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知名小提琴家林昭亮 獲頒清華榮譽校友 

 本校於 5月 12日舉辦臺灣國際客家文化藝術季開幕典

禮，同時頒授榮譽校友證書給長期奉獻清華的國際知名

小提琴家林昭亮。 

 臺灣國際客家文化藝術季今年以「林昭亮•浪漫客家」

為主軸，舉辦一系列音樂會及舞蹈展演活動。林昭亮先

生在藝術季開幕典禮上，還拉了一曲結合客家民謠「落

水天」與爵士樂曲「夏日時光(Summertime)」的曲子，

艷驚四座。 

 開幕典禮上由林聖芬副校長頒授「榮譽校友」證書給

林昭亮先生。林昭亮表示，清大是他從小仰慕的頂尖大

學，因此非常光榮及感動能成為清華的「榮譽校友」。他

認為，清華與竹教大合併之後，增加了藝術學院，未來

必在文化藝術上耕耘並做出貢獻，他也願盡一己之力。 

 客委會主委李永得當天為客家文化藝術季開鑼。他指

出，並常感謝清華大學團隊對客家藝術文化季的支持，

也感謝客家子弟林昭亮特別從美國回來共襄盛舉。他相

信，以此次藝術季活動的多元豐富，無論是客家或非客

家族群都能欣賞及分享。 

 林昭亮的岳父母也特別來觀禮。李永得透露，林昭亮

的岳母是他的小學老師，對他十分照顧，「如果沒有她，

就沒有今天的李永得。」 

 客家文化藝術季邁入第五年，首次由國立清華大學擔

綱主辦。除了在清華校內舉辦音樂會、畫展及文創商品

展、戲劇表演，更擴展活動版圖至新竹縣市與苗栗縣的

演出場所，如在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演出的「客從遠方

來˙笛響竹塹城」木笛及直笛演奏會、苗北藝文中心的

「指樂飛揚」國樂演奏會。 

 其中最受矚目的是由林昭亮的高徒林士凱與清華大學

教授管弦樂團共同演出的「義民禮讚」小提琴音樂會，

演出維爾瓦第的「雙小提琴協奏曲」、海頓的「第一號小

提琴協奏曲」、及清華大學藝術學院院長蘇凡凌特為林士

凱創作的客家特色作品「義民禮讚」等。 

 客家「落水天」巧妙結合爵士「summertime」 

 為了宣傳音樂會，林昭亮特別在開幕典禮與林士凱合

奏數曲，包括由蘇凡凌院長編曲，巧妙結合客家民謠「落

水天」與爵士樂曲「夏日時光(Summertime)」的小提琴

曲目。 

 蘇院長說，古老的客家民謠「落水天」曲子竟與美國

作曲家蓋希文在 1935 年所作的「夏日時光」曲調神奇地

相似，且前者描述下雨天又無傘、又無笠，光著頭來真

可憐，後者則是 20 年代美國南方黑人保母在困苦環境下

所唱的搖籃曲，詞曲流露同樣的哀傷。 

蘇院長安排林昭亮先拉「落水天」，接著林士凱奏「夏日

時光」，最後兩人將兩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清華大學阿

卡貝拉合唱團也在開幕典禮中獻唱。 

 今年客家文化藝術季有多位國際重量級的音樂家參與

演出，包括有「木笛界帕格尼尼」美稱的知名瑞士籍木

笛演奏家 Maurice Steger 、意大利籍長笛家 Rita 

D'Arcangelo、施洛維尼亞手風琴家 Primoz Parovel、林士

凱 (美籍臺裔)、劉士誠 (德籍臺裔)等。 

 清大頒發「榮譽校友」給林昭亮  

 副校長林聖芬在開幕典禮上，頒授林昭亮國立清華大

學榮譽校友證書、獎座、及「永久校友證」，感謝他對清

華的貢獻。林昭亮說，他從小就常騎著腳踏車在清大的

校園裡轉，回清大就跟回到家一樣。他也幽默地問道，

拿「永久校友證」在清大校內餐廳吃飯有沒有打折？如

果有打折，他一定要多回來。 

 校長賀陳弘表示，林昭亮的父親早先是清大兼任教授，

因此他從小就在清華大學旁邊成長，與清華一直有密切

的來往，堪稱「清華之子」；林昭亮成年後，以他國際級

音樂家的身份，開「小提琴大師班」啟迪愛好音樂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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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貢獻清華，令人感佩，如今成為清華「榮譽校友」，

實至名歸。 

 賀陳弘說，因林昭亮成名很早，他年少時就聽過這位

音樂天才的事蹟，「他是我們那一代的少年英雄呢！」賀

陳弘憶及他赴國外求學時，海外的唱片行裡也都有林昭

亮的 CD，是最受囑目的東方小提琴家，「他的演奏充滿

熱情、極具感染力，深深令人著迷。」 

 享譽國際的小提琴家林昭亮，目前任教於美國萊斯大

學，在長達 30 多年的世界演奏生涯中，獲獎無數，以獨

奏家的身份，與各大洲著名的樂團合作演出，並且擔任

許多國家音樂節的音樂總監。 

 在世界各地忙碌的演出活動與教學工作生涯中，林昭

亮仍經常回到新竹，來到清華，因為他與清華有著很深

的淵源。1960 年 1 月 30 日，林昭亮誕生於新竹，任職

於工研院的父親同時也是清華大學的兼任教授，工研院

的宿舍「光明新村 175 號」是他成長的地方，這間宿舍

在 1999 年被當時工研院院長、後來擔任清華大學科管院

院長的史欽泰教授保留下來，永遠歡迎林昭亮回家。 

 林昭亮還是竹師附小的校友，因竹教大去年底與清華

大學合校，竹師附小也隨之更名為清華附小，這使得林

昭亮與清華的緣份更深一層。 

 自 2014 年開始，林昭亮先生秉著回饋家鄉的精神，連

續 4 年參與客家文化藝術季及音樂會的演出，並且指導

小提琴大師班，作育英才。林昭亮今年也將再度主持「林

昭亮小提琴大師班」的活動，在浪漫臺三線的蕭如松客

家園區，指導 8 位對音樂有興趣也有天份的小學、中學

及大學生。 

 推薦林昭亮成為清華榮譽校友的蘇凡凌院長表示，林

昭亮很願意指導並提攜後進，教導學生的方式十分生動

活潑，還親自示範為何有人小提琴拉得「呆呆」的，如

何調整才能靈動、且注入靈魂，而大師的內在修為、迷

人風采，也成為這批愛琴少年的學習典範。 

 
 

在客家文化藝術季開幕典禮上林昭亮與其高徒林士凱拉了一曲

結合客家民謠「落水天」與爵士樂曲「夏日時光(Summertime)」

的曲子。 

林聖芬副校長（左）頒授榮譽校友證書給林昭亮先生。 

 



 

 

「清華 2號」賽車更快更輕 9月出征日本 

 一群愛好方程式賽車的動力機械系學生創立「清大賽

車工廠」(NTHU Racing)，親手打造賽車，去年 9 月首度

赴日本參加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為取得更好的成績，

他們不到一年內又造出升級版的「清華 2 號」賽車，車

體減重三分之一，0-100 公里加速更快了近一倍，只要

4.2 秒。今年 9 月他們將再赴日參賽，有信心拿到比去年

更好的成績。 

 清大賽車工廠的第二台賽車「清華 2 號」總重 225 公

斤，比前一代減少 125 公斤， 0-100 公里加速只需 4.2

秒，各項功能都再進化升級。 

 清大賽車工廠隊長、動機系大三生吳中信表示，為了

要讓車子速度更快，他們花費許多功夫把全車的結構及

零件輕量化，並將空間利用到極致，車長由 3 米縮短為

2 米，懸吊系統採用輕巧、強度又高的鈦合金，連剎車

踏板與座椅的重量也都減輕，引擎性能也更加傑出。 

 這麼短的時間做出一台更快速的賽車，是全體隊員日

日夜夜努力獲得的成果。白天上課、考試，晚上造車，

徹夜窩在工廠也是家常便飯。寒假也不放鬆，成員每天

上午 9 點到下午 5 點都在教室裡設計車輛。賽車工廠成

員陳咸穎說，隊長吳中信因壓力大、加上睡眠不足而生

病，卻依然抱病到工廠為賽車加工，敬業精神使成員更

加團結，努力做好各自的工作。 

 吳中信說，好的賽車出自於好的團隊，當大家同心朝

一個目標前進，團結起來的力量更為強大。 

 許多業界廠商也被這群學生的努力感動，願助一臂之

力。吳中信說，台灣專業製造電弧類切/銲設備大廠盛全

公司，就送了他們價值 10 萬元的焊接設備及免費焊接課

程。曾銘智副總經理不僅熱情地帶他們參觀工廠與製作

流程，在他們焊接車架碰到困難時，曾副總還曾在清晨

4 點從高雄出發到新竹，協助他們完成焊接，讓成員既

感激又感動。 

 賽車工廠在尋找傳動軸時四處碰壁，因為多數廠商都

要求訂購數量至少要100件才能生產。時間愈來愈緊迫，

大家幾乎束手無策。所幸一位同學的父親從事汽車業務，

得知他們的狀況後，為他們介紹台惟工業。台惟工業不

僅為賽車工廠製造傳動軸，且直接免費奉送，讓他們獲

得很大的鼓舞。 

 造出功能升級的賽車後，還需要心理、生理更為強悍

的車手，駕駛眾人的心血結晶赴戰場。今年賽車工廠選

出 3 位抗壓性特別好的車手，在賽前 3 個月，他們每週

都做 2 至 3 次的重量訓練，加強肌耐力，將身心調整到

最佳狀態。 

 鼓勵學生成立賽車工廠的林昭安教授，今年也將帶隊

赴日參賽。林老師表示，這些學生很不容易，他們幾乎

都是獨立運作，自己嘗試解決問題，老師只是在他們遇

到困難時，從旁給予協助，相信他們從中獲取許多寶貴

的經驗，也期待他們在 9 月的比賽能夠達到自設的目

標。 

 創隊隊長、動機系大四生林展均表示，賽車工廠去年

第一次參賽，在台灣的參賽隊伍中排名第一，但在來自

全球的 92 支隊伍中只排名第 65 名，還有很大的進步空

間。他們明白這次排名若沒有進步，明年就不會有廠商

支持，也遑論再次出賽。今年的目標是進入前 30 名，他

們已經準備竭力應戰，現正努力籌募車體海運費用，期

待順利出發。 

 清大賽車工廠是本校動機系學生於 2015 年創立的學

生方程式賽車隊伍，今年加入了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物

理系、電機系、工業工程系及資工系的隊員。 

 日本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Student Formula Japan)邁入

第 15 屆，今年共有來自日本、台灣、印尼、泰國、中國、

印度、孟加拉、奧地利的 98 支隊伍參賽。 



 

 

 
 

清大賽車工廠發表「清華 2號」，9月將赴日競賽。 清大賽車工廠去年 9月首度參加日本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 

 



 

 

賀 物理系郭瑞年特聘講座教授、材料系闕郁倫教授榮獲 2017年亞太材料學院院士和

副院士 

  

賀 材料系吳志明教授榮獲「第十五屆有庠科技論文獎」奈米科技類、工工系廖崇碩副

教授榮獲「第十五屆有庠科技論文獎」綠色科技類 

  

 

 

《教務處》 
 105學年度畢業離校程序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18910,r219-1.php?Lang=zh-tw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統計方法與實務操作研討(研習)會」報名相關

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9 

 

 國立高雄大學「2017 年泰國文化論壇 」報名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70 

 

 

 

《學務處》 
 「旭日獎學金」申請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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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宣導國內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出國應經申請核准後始得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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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紀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訓計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890,r4243-1.php?Lang=zh-tw 

 

 南京大學 2017「蘇臺大學生歷史文化遺產探尋之旅－傳統手工藝篇」考察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891,r4243-1.php?Lang=zh-tw 

 

 第八屆世界大學生領導者研討會將於 8月 1日至 8 月 7日在泰國曼谷舉行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923,r4243-1.php?Lang=zh-tw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18910,r219-1.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69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70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890,r4243-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891,r4243-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923,r4243-1.php?Lang=zh-tw


 

 

 大墩楊光夏令營大專輔導員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778,r2469-1.php?Lang=zh-tw 

 

 金門縣 2017再戰英雄島全國漆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879,r2469-1.php?Lang=zh-tw 

 

 2017國際文創工藝與數位藝術競賽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938,r2469-1.php?Lang=zh-tw 

 

 「倘佯岡山漫遊趣」微電影徵選活動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937,r2469-1.php?Lang=zh-tw 

 

 化妝品安全使用創意海報設計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940,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體育署獎勵學校體育績優團體及個人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9000,r2469-1.php?Lang=zh-tw 

 

 

 

《研發處》 
 科技部與原能會共同推動 107 年度「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自即日起公開徵

求計畫構想書，至 6 月 13 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70 

 

 X Moonshots 創新提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73 

 

 科技部徵求 106「水下科研專案計畫」校內截止日為 6月 8日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72 

 

 科技部 107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至 8月 4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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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國立清華大學學界科專優質專利非專屬授權公告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eed1380-7208-4b2b-b12f-3b5e2f2ae960&c=menu041 

 

 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 頂尖創新對決，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912b47d-ecce-417f-a61a-eb857f4e3288&c=menu041 

 

 「第十四屆國家新創獎」即日起至 7 月 15 日止開放角逐，另有「2017台灣醫療科技展」，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551a2ec-c37f-4aa5-ac7d-160e1ed25cbe&c=menu041 

 

 6月 6日 Unreal Engine 4 VR 開發技術課程，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9c19597-736c-47c4-896a-7c6aeca74951&c=menu04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邀請參加「2017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ca18e6b-7db8-44fa-82f4-7878ab72eaf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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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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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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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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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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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eed1380-7208-4b2b-b12f-3b5e2f2ae960&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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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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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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ad941ba-c4b6-4439-9a51-4fcc87838680&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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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事務處》 
 第 50屆美國教育展翻譯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26&lang=big5 

 

 2017年上海市“計量經濟與統計前沿理論和應用”研究生暑期學校(6 月 1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29&lang=big5 

 

 頂尖大學策略聯盟 哈佛大學演講系列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28&lang=big5 

 

 UMAP 2017 暑期營隊開始受理申請 (5月 2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4&lang=big5 

 

 華中師範大學第十三屆荊楚文化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2&lang=big5 

 

 邀請函範本及聲明書範本，歡迎下載使用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0&lang=big5 

 

 2017哈爾濱工業大學第三屆快舟學子夏季學期工科學校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6&lang=big5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cf54edd-63bf-4d67-88ff-addcd7918ea6&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ad941ba-c4b6-4439-9a51-4fcc87838680&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b370e61-cc89-4d83-8e54-633ab1de069f&c=menu041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26&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29&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2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4&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2&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6&lang=big5


 

 

 北京理工大學 2017 臺灣學生赴北理暑期電子設計實踐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7&lang=big5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齊魯文化采風海峽兩岸大學生暑學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9&lang=big5 

 

 2017第十屆北京清華大學“中華文化：傳統與現代”兩岸三地大學生主題交流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38&lang=big5 

 

 

 

《人事室》 
 106年專技高考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考試，自即日起至 5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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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38-118798,r875-1.php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06年度各項訓練專題研討題目徵稿訊息，詳情請至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全球資訊網站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799,r875-1.php 

 

 

 

《工學院》 
 2017哈爾濱工業大學第三屆快舟學子夏季學期工科學校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119014,r4643-1.php?Lang=zh-tw 

 

 105學年 IPE師生座談會暨系學會交接典禮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118883,r772-1.php?Lang=zh-tw 

 

 友達光電 A+種子暑期實習招募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25 

 

 105學年度暑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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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領袖材子計畫大三成員:【2017領袖材子獎學金甄選】活動，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670 

 

 

 

《電機資訊學院》 
 化無線為無限－下世代無線光纖網路技術論壇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9041,r2872-1.php?Lang=zh-tw 

 

 106年度【低壓智慧電表大數據分析與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8957,r2872-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Summer 夏日計畫 第三學期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9091,r1794-1.php?Lang=zh-tw 

 

 【徵稿】2016科技管理博碩士&EMBA 論文獎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8905,r179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從 Ted Talk 看英文簡報演說技巧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08 

 

 因「排球系際盃」，羽球場全場 5月 27、28日上午 8點至下午 5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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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材料系壘系隊練球」，棒球場 5 月 27 日上午 9 點至 11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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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系際盃壘球錦標賽複賽」，棒球場 5 月 28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4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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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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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端午節連續假期」，本校各運動場館(含各類教室)自 5月 28日下午 5點起暫停開放，

至 5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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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師教育學院》 
 教育部體育署－106 年度體育課程規劃與教學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dpe.web2.nhcue.edu.tw/files/14-1026-34771,r7-1.php?Lang=zh-tw 

 

 2017第三屆學習科學與科技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dpe.web2.nhcue.edu.tw/files/14-1026-34759,r7-1.php?Lang=zh-tw 

 

 故宮暑期實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752 

 

 

 

《藝文活動》 

【靜˙茶】姚克洪陶藝展 

「旋轉」是單純的事實…我們活在其中。而陶人用在轆轤上拉坏做陶，做器物，做茶碗。拉坯真正的感覺很像潛水。吸一口氣，

感覺身體緩緩下沉，手中的潤土就像極了植物自己往上，向四周伸個腰舒展。 

 

說明： 

1. 時 間：5月 24日至 6月 14日。 

2. 地 點：旺宏館藝術創意空間。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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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21,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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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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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雞尾酒－清華愛樂協奏曲之夜 

 

 屬於清華一般生(非音樂系)以及音樂專長生(以音樂特殊專長管道進

清大)所組的清華愛樂管弦樂團，2017上半年以多首協奏曲樂章以及管

弦樂曲呈現，精采可期。 

說明： 

1. 時 間：5月 22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14229

,r11-1.php?Lang=zh-tw。  

 

 



 

 

十年再見楊德昌回顧影展《寧靜咖啡館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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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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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資訊》  

【創新與創業專題】後設競爭 

 

說明： 

1. 講 者：夏雨農／電通安吉斯集團、集思 AAA總經理。 

2. 時 間：5月 22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904。 

4.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18810,r271

5-1.php?Lang=zh-tw。  

 

 

「聆聽，森林的生命與故事」 

 

說明： 

1. 講 者：周昭蕊 專案經理／自然谷環境信託基地。 

2. 時 間：5月 25日，晚上 7點至 9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teia.tw/zh-hant/natural-valley/columns/198/133

76。  

 



 

 

【數學系專題演講】線性代數的理論,計算與應用 

說明： 

1. 講 者：許世壁教授。 

2. 時 間：5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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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8。  

 

【數學系專題演講】The Isotopy Problems of Nodal SymplecticSpheres 

andJ-holomorphic Spheres in Rational Manifolds 

說明： 

1. 講 者：張清皓博士／國立中央大學。 

2. 時 間：5月 22日，下午 4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Lecture Room B, 4th Floor, The 3rd General Building。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77。  

 

【化學系專題演講】Chemistry of Reactive Intermediates: Transition Metal Oxo, 

Nitrido and Nitrene Species 

說明： 

1. 講 者：Prof. John F. Berry／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 時 間：5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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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high resolution probe enhanced 

spectroscopies－still pushing the resolution limit? 

說明： 

1. 講 者：Prof. Dr. Volker Deckert／Institute of Physical Chemistry and Abbe Center of Photonics, 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Jena, Germany。 

2. 時 間：5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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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er Support for SSA and Optimization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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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時 間：5月 25日，下午 3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108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8959,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Network Science: Lessons and Perspectives 

說明： 

1. 講 者：謝宏昀 教授／台大電機系。 

2. 時 間：5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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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118958,r67-1.php?La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Thinking through Japanese Melodrama 

 

說明： 

1. 講 者：賈元鵬教授／交通大學外語系。 

2. 時 間：5月 25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B303。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18897,r5517-1

.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代際導演表現的鄉土中國－八十年代及其後尋根電影的形式與

意義 

 

說明： 

1. 講 者：陳雀倩／宜蘭大學中文系。 

2. 時 間：5月 23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9032,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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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藝術＠台灣 

 

說明： 

1. 講 者：黃文浩老師／數位藝術家、台北數位藝術節策展

人。 

2. 時 間：5月 23日，晚上 7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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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莖狀的社區：新自由主義下的日本地方社會 

說明： 

1. 講 者：張正衡 助理教授／台灣大學人類學系。 

2. 時 間：5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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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07-118595,r2262-1.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這不是小說：民族誌寫作及其重量 

說明： 

1. 講 者：鄧湘漪 博士後研究員／國立東華大學東臺灣研究中心。 

2. 時 間：5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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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07-118471,r2262-1.php?Lang=zh-tw。  

 

【環文系專題演講】環境規劃與管理中的生態調查與分析 

說明： 

1. 講 者：林沛立副總／弘益生態有限公司。 

2. 時 間：5月 23日，上午 9點至中午 12點。 

3. 地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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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2-34761,r3-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