1.php?Lang=zh-tw。  

 

「扣押幸福」電影放映暨映後座談 

 

說明： 

1. 與 談 人：林昀嫺副教授／清華大學。 

2. 時 間：4月 13日，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南大校區藝術與設計學系 1F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16290,r80

5-1.php?Lang=zh-tw。  

 

 

【數學系專題演講】認識數學系列演講──簡介調和分析 

說明： 

1. 講 者：江金城教授。 

2. 時 間：4月 10日，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綜三館 R10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67。  

 

 



 

 

【數學系專題演講】Szego kernel asymptotics in Complex and CR geometry 

說明： 

1. 講 者：Prof. Chin-Yu Hsiao。 

2. 時 間：4月 10日，下午 4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綜三館 Lecture Room B。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68。  

 

【化學系專題演講】GEEC at NTHU／性別友善校園 

說明： 

1. 講 者：Prof. 蘇安仲／化工系教授。 

2. 時 間：4月 12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4.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MRI method development - from physical chemistry to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說明： 

1. 講 者：Dr. 黃聖言／中研院生醫所。 

2. 時 間：4月 1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4.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La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Portrait of an Englishman: Henry James’s Lord Warburton 

 

說明： 

1. 講 者：Dr Páraic Finnerty／Reader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UK。 

2. 時 間：4月 24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B303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17019,r5517-1.

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陶淵明的史才與史識 

 

說明： 

1. 講 者：齊益壽 教授／台灣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世新大學

中文系兼任教授。 

2. 時 間：4月 19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C310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6995,r2648-1.

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Recent Trends on Voronoi-Type TOPIC   Structures 

說明： 

1. 講 者：Prof. Franz Aurenhammer／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raz, Austria。 

2. 時 間：4月 10日，上午 10點至 11點。 

3. 地 點：台達館 103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6666,r67-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Is it fair to survey species-poor and species-rich 

communities by the same plot sizes? Considerations of a vegetation ecologist 

說明： 

1. 講 者：澤大衛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2. 時 間：4月 14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2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16980,r585-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Statistical Transfer Learning with Application to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說明： 

1. 講 者：宗福季 教授／Hong Kong Univ.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 時 間：4月 18日，下午 1點 20分至 2點 4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16712,r585-1.php?Lang=zh-tw。  

 

【核工所專題演講】Design of strong but ductile steels 

 

說明： 

1. 講 者：顏鴻威教授／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2. 時 間：4月 1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NE69 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nes.web.nthu.edu.tw/files/14-1227-116865,r5031-

1.php?Lang=zh-tw。  

 

 

【歷史所專題演講】臺灣原住民歷史研究 

說明： 

1. 講 者：邱馨慧副教授。 

2. 時 間：4月 12日，中午 12點 10分。 

3. 地 點：人社院 A302研討室。 

4.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iU0HRgokgpJ8bZhc6gEqHOcIfBRMtSeV3LNBiwHnVX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