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推薦寫實作家王默人角逐諾貝爾文學獎 

 為表彰寫實作家王默人的文學貢獻，本校已彙整文壇

等各界對作家的推薦，向主持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作業的

瑞典學院送件，推薦王默人角逐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旨在表彰「於文學領域創作出具有理想

傾向之最佳作品者」。王默人的作品深具歷史價值，小說

反映底層人民的真實處境，值得受到世人重視。諾貝爾

文學獎將在今年 10 月中旬公布。 

 王默人本名王安泰，1934 年生，祖籍湖北省黃梅縣。

1948 年底隨國民政府軍隊來臺，曾任《中華日報》、《經

濟日報》記者、《中國時報》撰述委員暨「人間副刊」編

輯、《聯合報》記者。1950 年代開始從事創作，作品以

小說為主，刊載於各報章著作逾百篇，包含《外鄉》、《地

層下》、《阿蓮回到峽谷溪》、《沒有翅膀的鳥》等。 

 王默人作品關注工商社會在歷史轉型中所引發的價值

衝突、精神痛苦與情感震盪，文字樸實銳利，能巧妙地

將新聞寫作的冷靜筆觸轉移到小說寫作，細膩深刻描繪

人物在困境中與命運搏鬥、至死不屈的形象與精神。 

 1985 年王默人離台赴美，曾任美國舊金山《國際日報》

採訪主任、《中報》經理、海華電視總編輯等。2015 年

獲頒國立清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學位。現與夫人周安儀

定居舊金山。 

 清華大學出版社近日重新編印《王默人小說全集》一

套 4 冊，及其夫人周安儀女士的《相見不如不見》新書。

於 4 月 27 日由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王默人周安儀文學

講座聯合主辦此部巨著的發表會。作家因身體因素未克

出席，但文壇人士仍齊聚一堂，探討此套作品產生的影

響。 

 賀陳弘校長表示，王默人先生的創作生涯執著認真，

不向強權屈服，只書寫自己想寫的，這正代表了清華精

神，作家因仗筆直言、在威權年代碰觸到禁忌，於八十

年代遠走美國，也與這一精神相呼應，「清華除了大樓和

大師，也需要大愛，王默人正代表了這種大愛。」賀陳

校長說，默人先生文章中的博愛與真實，反映了高尚的

作家情操，希望未來可通過清華的舞台，推薦王默人先

生戴上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 

 中央大學文學院李瑞騰院長特別在新書發表會上推介

王默人作品。李院長指出，王默人小說敘述跨海逃難來

台、在底層社會艱辛生活的省外人士遭遇，有時局的大

背景，也有小人物在今昔之間的繫念與煎熬，如一幅現

代流民長卷，照映史實，牽繫萬千在台底層外省人的心

靈。他的小說也書寫本省民眾，如農民、鐵工廠領班、

礦工女兒等，著眼於台灣在經濟開發過程中的社會矛盾

及諸多不公不義現象，寫的主要是小人物的應變、挫折、

創傷與救贖。 

 李院長指出，王默人在歷史的框架裡、現實的基礎上

創造了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他們或來自中國大江南北，

或來自台灣的偏鄉社會，「王默人的小說正是台灣的抒

情。」 

 國立台灣文學館創館館長林瑞明教授也參加此次新書

發表會，他建議清華在推薦王默人角逐諾貝爾文學獎之

前，可先為王默人爭取國家文藝獎的肯定。 

 清華大學人社院蔡英俊院長表示，王默人、周安儀夫

婦創立文學講座的要點，在於人文教育以及文學演講與

社會生態的結合，盡顯世代傳承真意。清華台文所李癸

雲所長則指出，此一持續性的講座是清華大學的人文寶

藏，也是台文所任重道遠的責任與義務。 

 

 王默人作品小檔案: 

 王默人的創作歷程相當長，從 1952 年發表第一篇短篇

小說《劫後餘生》，至 2010 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跳躍的

地球》，長達 58 年。《跳躍的地球》是王默人自覺「整個

生命和寫作過程的一個交代」，全書手稿捐贈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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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默人先生的創作以小說為主，計有71篇中、短篇小說。

出版作品除 《外鄉》（1972 年）、《跳躍的地球》（2010

年）兩部長篇小說外，另有中、短篇小說集《孤雛淚》

（1958 年）、《留不住的腳步》（1968 年）、《沒有翅膀的

鳥》（1974 年）、《地層下》（1976 年）、《周金木的喜劇》

（1979 年）、《王默人自選集》（1979 年）以及《阿蓮回

到峽谷溪》（1984 年）。 

  
本校為王默人新書辦理發表會。 清華大學出版社最近重新編印王默人全集。 

 



 

 

清華發現穿越時空的「錄音筆」  重現 4百年前閩南移民說的話 

 由本校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西

班牙龐培法布拉 (Pompeu Fabra) 大學及塞維亞 (Sevilla) 

大學組成的研究團隊，尋獲一份距今約 4 百年、厚達千

頁、2 萬 1 千多字詞的《漳州話語彙》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o Chiu)手稿，堪稱本世紀以來發掘明代閩南話

史料最重大的成果。這份手稿彷彿是「錄音筆」，透過其

中記錄的拼音符號，我們得以「聽到」17 世紀在馬尼拉

及北臺灣閩南人說的話。 

 這支研究團隊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獎助下，

近年來前往西班牙與菲律賓等地檔案館，找尋古閩南話

的詞典或古籍，終在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檔案館尋獲《漳

州話語彙》，同時在本校語言所連金發教授、歷史所李毓

中副教授、中研院台史所陳宗仁副研究員及西班牙塞維

亞大學歐荷西(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助理教授等的努力

下，解讀 4 百年前海外閩南人使用的航海、貿易等詞彙，

一窺當時閩南人的日常生活。 

 李毓中老師表示，1571 年西班牙人帶著美洲的白銀到

菲律賓，吸引數以萬計的閩南人前往菲律賓的馬尼拉謀

生。西班牙人透過閩南人的貿易網絡與資訊，得知被閩

南人稱為「北港(Pag Cang)」的臺灣，以及島上「雞籠(Quey 

Lang)」、「淡水(Tam Chuy)」的相關資訊，甚至還在 1597

年畫下世界上第一張艾爾摩沙（Hermosa，即臺灣）島的

完整地圖，在這張圖上便註記著雞籠與淡水港。 

 西班牙人為了向閩南人傳教與貿易，便請居住在馬尼

拉的閩南人協助編譯閩南話書籍，最重大的成果就是《漳

州話語彙》。書中的「雞籠、淡水」詞條，以西班牙文解

釋說明：「在艾爾摩沙島上，西班牙人所在的土地(Tierra 

de Isla Hermosa ado estan los españoles)。」 

 李毓中老師指出，此記錄可證明這份手稿製作於西班

牙人殖民北臺灣時期，即 1626 年至 1642 年之間，比起

1711 年開始編輯的康熙字典早了近百年，同時也是目前

尋獲 16、17 世紀閩南話詞彙文獻中，詞數最多且內容最

豐富的；甚至有三分之一的詞彙，除了註記漳州話拼音，

也註記了當時官話的拼音。 

 透過《漳州話語彙》，今日的我們得以獲知 17 世紀初

漳州移民的日常詞彙，以及這些詞彙背後的生活點滴、

地理知識，增進我們對臺灣早期閩南移民的認識。例如

臺灣目前仍使用的「洗門風 (Sey Muy Hong)」，西班牙語

為「restituir la honra（意為回覆名譽）」；臺灣常見的毒

蛇青竹絲，手稿中稱為「竹系蛇」，西班牙語為「Vibora （意

為毒蛇）」；螢火蟲則稱為「火金星 (Hue Quion Che)」。 

 先前曾經公開發表的漳州話語言史料，最著名的莫過

於已故大漢學家龍彼得(Piet van der Loon)尋獲的《漳州話

語法》(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共約六十頁，介紹

近兩千個字詞。而此次找到的《漳州話語彙》，蒐羅的字

詞數則近乎是前者的十倍之多，更完整地建構出早期臺

灣閩南移民語音的資料庫。 

 李老師表示，《漳州話語彙》的發現，將為臺灣學術界

帶來新的研究動能，對歷史學而言，可從西班牙人的角

度瞭解閩南人在臺灣及東南亞活動的足跡與面貌；對語

言學而言，則有助於重現 4 百年前閩南話的語音，瞭解

現今臺灣與東南亞閩南話的流變。同時，也為政府推動

的新南向政策，增加了學術與文化交流的另一新契機。 

  
左起本校歷史所李毓中老師、菲律賓聖多瑪斯大學檔案館館長

Regalado Trota Jose，以及西班牙塞維亞大學歐荷西(José Luis 

Caño Ortigosa)助理教授 

4百年前的《漳州話語彙》手稿標示了「雞籠」、「淡水」的漢字

與發音 



 

 

賀 工工系學生趙家馳榮獲國際研討會 ICIEA(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Applications)中 session 5－Image and signal 

processing 最佳論文口頭演講(指導老師：桑慧敏教授) 

 

 

《教務處》 
 【南大校區】106延續性教學增能計畫－招募補救教學助理徵件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2 

 

 105暑期學生讀書會開始申請囉！(即日起至 6月 2日)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0 

 

 新創業*新勢力 發明世代必修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3 

 

 國立東華大學「2017 卓越教學學術研討會」徵稿啟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59 

 

 實踐大學辦理「Python快速入門與專題應用」教師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58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舉辦專業 ESP Café提升職場競爭力－專業英語教學研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57 

 

 財團法人中租青年展望基金會辦理 106年第三屆「職場實習卡位戰 一日成旅人企業體

驗營」活動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1 

 

 大葉大學磨課師課程「為公司把把脈」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6 

 

 國立高雄大學磨課師 MOOCs 線上課程報名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5 

 

 國立中興大學「2017 高等教育教學實務研究學術研討會」報名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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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06年清華大學急救教育課程報名開始，5月 1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18518,r1204-1.php?Lang=zh-tw 

 

 １06學年度研究所新生「非中低收入戶清寒生」暨「特殊需求生」學生宿舍申請優先候

補住宿審查結果公告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實習保險】國內校外無學分實習保險申請，新增 5月 19日，6月 5 日，6 月 16 日為

收件日期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8596,r5631-1.php 

 

 5月 18日晚上 7 點@大禮堂~世舞 X 國標 X旗隊三社聯合舞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537,r2469-1.php?Lang=zh-tw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舉辦「一路新疆西域文化之旅」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47,r2469-1.php?Lang=zh-tw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舉辦「第十一屆兩岸大學生青海‧探密藏族文化活動方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49,r2469-1.php?Lang=zh-tw 

 

 2017國際院校會展城市行銷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567,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兒童教育推廣協會招募 2017第二十六屆大墩陽光兒童夏令營大專輔導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578,r2469-1.php?Lang=zh-tw 

 

 愛的實踐。美的展現－社團經營觀摩暨簡報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579,r2469-1.php?Lang=zh-tw 

 

 蒙藏委員會援外志工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582,r2469-1.php?Lang=zh-tw 

 

 全國高中生暨大專生服務學習營隊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04,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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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一區大專校院「社會實踐暨服務學習研習會」活動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06,r2469-1.php?Lang=zh-tw 

 

 2017十傑青少年領航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13,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6年青年社區參與行動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15,r2469-1.php?Lang=zh-tw 

 

 第六屆《寶島行銷金句獎》－「運動喝椰子汁的理由」創意徵稿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20,r2469-1.php?Lang=zh-tw 

 

 臺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2017後生文學獎」徵文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26,r2469-1.php?Lang=zh-tw 

 

 第五屆科學玩意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27,r2469-1.php?Lang=zh-tw 

 

 苗栗文化產業節慶典藏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29,r2469-1.php?Lang=zh-tw 

 

 資訊月全國海報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0,r2469-1.php?Lang=zh-tw 

 

 「2017年客家文化教育研習營」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1,r2469-1.php?Lang=zh-tw 

 

 國土測繪圖資 GIS專題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2,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 106 年「全國語文競賽之閩南語朗讀文章」徵稿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4,r2469-1.php?Lang=zh-tw 

 

 兩岸紅十字青少年人道之旅－大漠英雄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5,r2469-1.php?Lang=zh-tw 

 

 世界海洋日~海洋歡樂嘉年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0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1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1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2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2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2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2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6,r2469-1.php?Lang=zh-tw


 

 

 106 年度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大專組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7,r2469-1.php?Lang=zh-tw 

 

 國際博物館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8,r2469-1.php?Lang=zh-tw 

 

 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39,r2469-1.php?Lang=zh-tw 

 

 屏東縣大武山文學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40,r2469-1.php?Lang=zh-tw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41,r2469-1.php?Lang=zh-tw 

 

 COOL酷酷比－城市盃全國大專校院暨高中職創新創業及創意行銷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43,r2469-1.php?Lang=zh-tw 

 

 大仁科技大學辦理「2017 兒童英語教材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46,r2469-1.php?Lang=zh-tw 

 

 地球觀測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50,r2469-1.php?Lang=zh-tw 

 

 青年發展署「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51,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市 105學年度第 1學期補救教學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652,r2469-1.php?Lang=zh-tw 

 

 美國肌力與體能協會(NSCA)私人教練(CPT)課程培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721,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 106年度市長盃武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722,r2469-1.php?Lang=zh-tw 

 

 106年度體適能教學研習會第二梯次－初級體適能瑜珈教練培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724,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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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 106年度市長盃拳擊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725,r2469-1.php?Lang=zh-tw 

 

 探索台灣 120h－Taiwan in My Eyes 

參考網址：http://www.ctcief.org/news-20170511.html 

 

 

 

《總務處》 
 即日起至 6月 16日，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18612,r127-1.php?Lang=zh-tw 

 

 5月 18日下午 1 點 30分至 2 點實施萬安 40號防空演習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18398,r51-1.php 

 

 新竹市環保局即日起派員至本校進行機車定期檢驗巡查工作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18705,r51-1.php 

 

 

 

《研發處》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6 年度委託研究案「1999臺北市民當家熱線提升服務

效能及創新發展之研究」於 5 月 22 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65 

 

  科技部「臺波雙邊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間：7月 24上午 9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67 

 

 公告國立清華大學「跨領域研究」計畫申請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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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敬邀參加 5月 17日【新知講堂】NO.12 「A.I.oT.」 

參考網址：goo.gl/m35EMa 

 

 【講座日期異動至 5 月 19 日】「創投想要告訴新創團隊的事」，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20919c7-6bdf-480d-8bba-51ac7d921ebe&c=menu041 

 

 2017搶鮮大賽 5 月 16日報名截止，敬請把握最後機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1f7f30b-4cdb-4cd6-8a1f-0eaa7a92e6cc&c=menu041 

 

 敬邀參加 6月 10日【2017 專利分析與創新研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56e20fa-80be-40b9-a2c6-12e526b2430b&c=menu041 

 

 敬邀參加 2017 輔仁大學「智慧財產權」基礎培訓講座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e52cb23-22fc-4256-9284-7985bbe3e2fb&c=menu041 

 

 敬邀全校師生參與 5 月「專利品質提升會議」。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b16e562-9d0b-40fe-9419-e7bf18cd46ba&c=menu04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6月 5日舉辦「106 年『我為什麼要加入集體管理團體』工作坊」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c2dc10a-fdaf-4e3f-b1d0-97ac38219583&c=menu04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專利策略管理師培訓班」課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cf54edd-63bf-4d67-88ff-addcd7918ea6&c=menu041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與 IEEE (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於 6月 7 日聯合舉辦「用

創新顛覆未來:學術應用與專利佈局」研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ad941ba-c4b6-4439-9a51-4fcc87838680&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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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交大青年創業家培育系列講座」活動訊息，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b370e61-cc89-4d83-8e54-633ab1de069f&c=menu041 

 

 臺北商業大學「B2B 跨境電商產學交流論壇」課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86d9872-2248-4a12-80d4-24579df0b3ca&c=menu041 

 

 TIX 創新學社「產學服務計畫」即日起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5f186a8-9228-401f-a934-fa446fd8696e&c=menu041 

 

 【TIX創新學社】2017產業學者計畫，即日起至 5 月 20 日開放收件 

參考網址：http://tix.proj.nthu.edu.tw/Industry_Scholars.html 

 

 【TIX創新學社】2017訪問學者計畫，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開放收件 

參考網址：http://tix.proj.nthu.edu.tw/Visiting_Scholars.html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14&lang=big5 

 

 科技部「2018-2019 年台德(MOST-DAAD)雙邊合作人員計畫交流 PPP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11&lang=big5 

 

 2017 美國在台協會 暑期青年領袖營學員募集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15&lang=big5 

 

 

 

《圖書館》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APA PsycNET」，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psycnet.ap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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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戰虛擬密室逃脫，闖關拿大獎！快參加「2017 WOS與 JCR有獎徵答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7_Wos_JCR/index.htm 

 

 新增 EBSCO試用資料庫「Academic Search Ultimate 綜合學科全文資料庫極致版」等 5

種 

參考網址：

http://web.b.ebscohost.com/Legacy/Views/static/html/Error.htm?aspxerrorpath=/ehost/search/selectdb 

 

 

 

《人事室》 
 106年度「第 13屆原曙獎－促進原住民社會發展有功團體暨人士表揚實施計畫」請機關

團體廣為推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502,r2506-1.php?Lang=zh-tw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考科詳入)，自即日起至 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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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38-118597,r875-1.php?Lang=zh-tw 

 

 勞動部 106年度入廠建構企業內勞資雙贏夥伴關係機制計畫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715,r875-1.php?Lang=zh-tw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106年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暨推薦表，敬請轉知並推薦貴單位該校畢(結)

業之校友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709,r2506-1.php?Lang=zh-tw 

 

 

 

《工學院》 
 2017清華大學工學院國際領袖英文營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17432,r3361-1.php?Lang=zh-tw 

 

 IPE暑期自我提升規劃構想與實踐競賽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118440,r77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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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半導體領袖計畫－菁英種子營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18457,r2714-1.php?Lang=zh-tw 

 

 工學院論文競賽複賽通知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666 

 

 

 

《原子科學院》 
 2017【突破論壇－青年的未來】逆風飛翔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8443,r1602-1.php?Lang=zh-tw 

 

 5月 25日 2017 生技產業論壇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94 

 

 

 

《科技管理學院》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 Transfer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329,r1794-1.php?Lang=zh-tw 

 

 尤努斯獎：第二屆社會創新與創業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303,r1794-1.php?Lang=zh-tw 

 

 經濟部工業局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45,r1794-1.php?Lang=zh-tw 

 

 106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申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50,r1794-1.php?Lang=zh-tw 

 

 清華計財 飛躍二十~5月 23日專題演講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49,r1794-1.php?Lang=zh-tw 

 

 亞洲政策中心 5 月 23日舉辦研討會「蔡英文總統執政一週年」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46,r1794-1.php?Lang=zh-tw 

 

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18457,r2714-1.php?Lang=zh-tw
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666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8443,r1602-1.php?Lang=zh-tw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94
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329,r1794-1.php?Lang=zh-tw
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303,r1794-1.php?Lang=zh-tw
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45,r1794-1.php?Lang=zh-tw
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50,r1794-1.php?Lang=zh-tw
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49,r1794-1.php?Lang=zh-tw
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46,r1794-1.php?Lang=zh-tw


 

 

 2017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大學生暑期 湖南實習計劃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44,r179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室外籃球(1-2場)5 月 20 日因「經濟系小梅竹」，上午 10點至下午 5 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代表隊成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棒球場 6 月 3日因「資工系鳳凰盃 OB賽」，上午 7 點至 12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羽球全場 5月 15至 19日及 22、23、26日因「羽球校隊進行羽球系際盃比賽」，晚上 7

點至 11 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游泳池 5 月 17 日因「106 年全校游泳比賽」，下午 4點至晚上 9點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竹師教育學院》 
 2017教育高階論壇國際學術研討會徵稿至 6月 30日 

參考網址：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4675,r70-1.php?Lang=zh-tw 

 

 「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要點」申請至 7月 31日 

參考網址：http://www.ntl.edu.tw/mp.asp?mp=1 

 

 5月 25日《再創夏佑國家劇院的光輝：法國戲劇導演安端•維德志 1980 年代》新書座

談會 

參考網址：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4655,r70-1.php?Lang=zh-tw 

 

 

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744,r1794-1.php?Lang=zh-tw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4675,r70-1.php?Lang=zh-tw
http://www.ntl.edu.tw/
http://www.ntl.edu.tw/mp.asp?mp=1
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4655,r70-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106 級新一代畢業展，展期：5 月 19 日至

5月 22日，地點：世貿一館 C010，歡迎蒞臨參觀 

參考網址：http://art.nhcue.edu.tw/homepage/homepage.html 

 

 

 

《藝文活動》 

十年再見楊德昌回顧影展《恐怖份子》放映＆映後座談 

 談到台灣新電影，一定要提起楊德昌導演，並且是以立正站好的姿勢。從 1982年參與中影《光陰的故事》起，直至《一一》，

部部經典，本專題選映楊導兩部作品，及曾與其工作而受其精神感召之子弟兵的劇情長片；影展期間於圖書館前穿堂與蘇格貓底

咖啡屋舉辦的展覽。此外特別邀請資深影評人藍祖蔚老師與蕭菊貞導演對談，並邀請促成新電影的推手小野老師、子弟兵魏德聖

導演蒞校演講。 

 

說明： 

1. 時 間：5月 16日，晚上 8點 30分。 

2. 地 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13464,

r11-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XJ0Lm5oY3VlLmVkdS50dy9ob21lcGFnZS9ob21lcGFnZS5odG1s&b=DGHEEW/c%d1023795158016063/vfghy/26119018496523/DFGBB17114-02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XJ0Lm5oY3VlLmVkdS50dy9ob21lcGFnZS9ob21lcGFnZS5odG1s&b=DGHEEW/c%d1023795158016063/vfghy/26119018496523/DFGBB17114-02
http://art.nhcue.edu.tw/homepage/homepage.html


 

 

《褒種茶》荻生笛聲－長笛吉他二重奏 

 

美國古典吉他家 Rene Izquierdo 與台灣長笛家蔡佳芬共同演出坪林之

美。 

說明： 

1. 時 間：5月 26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18770

,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勇闖新世代新市場 

說明： 

1. 講 者：褚士瑩／公益旅行家。 

2. 時 間：5月 15日，晚上 5點至 6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 台達館璟德講堂(B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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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水講堂：戲劇人生 

說明： 

1. 講 者：黃阿雞。 

2. 時 間：5月 20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20。  



 

 

【新知講堂】NO.12「A.I.oT.」 

 

說明： 

1. 講 者：張嘉淵 副總經理／廣達電腦。 

2. 時 間：5月 17日，下午 3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 創新育成大樓(近南大門) R119。 

4. 參考網址：goo.gl/m35EMa。  

 

 

【萌芽創業講座】創投想要告訴新創團隊的事 

 

說明： 

1. 講 者：蘇拾忠 秘書長/創投公會(TVCA)。 

2. 時 間：5月 19日，下午 2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育成中心(近光復路校門) R115。 

4. 參考網址：https://goo.gl/0XA8SW。  

 

 

 

 

 

 

 

https://goo.gl/0XA8SW


 

 

就業市場巨變下的職涯策略 

 

說明： 

1. 講 者：臧聲遠 先生／Career就業情報顧問。 

2. 時 間：5月 18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

id=12092。  

 

 

【數學系專題演講】分析、微分方程與統計研討會－紀念王懷權教授 

說明： 

1. 講 者：丁美齡教授／University of Maryland 

     王可言董事長／台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偉仲教授／台灣大學 

     李育嘉教授／高雄大學 

     林蔚君副校長／亞洲大學 

     倪維明教授／University of Minnesota 

     張德健教授／Georgetown University 

     許世壁教授／清華大學 

     陳國璋教授／清華大學 

     鄭清水院士／中央研究院 

2. 時 間：5月 19日，上午 8點 30分至下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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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化學系專題演講】Material-cell interactions: From nanoparticles to 

conducting polymers 

說明： 

1. 講 者：Prof. Christine Payne／Georgia Tech。 

2. 時 間：5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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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系專題演講】Machine Learning for Music Processing and Retrieval 

說明： 

1. 講 者：Dr.  Yi-Hsuan Yang／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ITI, Academia Sinica。 

2. 時 間：5月 17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8738,r67-1.php?Lang=zh-tw。 

 

【人社院專題演講】「熟番」與「平埔」：從卲式柏《台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

中譯談起 

 

說明： 

1. 講 者：張隆志教授／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 

2. 時 間：5月 15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205。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18437,r2733-

1.php?La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生而為母？愛爾蘭小說中的家庭－以安瑞特《聚會》為例 

 

說明： 

1. 講 者：黃山耘助理教授／台灣大學外文系。 

2. 時 間：5月 18日，下午 3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B303。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18511,r5517-1

.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旅行、文化與知識建構：以辜鴻銘、陳季同、王韜為例 ∕ 重構

想像：晚清海外旅人的凝視與再現 

 

說明： 

1. 講 者：陳俊啟 副教授／中正大學中文系、 

     陳室如 副教授／台師大國文系。 

2. 時 間：5月 18日，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501。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8547,r264

8-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秦漢詔書與帝國政治 

 

說明： 

1. 講 者：葉秋菊 博士／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2. 時 間：5月 23日，上午 10點 10分至中午 12點 1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501。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8723,r2648-1

.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1960年代的台灣電影中的日本表象 

 

說明： 

1. 講 者：赤松美和子教授／日本大妻女子大學比較文化學

部副教授。 

2. 時 間：5月 16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A309。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24#。  

 

 



 

 

【台文所專題演講】華語語系現代詩研究與台灣經驗 

 

說明： 

1. 講 者：洪淑苓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2. 時 間：5月 17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人社院 A311。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23#。 

 

【台文所專題演講】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幻誌 

 

說明： 

1. 講 者：何敬堯／臺灣當代小說家。 

2. 時 間：5月 24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C404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13#。  

 

 



 

 

【人類所專題演講】From Mathematical Certainty to Creative Serendipity: 

Adventure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說明： 

1. 講 者：Prof. John McCreery／清華大學人類所客座教授、美國康乃爾大學人類學博士。 

2. 時 間：5月 17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C304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118470,r2262-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