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浪「茶茶」車禍傷殘 懷生社用愛陪伴 

 清華校園內有三十多隻流浪狗，經過本校社團照顧與

訓練，都能融入校園，可愛模樣惹人疼愛。其中最特別

的就是拖著輪椅趴趴走的「茶茶」，牠在暑假期間遭車輛

撞擊，下肢癱瘓。本校關懷生命社同學用愛陪伴，天天

為茶茶換藥、按摩，最近還為牠募得輪椅，帶牠重出校

園。 

 懷生社長賴祈佑表示，茶茶復原情況良好，原本完全

沒有知覺的尾巴已對痛刺激稍有反應，按摩時還會舒服

地睡著，「是隻能接受自己命運的樂觀狗。」但後續照料

茶茶還需要龐大人力物力，徵求校內愛狗同學帶茶茶散

步、換藥，也盼為茶茶募集紗布巾、藥品等醫療、清潔

物資，更希望能為茶茶找到永遠愛牠的家。 

 現年約 2 歲的米克斯犬「茶茶」擁有一身咖啡毛色，

最愛與師生互動撒嬌，個性活潑又乖巧，卻在暑假期間

7 月 24 日上午於校內遭車輛撞擊，傷勢嚴重。 

 暑期負責照顧茶茶的外語系碩班學生陳思恩說，茶茶

去年 4 月被同學在宿舍區附近發現、列冊為清華校浪，

個性乖巧外向，看見印度籍同學會特別開心。平時都在

宿舍區活動的茶茶，案發當天卻從宿舍區跑下山坡溜達

玩耍，在台達館附近遭汽車強力撞擊，該車輛駕駛沒下

車察看也未減速、逕自駛離，留下重傷的茶茶。 

 「當天找不到茶茶，懷生社又接獲通報有狗狗受傷，

尋覓了很久，最後沿著路上血跡在台達館地下室發現渾

身顫抖的牠。」經獸醫檢查，發現茶茶脊椎錯位、氣胸、

骨盆斷裂、膀胱出血，傷勢嚴重，也確認是感覺不到痛

覺的五級癱瘓重傷，緊急動手術。 

 經校外善心人士捐贈輪椅，茶茶也展開漫長的復健之

路。陳思恩說，剛出院時茶茶下半身沒有力氣，屁股拖

在地上移動，這也造成臀部褥瘡，現在每天早晚需要替

茶茶換藥、餵食、按摩刺激後腿肌肉，擠尿、協助排便，

再帶牠到戶外放風散心。 

 賴祈佑說，茶茶才兩歲，懷生社最大目標仍希望為牠

找到永遠的家，即使送養機率非常低，社團也不會放棄

希望，期盼能夠陪伴茶茶直到真正愛牠的家人出現。 

 清華懷生社成立逾 10 年，為在校流浪狗兒結紮、打疫

苗，並訓練牠們不追車、親人，同時推動校浪認送養工

作，這是最好的生命教育。愛心人士若欲捐款、捐物資，

歡迎臉書搜尋「清華大學關懷生命社（清大懷生社）。」 

 

  
校園流浪犬茶茶遭遇車禍癱瘓，懷生社學生細心照顧牠，還為

牠募到一台輪椅 

懷生社同學為茶茶清潔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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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生社學生為茶茶按摩 目前正受懷生社悉心照顧的茶茶 

  



 

 

賀 電機系吳財福教授、動機系李國賓教授、分生所張大慈教授榮獲本校第四屆傑出產

學研究獎 

  

賀 工工系何宗易教授、工工系吳建瑋教授、數學系卓士堯助理教授、科法所林勤富助

理教授、醫工所陳韻晶副教授、生資所劉姿吟助理教授榮獲第二十屆新進人員研究

獎 

  

賀 核工所李國威博士(指導教授：許榮鈞、江祥輝)，以其博士論文為主體的作品＜全

能域高靈敏度中子能譜偵檢系統＞榮獲核能研究所 49周年所慶研發成果競賽甲等

獎(保健物理組推薦參選) 

  

賀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班畢業生童鳳嬌(任新竹縣立新豐國中校長)，獲教育部

「106年度校長領導卓越獎」，國中組校務領導表現卓越校長，頒發獎座一座與獎金

20萬元 

  

賀 教育與學習科技系博士生張惠明，申請 2017 全球事務處國際訪問獎，獲二萬元補

助 

 

 

 

《秘書處》 
 華人新藥的先行者 陳正：從體貼周遭學到智慧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4078,r4272-1.php?Lang=zh-tw 

 

 清華名人堂空間 校友駐足好去處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4071,r4272-1.php?Lang=zh-tw 

 

 校友證停車優惠調整公告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4387,r4272-1.php?Lang=zh-tw 

 

 「來清華、走進新竹城鄉」展覽與系列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4384,r4272-1.php?Lang=zh-tw 

 

 因卡務系統重整，9 月 7 日起申辦之校友證寄發時間調整，尚祈見諒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4433,r4272-1.php?Lang=zh-tw 

 

 



 

 

《教務處》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核准名單(工科系)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24060,r219-1.php?Lang=zh-tw 

 

 基礎科目(圖書館)課業輔導員開放申請至 9月 2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34 

 

 大葉大學開設「管理百寶箱」磨課師線上課程，歡迎觀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38 

 

 南臺科技大學辦理教育部教師海外深度研習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37 

 

 新生講習簡報－戴念華教務長，歡迎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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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內語文競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123942.php?Lang=zh-tw 

 

 第一學期讀書會審核通過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report/index.php?mode=pass_list&year=106&v=10&location=bookclub 

 

 教學助理研習營－簡報技巧課程之林泰君老師簡報，供學員下載觀看 (至 9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48 

 

 延續性教學增能計畫－招募補救教學助理徵件，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47 

 

 嘉南藥理大學資訊多媒體應用系辦理「資訊安全實務研習」，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39 

 

 大葉大學辦理磨課師課程「財務會計－基礎篇」，歡迎閱覽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40 

 

 靜宜大學共開設八門磨課師課程，歡迎選閱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4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舉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培訓課程」，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42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與英國在台辦事處英國文化協會舉辦「英語教學與評量專

業識能工作坊」，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43 

 

 台灣商務策劃協會舉辦「TBSA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44 

 

 本校華語中心舉辦中秋節卡拉 OK比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24537,r1275-1.php?Lang=zh-tw 

 

 填問卷抽 APPLE WATCH，請本校大三學生填寫大學生學習經驗問卷 

參考網址：http://class.web.nthu.edu.tw/files/14-1669-124480,r11-1.php?Lang=zh-tw 

 

 印度區域經貿文化及產學資源中心 9 月份月刊，歡迎閱覽 

參考網址：http://cis.web.nthu.edu.tw/files/14-1964-124420,r11-1.php?Lang=zh-tw 

 

 「如何在印度經商？」工作坊(德里場)開始報名，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is.web.nthu.edu.tw/files/14-1964-124128,r11-1.php?Lang=zh-tw 

 

 

 

《學務處》 
 研發替代役制度校園宣導說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4261,r5634-1.php? 

 

 囊括所有科系職缺，日本海外知名企業職缺看這裡 

參考網址：http://careernthu2.conf.asia/news.aspx?lang=cht&pid=5736 

 

 逆風教育助學計畫公告，請有意申請同學，詳閱下列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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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資料詳如下列網址，請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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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愛樂管弦樂團文化基金會辦理「愛樂種子公益音樂計畫」並招募助教志工，歡迎

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292,r2469-1.php?Lang=zh-tw 

 

 【臺灣民主基金會】2018 年度補助案受理申請，請於 12 月 1 日前將申請文件繳交至課

指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252,r2469-1.php?Lang=zh-tw 

 

 弱勢助學金申辦公告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4163,r6325-1.php?Lang=zh-tw 

 

 優秀僑生研究生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4143,r6325-1.php?Lang=zh-tw 

 

 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4141,r6325-1.php?Lang=zh-tw 

 

 【職涯諮詢】第一學期職涯諮詢服務開始預約 

參考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4-1146-124375,r11-1.php?Lang=zh-tw 

 

 新思科技(Synopsys) 企業說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4503,r5633-1.php?Lang=zh-tw 

 

 新加坡商 Sea（原 Garena 集團）國際儲備幹部菁英計畫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ssociate Program 2018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4457,r5633-1.php?Lang=zh-tw 

 

 【晨星半導體】IC設計星勢力，晨星半導體 2018 研發替代役／預聘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4448,r5633-1.php?Lang=zh-tw 

 

 【晶元光電】全學期實習計畫，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4454,r5631-1.php?Lang=zh-tw 

 

 考選部檢送修正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應試專業科目「高等會計學」、

「審計學」等二科目命題大綱及備註文字乙份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4548,r5651-1.php?Lang=zh-tw 

 

 



 

 

 校運會園遊會與開、閉幕式社團表演徵求(10月 13 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348,r3455-1.php?Lang=zh-tw 

 

 政治大學校園馬拉松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545,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學年度合氣道錦標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538,r2469-1.php?Lang=zh-tw 

 

 中國青年救國團－106期海外營隊輔導員，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520,r2469-1.php?Lang=zh-tw 

 

 東陽吳篙基金會舉辦文化影像創作大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472,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6年度合氣道 C 級裁判講習，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452,r2469-1.php?Lang=zh-tw 

 

 臺北市中正盃劍道錦標賽競賽規程，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388,r2469-1.php?Lang=zh-tw 

 

 陸委會歡迎師生申請參訪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331,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舉辦「幫助弱勢失能家庭－聖誕文具禮品」勸募義賣活動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4476,r6325-1.php?Lang=zh-tw 

 

 教育部學產基金第一學期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4456,r6327-1.php 

 

 南大校區仁愛助學金(本助學金施行至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107年起正式廢止)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4357,r6327-1.php 

 

 弱勢助學計畫學生就學補助、校內獎助學金、清寒獎助學金申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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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更新南大校區區間車搭車處異動及 9 月 11日至 29 日時刻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24066,r1065-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開戶專區相關公告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1-1019-12738.php 

 

 玉山銀行教師節專案獻禮公告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24337,r47-1.php?Lang=zh-tw 

 

 校本部學生汽車證明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24475,r51-1.php 

 

 

 

《研究發展處》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 [ MOST/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科技部修正「傑

出研究獎-學術司專用申請表格」。(校內截止日為 9月 28日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20 

 

 科技部預定於 10月 16日下午 6點至 10月 17日下午 6點進行「貴重儀器資訊管理系統」

新舊系統轉換，作業時程詳如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www.nscric.nthu.edu.tw/ 

 

 【科技部人社中心】人文沙龍系列「大數據與紅樓夢的對話」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 

 

 轉知國研院訊息，H2020 Newsletter from NCP Taiwan 第十九期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48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科技部將舉辦「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方案」說明會，歡迎

有興趣者參閱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49 

 

 上學期「光電職場實務與人才培育系列」企業參訪報名 

參考網址：http://thoric.web.nthu.edu.tw/files/14-1893-124441,r4003-1.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2018秋至 2019春出國交換生計畫(不含陸港澳地區)將於10月 2至12日開放線上申請，

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13&lang=big5 

 

 

 

《圖書館》 
 圖書館資料庫主機已修復完成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9 月 20日「新竹市新鮮事」演講，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6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南大校區防毒軟體 NOD32 將於年底停止服務，請改用校本部授權防毒軟體 

參考網址：http://ndcc.web.nthu.edu.tw/files/14-1959-124133,r11-1.php?Lang=zh-tw 

 

 校園授權軟體下載系統網頁改版通知相關公告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24389,r240-1.php?Lang=zh-tw 

 

 

 

《環安中心》 
 實驗場所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補訓通知 

參考網址：http://nesh.web.nthu.edu.tw/files/14-1021-124136,r129-1.php?Lang=zh-tw 

 

 

 

 

 



 

 

《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辦理「大專校院 資源加值與活化說明會」，敬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57bbc4b-85fc-4071-a4c7-8a281a9e3d4d&c=menu041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我的青春宣言」開始報名，即日起至 10月 13 日，上傳夢想計畫

即有機會獲得圓夢總獎金 300 萬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5dd4285-89b8-4274-82db-a8689ad0e70f&c=menu041 

 

 敬邀參加【專利系列講座】US Patent Law Essentials: What Scientists, Engineers, 

Physicians & Entrepreneurs Need to Know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21621c2-ac6d-4da9-84ec-fcbc42566174&c=menu041 

 

 歡迎報名 9月 22日清華大學【新點子論壇】主題四：綠能材料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cii/Idea201709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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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舉辦企業潛能開發課程：「簡報力！《精準設計》簡報工作坊」培力

活動，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4142,r2506-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轉知法務部「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二章『預防措施』及第三章『定罪和執法』

國內法規檢視及立法建議委託研究案」報告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3873,r3174-1.php?Lang=zh-tw 

 

 中央研究院 106 年 9 月份「知識饗宴」訂於 9月 26日晚間於該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4517,r2506-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復有關公立大專校院由教師兼任之行政或學術單位副主管職務出缺代理規定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4369,r3174-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南大校區】8 月實習返校座談會課程規劃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3707,r1152-1.php?Lang=zh-tw 

 

 取得國民小學.幼兒園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資格者修習課程相關規定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3732,r48-1.php?Lang=zh-tw 

 

 各類科教育專業課程抵免學分要點(106起取得資格者適用)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4093,r48-1.php?Lang=zh-tw 

 

 十二年國教藝術領域核心素養課程設計工作坊，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4272,r3955-1.php?Lang=zh-tw 

 

 偏鄉教育巡迴論壇（北區場），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4270,r3955-1.php?Lang=zh-tw 

 

 臺灣教育社會學學會「優秀博碩士論文獎」徵件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4192,r3955-1.php?Lang=zh-tw 

 

 教育部師資生實踐史懷哲計畫成果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4466,r48-1.php?Lang=zh-tw 

 

 第二梯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簡章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4382,r48-1.php?Lang=zh-tw 

 

 第二市次課程審核結果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4339,r48-1.php?Lang=zh-tw 

 

 教育部教師適性教學素養與補助平臺（簡稱因材網）帳號申請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4422,r1152-1.php?Lang=zh-tw 

 

 



 

 

《理學院》 
 長興獎助學金 10月 17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7167,r2507-1.php?Lang=zh-tw 

 

 

 

《工學院》 
 工學院「工程導論」上課通知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76313,r2509-1.php?Lang=zh-tw  

 

 福井大學(University of Fukui)短期交換方案申請公告－2018年 4 月入學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22244,r3361-1.php?Lang=zh-tw 

 

 2018 秋至 2019 春出國交換計畫說明會(不含陸港澳地區)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24&lang=big5 

 

 台積電 2018研發替代役暨預聘招募甄選與說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124560,r4643-1.php?Lang=zh-tw 

 

 「長興獎助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725 

 

 「吳泰伯還願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726 

 

 台積電 2018【研發替代役暨預聘】招募甄選與說明會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723 

 

 台積電「2018年研發替代役暨預聘徵才」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722 

 

 

 

 

 



 

 

《原子科學院》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106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申請通知，歡迎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4282,r1602-1.php?Lang=zh-tw 

 

 原科院曾德霖教授紀念獎學金開放申請（工科系 9 月 29 日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4281,r1602-1.php?Lang=zh-tw 

 

 第一學期工科系碩士班材料組資格考筆試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4277,r1602-1.php?Lang=zh-tw 

 

 原科院海報競賽張貼規則公告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124544,r2285-1.php?Lang=zh-tw 

 

 核工所教授擬收碩一新生一覽表 9月 12 日更新版本 

參考網址：http://nes.web.nthu.edu.tw/files/14-1227-113628,r5031-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2018 秋／2019 春出國交換計畫於 10月 3日至 13 日開放線上申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23464,r5486-1.php?Lang=zh-tw 

 

 中研院史語所「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23810,r3089-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獎勵大學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獲獎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614 

 

 2018秋／2019春出國交換計畫於(不含陸港澳地區)將於 10月 2日至 10月 12日開放線

上申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04 

 



 

 

《電機資訊學院》 
 上學期資訊工程學系碩、博士新生入學抵免學分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3653,r65-1.php?Lang=zh-tw 

 

 2018 秋／2019春出國交換計畫(不含陸港澳地區)將於 10 月 2 日至 12 日開放線上申請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3725,r64-1.php?Lang=zh-tw 

 

 碩士生修讀本校「學士班課程」申請作業公告，即日起至 9月 22日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1389,r74-1.php?Lang=zh-tw 

 

 博士班資格考核申請作業公告，即日起至 9月 22日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1390,r75-1.php?Lang=zh-tw 

 

 博士班研究生成立【博士學位委員會】申請作業公告，即日起至 9月 22日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1395,r75-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院校智慧電子與資通應用創新創意競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23982,r3119-1.php?Lang=zh-tw 

 

 註冊章開放領取，請以實驗室為單位領取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23973,r3119-1.php?Lang=zh-tw 

 

 富邦慈善基金會－潛力之星獎學金開放申請中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23971,r3119-1.php?Lang=zh-tw 

 

 新增課程「The Foundation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歡迎選修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23985,r11-1.php?Lang=zh-tw 

 

 光圈突破了桌上型極紫外光產生的能量限制－陳明彰教授團隊研究成果說明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23959,r2900-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獎助學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4334,r2132-1.php?Lang=zh-tw 

 

 第三屆【台灣女秀才獎學金】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24378,r2872-1.php?Lang=zh-tw 

 



 

 

 大學部五年雙學位自即日起開始申請至 9 月 29日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4431,r64-1.php?Lang=zh-tw 

 

 上學期 CPE程式能力檢定自即日起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4426,r64-1.php?Lang=zh-tw 

 

 研究倫理辦公室擬與資工系合作辦理教育訓練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4279,r66-1.php?Lang=zh-tw 

 

 台達電子獎學金(系申請期限至 9月 29 日下午 5 點截止)(限大二以上同學申請)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4583,r58-1.php?Lang=zh-tw 

 

 電機系馮氏獎學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4582,r58-1.php?Lang=zh-tw 

 

 周桐甫先生、周林冰若夫人紀念獎學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4580,r58-1.php?Lang=zh-tw 

 

 潘恭、潘曹樣伉儷獎學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4581,r58-1.php?Lang=zh-tw 

 

 陳家濱先生紀念獎學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4556,r58-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歡喜希望社會福利基金會紀念洪黃環女士愛心獎助學金(限大一新生，10 月 31

日前自行寄件申請)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4495,r58-1.php?Lang=zh-tw 

 

 第二次校內游離輻射防護講習(學生輻防訓練)通知－原科中心保健物理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24562,r3119-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2018 秋/2019春出國交換計畫於 10/02至 10/12開放線上申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23483,r1853-1.php?Lang=zh-tw 

 



 

 

 俞國華獎學金公告，申請日期為即日起至 9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23800,r5902-1.php 

 

 元大清寒優秀人才獎學金公告，申請日期為即日起至 9月 2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23794,r5902-1.php 

 

 清大科法所 107 學年乙組(法律專業組)招生說明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23661,r1836-1.php?Lang=zh-tw 

 

 教育部辦理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23879,r1794-1.php?Lang=zh-tw 

 

 南山菁英領袖獎學金－合作系所組，歡迎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24521,r5902-1.php 

 

 碩、博士班甄試重要日程(簡章另行公告)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124534,r323-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中秋節 10月 4日當天以及國慶日 10月 8日下午 5點起至 10月 10日止所有體育場館暫

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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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運動會標語比賽開始報名至 9月 28 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桌球隊新生盃報名簡章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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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律教室於 9月 23 日下午 2 點至晚上 10點因場地借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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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場於 9月 25、26日下午 6點 30 分至晚上 10 點因場地借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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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人天相－蘭陽戲劇團，歡迎觀賞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3851,r11-1.php?Lang=zh-tw 

 

 

 

《竹師教育學院》 
 第二梯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公告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3506,r2-1.php?Lang=zh-tw 

 

 2018 秋／2019 春出國交換計畫於 10月 2日至 12 日開放線上申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08 

 

 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聽損早期療育理論、策略與實務研習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09 

 

 第二梯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公告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3506,r2-1.php?Lang=zh-tw 

 

 大四學生(103年入學者)請自行上網預審畢業學分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11 

 

 「交大體育學刊」投稿及相關訊息，敬請踴躍賜稿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23931,r7-1.php?Lang=zh-tw 

 

 竹師教育學院特色課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c.web.nthu.edu.tw/files/14-1996-124390,r6341-1.php?Lang=zh-tw 

 

 課程宣傳【教育與人文社會科學視野】，歡迎選修 

參考網址：http://ec.web.nthu.edu.tw/files/14-1996-124400,r4-1.php?Lang=zh-tw 

 

 森林育活動員志工培訓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17 

 

 

 

 



 

 

《藝文活動》 

文學相對論：龍瑛宗論壇暨文獻展 

 清華大學圖書館與台灣文學所、台灣客家聯盟協會共同合辦「文學相對論：龍瑛宗論壇暨文獻展」。介紹日治時期台灣日語著

名作家龍瑛宗(本名劉榮宗)在台灣進行的在地書寫。透過其手稿、書信等相關文物，深入理解龍瑛宗在日治時期的文學軌跡和交

流活動，藉由書劄一窺他戰後的文學思考。 

 

說明： 

1. 座談時間：9月 25日，下午 2點至 5點。  

2. 座談地點：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3. 展覽時間：9月 18日至 10月 1日。 

4. 展覽地點：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知識集」。 

5. 參考網址：http://tix.proj.nthu.edu.tw/Events_ch.html。 

6.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qWtcFnDZHCDDJM4m2。 

 

 

  

http://tix.proj.nthu.edu.tw/Events_ch.html


 

 

「來清華、走進新竹城鄉」展覽與系列活動 

 您對新竹城鄉的瞭解，是否還是「三分菲力」的狀態~~不熟？您對未來人生的想像，是否停在「做白日夢」的階段？您對學習

領域的規劃，是否只求「營養學分」就足夠？您對理念目標的實踐，是否有著「何處可為」的困惑？您對熱誠奉獻的投入，是否

仍是「我還以為」的想像？「來清華、走進新竹城鄉」展覽與系列活動，將會鼓舞您體驗生活的動力、觸發您放情築夢的心念、 

建議您修課研究的方向、指引您實踐回饋的場域、提供您熱情參與的機會。。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9月 24日。 

2. 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館川堂。 

3.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

/LetsGoNthu_20170911.htm。 

 

 

來自土地的精靈 陳淑燕、杜瓦克˙都耀 雙個展 

 藝術家陳淑燕憑著對纖維藝術的熱愛與堅韌的毅力來到花東沿岸居住，並與噶瑪蘭族竹藤編藝術家杜瓦克˙都耀共同合作，積

極尋求自然素材如竹、藤、樹皮布、草木染料等，結合原住民手藝，再融入空間美學，形塑完美系列性藝術創作，近年來在世界

各地如美國、加拿大、香港、立陶宛、中國等參與多起國際展覽、駐村與交流，陳淑燕與杜瓦克˙都耀兩位藝術家參與去年關島

舉行的太平洋藝術節的駐地創作，以竹藤編及樹皮布創作的<強韌與溫柔的姿態>作品，由關島博物館永久典藏。 

 

說明： 

1. 開幕茶會：9月 18日，上午 10點 30分。  

2. 藝術家面對面：10月 7日，上午 10點 30分。  

3. 展覽時間：9月 18日至 10月 18日。 

4. 地 點：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廳。 

5.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27

94,r11-1.php?Lang=zh-tw。 

 

 



 

 

【臺灣電影聚落串聯行動】膠卷保存與數位修復 

 聚落＝「生活＋居住＋工作」的地方。國家電影中心今年（2017）規劃了台灣電影聚落串聯行動，提供修復完成的電影素材，

從 7月 18日至 10月 28日，在全台各地方的民間團體、地方機構展開串聯，以聚落為基地，使電影藝術融入在地日常生活。新竹

地區的聚落媒合串聯夥伴包括：月讀。書咖、瓦當人文書屋、竹塹城社區願景協進會、石店子 69有機書店，以及新竹市文化局（新

竹市影像博物館）。 

 

說明： 

1. 時 間：9月 12日至 10月 21日。 

2. 地 點：清華大學水木書苑。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38

38,r11-1.php?Lang=zh-tw。 

 

 

【藝術中心】冼柔小提琴獨奏會 

 備受國際關注的旅英青年小提琴家冼柔，這次與美國鋼琴家 Ivan Moshchuk 將合作帶來一場浪漫樂派的精彩曲目，令樂迷們拭

目以待。 

 

說明： 

1. 時 間：10月 1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44

38,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課指組公益演講】如何面對心中的負能量（每天來點負能量） 

 

說明： 

1. 講 者：林育聖 先生。 

2. 時 間：9月 18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璟德講堂。 

4. 參考網址：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361,r3455-

1.php?Lang=zh-tw。 

 

 

【自強基金會演講】：夢想展開璀璨未來青年論壇 

 

說明： 

1. 時 間：9月 20日，下午 2點至 5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一樓孫運璿廳。 

3. 參考網址：

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3596,r

5634-1.php?Lang=zh-tw。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專題演講】Flavor physics + axion 

說明： 

1. 講 者： Prof. Kingman Cheung／NTHU 

2. 時 間：9月 19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1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第三綜合大樓 521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28。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專題演講】General overview of optical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using structured beams 

說明： 

1. 講 者：Prof. Wei-Tou Ni／NTHU。 

2. 時 間：9月 19日，下午 4點至晚上 6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第三綜合大樓 521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24。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專題演講】Probing the quantum flatland with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Thermoelectric properties: An Ab-initio 

study  

說明： 

1. 講 者：Dr. Chih-Piao Chuu ／NCTS)、Dr. Vijaykumar Gudelli ／NCTS。 

2. 時 間：9月 19日，下午 3點至晚上 4點 30分。 

3. 地 點：第三綜合大樓 4樓 NCTS room A。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26。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專題演講】Gravitational-Wave (GW) detection  

sensitivities in various frequency bands and the Middle-frequency 

說明： 

1. 講 者：Prof. Ray-Kuang Lee／NTHU。 

2. 時 間：9月 21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第三綜合大樓 521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25。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專題演講】先生，你在開玩笑嗎？從「幽默」看人工智慧 

與心理學的對話 

說明： 

1. 講 者：蘇豐文教授／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詹雨臻教授／清華大學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 

2. 時 間：9月 21日，上午 10點 00分至中午 12點。 

3. 地 點：綜三館 A區四樓，理論中心 4樓演講廳 A。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29。  

 

【創新育成中心新知講堂】NO.13物聯網資安威脅與解決方案發展方向 

 

說明： 

1. 講 者：工研院產經中心楊玉奇產業分析師。 

2. 時 間：9月 29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R119。 

4.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cii/Sniffing_170929.html。  

5. 報名網址：http://goo.gl/b8J7m2 

 

 

 

 

 

 

 

 

 

 

 

 

 



 

 

【諮商中心演講】可不可以你也喜歡我？擺脫假性朋友的必修課 

 

說明： 

1. 講 者：張純吉 臨床心理師／竹東榮民醫院精神科。 

2. 時 間：9月 21日，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23328.

php。  

5.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m3S3k9Q9

JuiFD5XpOePcSpDYN3AMOvbuIDpomqsJfC7dvw/viewform。 

 

 

【服務與創新演講】發現新竹．愛上新竹 

說明： 

1. 講 者：潘國正 副總經理／IC 之音竹科廣播電台、「愛上新竹」廣播節目主持人。 

2. 時 間：9月 18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33。  

 

【服務與創新演講】新竹市新鮮事 

說明： 

1. 講 者： 顏章聖 處長／新竹市政府城市行銷處處長。 

2. 時 間：9月 20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34。  

 

 

 



 

 

【服務與創新演講】「話說清華─黑白方圓之間─『對奕˙對藝』公共藝術計畫 

執行經驗」校史演講 

說明： 

1. 講 者：楊尊智 藝術家。 

2. 時 間：9月 22日，上午 10點 30分至中午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single&class=30。  

 

【物理系演講】Realization of nodal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ors 

說明： 

1. 講 者: 吳建德教授／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 

2. 時 間：9月 20日，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綜三館理論中心 4樓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4-1275-107872,r5959-1.php?Lang=zh-tw。  

 

【統計所演講】火災、水汙與家暴，資料英雄如何解決社會問題 

說明： 

1. 講 者：謝宗震 博士／DSP 智庫驅動。 

2. 時 間：9月 22日，上午 10點 40分至中午 12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24377,r585-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消防講習及演練 

說明： 

1. 時 間：9月 20日，下午 1點 30分至 5點 30分。 

2. 地 點：化學館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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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hases of Metal Chalcogenides Displaying Optical  

and Transport Properties 

說明： 

1. 講 者：許桂芳 教授／成功大學化學系。 

2. 時 間：9月 20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化學館王松茂紀念講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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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hoton Excited Fluorescent Materials for Frequency 

 Up-conversion Stimulated Blue Emission with Ultralow-Threshold Frequency 

說明： 

1. 講 者：Prof. MS Wong／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 時 間：9月 21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化學館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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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與建模科學所專題演講】Two-species competition with dispersal:  

coexistence and extinction 

說明： 

1. 講 者：Dr. Kuang-Hui Lin／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ciences, Mathematics Division。 

2. 時 間：9月 19日，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2400,r1602-1.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當代中國地景展示的政治性—建構中的國家考古公園、 

歷史敘事與地方性 

說明： 

1. 講 者：王舒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2. 時 間：9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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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07-124567,r2262-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Advanced Compiler Optimizations for Reducing Leakage Power  

in Multithreading  Programs 

說明： 

1. 講 者：Dr. Wen-Li Shih。 

2. 時 間：9月 19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 EECS room 129。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4068,r67-1.php。  

 

【資工系專題演講】Quantum Computing 101 

說明： 

1. 講 者：蘇正耀 研究員／國網中心。 

2. 時 間：9月 20日，下午１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3933,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U.S.Patent Law Essentials: 

What Scientists,Engineers,Physicians & Entrepreneurs Need to Know 

 

說明： 

1. 講 者：侯銘昌 專利學者／Stephen M. Hou。 

2. 時 間：9月 27日，下午 1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 525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2986,r67-1.

php。  

 

 

【通訊所專題演講】Towards Connectivity for the Next Billion Devices in IoT 

說明： 

1. 講 者：Tony Q.S. Quek／Associate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Head of ISTD Pillar,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2. 時 間：9月 18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 304室。 

4.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123970,r16-1.php?Lang=zh-tw。  

 

 

 

 

 

 

 

 

 

 

 



 

 

【服科所專題演講】：IT and Competition Network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說明： 

1. 講 者：Prof. Hsiao-Hui Lee／香港大學。 

2. 時 間：9月 19日，上午 11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549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iss.nthu.edu.tw/news-and-events/announce

mentseminartalkonsept19tue1100byprofhsiao-huilee。  

 

 

【經濟系專題演講】Hayek and Socialism 

說明： 

1. 講 者：Prof.Bruce Caldwell／Duke University。 

2. 時 間：9月 21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506 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724。  

 

【經濟系專題演講】The Life and Ideas of F.A. Hayek 

說明： 

1. 講 者：Prof.Bruce Caldwell／Duke University。 

2. 時 間：9月 22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孫運璿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724。  

 

 

 



 

 

【竹師教育學院演講】大學生的科普演講「大腦如何認識臉」 

說明： 

1. 講  者：程冠豪 專員。 

2. 時 間：9月 21日，晚上 6點 30分至 7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講堂乙。 

4. 參考網址： 

http://ec.web.nthu.edu.tw/files/14-1996-124523,r4-1.php?Lan

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