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體育系杜柏緯摘下塞爾維亞「金手套」拳擊冠軍

  本校體育系二年級學生杜柏緯代表台灣參加有「金手

套」之稱的塞爾維亞國際拳擊邀請賽，在教練柯文明的

指導下，勇奪 49 公斤量級冠軍。由於杜柏緯初賽、決賽

皆以 3 比 0 完勝對手，無論速度、力量、爆發力都令人

眼晴一亮，許多歐洲教練紛紛來打聽這位台灣年輕拳手

究竟是何來歷。 

  能在這次比賽拿下第一名，杜柏緯最感謝教練教導，

讓他苦練的技術能在比賽中穩定發揮，他希望能持續進

步，在將來的國際賽上努力取得好成績。 

  塞爾維亞國際拳擊邀請賽又稱「金手套」(Golden Glove)

大賽，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拳擊賽之一，今年已邁入第

60 屆，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舉行。杜柏緯一戰成名，

也是國內首次有男性拳擊手在國際成人拳擊賽奪冠。 

  杜柏緯初賽就對上了地主國塞爾維亞最被看好的選手，

但他沈住氣，將平日訓練成效完全發揮，以 3 比 0 擊退

對手。決賽時對上斯里蘭卡選手，杜柏緯穿著藍色賽服，

在滿場觀眾歡呼聲中登場，氣場強大的他，整場比賽皆

壓制對手，再度毫無懸念地以 3 比 0 獲勝，勇奪冠軍。 

  教練柯文明說，歐洲拳賽的拳風向來猛又狠，且金手

套大賽的舉辦方式比照職業拳賽，在大型體育館內舉行，

有數千觀眾觀賽，氣氛非常嗨，選手也易受到環境氣氛

影響；但杜柏緯扛住了壓力，冷靜應戰，「他最近狀況調

整得非常好，臨場發揮更是可圈可點，打得太好了!」 

  杜柏緯打的是男子拳賽體重最輕的 49 公斤量級，他外 

型斯文個性靦腆，微笑可以萌翻小女生，但一站上拳擊

場，眼神立刻變得銳利，氣場超級強大。在柯文明教練指

導下，杜柏緯曾拿下 2015 年城市盃拳擊賽冠軍、2016 年

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男子 49 公斤級銀牌，及今年 8 月的

台北城市盃拳擊邀請賽銀牌 

  「開始練拳擊大概真是老天的旨意。」杜柏緯小學時

是田徑好手，升上國中原本也打算加入校內田徑隊，卻

遲遲沒有報名。後來的校慶運動會，杜柏緯被班上推派

參加田徑比賽，在 800 公尺、1500 公尺都拿下全校第一，

意外引來拳擊隊的高二學長關注，「學長當時問我，『你

這麼會運動、比賽成績這麼好，要不要來打拳擊？』」 

  杜柏緯當時心想「學長都先問過我了，再說想加入田

徑隊很不好意思，拳擊似乎很好玩，不如先練練看吧！」

陰錯陽差開啟他的拳擊之路。杜柏緯說，剛開始練拳擊

都沒有好成績，卻越打越有興趣，開始愛上這項運動、賣

力練習，終於在國三拿下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拳擊賽第

二名，確立自己的運動志向。 

  杜柏緯 20 歲，父親是新竹人、母親來自宜蘭泰雅族，

爸媽看過兒子比賽時的激烈，心疼仍選擇尊重孩子的興

趣，給予鼓勵。杜柏緯因不怕吃苦、韌性特強，在拳壇得

到「金剛緯」的稱號。面對過去比賽的挫敗，他總說：「沒

關係，遇到強勁對手我就有機會練得更強，未來拳擊場

上見！」此次得冠，令他信心大增，也加緊準備迎賽明年

8 月的亞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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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體育系二年級學生杜柏緯代表台灣參加有「金手套」之 

  稱的塞爾維亞國際拳擊邀請賽，擊敗各國好手奪冠。 

本校體育系二年級杜柏緯（藍衣者）參加塞爾維亞國際拳擊邀

請賽，初賽就以 3比 0擊敗地主國選手（紅衣者）。 

 

 

 

賀 工工系蘇朝墩教授當選「中國工業工程學會」第八屆會士 

  

賀 電機系林嘉文教授、鄭博泰教授當選 IEEE Fellow 

  

賀 核工所吳順吉助理教授及其實驗室團隊參加 2017 安謀設計競賽（ARM DESIGN 

CONTEST）勇奪全國冠軍及 15萬元獎金 

  

賀 光電所洪毓玨副教授、醫環系胡尚秀副教授、生資所楊立威副教授榮獲 106年度「吳

大猷先生紀念獎」 



 

 

 

《秘書處》 
 梅竹五十 無凍星夜：晚安路跑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8572,r4272-1.php?Lang=zh-tw 

 

 校友一起來，問卷挺清華，歡迎填卷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8687,r4272-1.php?Lang=zh-tw 

 

 

 

《教務處》 
 106 學年度轉學生甄試報名人數統計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128541,r1132-1.php?Lang=zh-tw 

 

 大學生學習經驗問卷抽獎得獎公告 

參考網址：http://class.web.nthu.edu.tw/files/14-1669-128524,r11-1.php?Lang=zh-tw 

 

 國立交通大學 106學年度第二學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28845,r219-1.php?Lang=zh-tw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核准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28849,r21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於 11 月 28 日及 12 月 8日辦理「大學創新教育」系列論壇，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231 

 

 投票與抽獎【清華大學人氣課程】評選，11月 20-30日，每天都可以投票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232 

 

 

 

《學務處》 
 聲控世界，全面啟動。天下雜誌敬邀參加 12月 13 日美律電聲影響力論壇，並有機會

抽中知名耳罩式耳機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8538,r5634-1.php?Lang=zh-tw 



 

 

 ASO 數芽計劃 【寒假學生實習專案】，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8609,r5631-1.php?Lang=zh-tw 

 

 【黑松教育基金會】107 年度實習計畫開放申請至 12月 29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8546,r5631-1.php?Lang=zh-tw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明年寒假實習學生開放申請至 12月 8 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8503,r5631-1.php?Lang=zh-tw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慶祝創會二十周年系列活動「微電影徵選」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avs.org.tw/news_detail.aspx?id=1131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9日發送學生宿舍管理問卷幸運獎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28304,r1538-1.php?Lang=zh-tw 

 

 明逸數位有限公司辦理「MiNGYI 明逸校園大使計畫」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8094,r6325-1.php 

 

 明逸數位有限公司辦理「MiNGYI 明逸校園證照達人競賽」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8573,r6325-1.php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辦理「師生三創－創新 x創業 x 創客競賽」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8574,r6325-1.php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辦理「金融知識有獎大放送」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8571,r6325-1.php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辦理「良興品牌微電影徵選計畫」，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8570,r6325-1.php 

 

 國立政治大學辦理「第十四屆政大盃全國圍棋團體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075,r2469-1.php?Lang=zh-tw 

 

 中國醫藥大學辦理「任脈通了沒，中醫大遙控車龜速競技大賽」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8566,r6325-1.php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舉辦「假日表演藝術─藝起來中正」，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067,r2469-1.php?Lang=zh-tw 



 

 

 國立金門大學舉辦「創新創業團隊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8564,r6325-1.php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辦理 106 學年度志願服務基礎／特殊訓練課程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8563,r6325-1.php 

 

 本校南大校區 11月 29日愛心義賣活動，在女宿前廣場 

參考網址：http://slg.web.nthu.edu.tw/files/14-1957-128616,r6135-1.php?Lang=zh-tw 

 

 【花旗銀行】儲備主管計畫說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8719,r5633-1.php?Lang=zh-tw 

 

 【保聖那】「2018年度國際交流實習計畫」開放報名至 12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8814,r5631-1.php?Lang=zh-tw 

 

 中華傑出青年交流促進會辦理第十七屆台灣高校傑出青年赴大陸參訪團，報名至 12月

16 日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842,r2469-1.php?Lang=zh-tw 

 

 臺灣休閒產業傳播系列活動「全國大專高中職 i－Maker 自媒體休閒觀光產業傳播微電

影，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684,r2469-1.php?Lang=zh-tw 

 

 「青春正能量‧散播全世界」高雄學園國際志工暨特色服務聯合成果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733,r2469-1.php?Lang=zh-tw 

 

 台北大學學務處原資中心舉辦「原來我們是一家人」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724,r2469-1.php?Lang=zh-tw 

 

 全國第一屆青年公益實踐計畫，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708,r2469-1.php?Lang=zh-tw 

 

 「感動 99 續發現」全國校園影片徵選活動，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706,r2469-1.php?Lang=zh-tw 

 

 本校畢聯會公關部徵才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644,r2469-1.php?Lang=zh-tw 

 



 

 

 輔仁大學民謠吉他社「青韻獎系列活動」，敬邀同學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686,r2469-1.php?Lang=zh-tw 

 

 社團經營師第三十五期認證學分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703,r2469-1.php?Lang=zh-tw 

 

 「發現大安森林公園之美」攝影比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705,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書法比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8707,r2469-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宿舍(齋)長改選說明會及改選投票地點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28767,r6116-1.php?Lang=zh-tw 

 

 

 

《總務處》 
 行政大樓陶磚拆除施作時程公告(施工日期即日起至 12 月 7 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28543,r992-1.php?Lang=zh-tw 

 

 「校本部因應結帳及決算作業 各類薪資發放時間異動表」暨其作業注意事項，敬請單

位轉知所屬人員及薪資處理人員並配合辦理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28768,r47-1.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Funding Opportunity (COA)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7年度科技補助計畫研究重點，擬申

請者請於 12月 8日前上網研提計畫說明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90 

 

 教育部來函修正「教育部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七

點、第七點之一，即日起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89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 [National Energy Program ] 科技部第二期能源國家

型科技計畫(NEP-II) 107 年度「能源科技策略小組」、「能源政策之橋接與溝通小組」

與「能源技術移轉與國際合作小組」研究計畫及整合型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日為 12月

5 日晚上 11點 59分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88 

 

 【產學合作計畫】Funding Opportunity (SIPA) [R&D Piloting Cooperation 

Projects between Industries and Academia at the Hsinchu Science Park] 科技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7 年度「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自即

日起至 107年 1 月 22日中午 12點截止受理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87 

 

 

 

《圖書館》 
 圖書館書架增設施作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人社分館即日起至 12月 2日將進行讀者查詢電腦更換作業，讀者查詢電腦暫停使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網路新聞(NEWS)服務將於即日起停止服務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71124_01 

 

 [資安漏洞預警通知]Android.Congur 資安事件頻傳，建議各學校優先封鎖連線的惡意

目的 IP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71123_01 

 

 Google 公司提供之推出「小組雲端硬碟（ Team Drives ）」服務即日起開放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71122_01 

 

 



 

 

《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上學期「光電職場實務與人才培育系列」企業參訪報名已開始，敬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5bb7eb9-32cc-4da8-9f74-

8d95ce633d6c&c=menu041 

 

 敬邀參加「國際產學聯盟計畫誓師大會暨國際大師 Prof. Eric Mazur 演講及論壇」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nthu-gloria 

 

 敬邀參加 106年 11 月 28 日「東南亞智慧財產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67994ac-8b6d-498c-b364-

3747b4a1b50c&c=menu041 

 

 敬邀參加《深耕台灣，放眼世界》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aa76660-f389-4773-b047-

02c7f7b00211&c=menu041 

 

 敬邀參加義守大學舉辦「106 年專利說明書撰寫工作坊」培訓課程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791a3a6-eb44-44c9-b1f4-

8c9b9268041e&c=menu041 

 

 摩特動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邀請本校同學參訪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791a3a6-eb44-44c9-b1f4-

8c9b9268041e&c=menu041 

 

 敬邀參加「2017 台灣醫療科技展－Taiwan Healthcare + Expo」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099e8f1-0aa7-488e-a1f1-

3ca4281f00e9&c=menu041 

 

 

 

《人事室》 
 公告本校行政助理(身心障礙)徵選結果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8517,r875-1.php?Lang=zh-tw 

 

 東華大學第一屆傑出校友遴選，即日起受理報名，請踴躍推薦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8634,r2506-1.php?Lang=zh-tw 



 

 

《主計室》 
 依據「非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分配注意事項」規定，本年度各院系分配之(T類)資本門， 

11 月底將辦理第三次結算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128449,r1160-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師培學生優良教學影片及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教材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8545,r3955-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申請 106學年度二月教育實習及申請八月附小實習訊息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8797,r48-1.php?Lang=zh-tw 

 

 第八屆「閱讀評量與教學」理論與實務研討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8717,r150-1.php?Lang=zh-tw 

 

 106 學年度國民小學數學領域教學演示競賽訊息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8718,r3955-1.php?Lang=zh-tw 

 

 

 

《理學院》 
 數學系系友分享座談會(11月 30日－胡國琳 aka Jordan Hu 84級)，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96 

 

 

 

《工學院》 
 107 學年度工工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28783,r2714-1.php?Lang=zh-tw 

 

 領航專題申請資訊公告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128753,r772-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歡迎踴躍報名 2018 年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自由電子雷射課程 

參考網址：http://nes.web.nthu.edu.tw/files/14-1227-128774,r5031-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所「中國研究碩士學程」考試入學簡章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soc.nthu.edu.tw/app/news.php?Sn=1142 

 

 12 月 8日至 12 月 9 日藝術介入與社會批判: 亞際知識對話 Artistic Intervention 

and Social Critique: A Dialogue in the Inter-Asian Context，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s://goo.gl/sSpWvS 

 

 

 

《生命科學院》 
 107 學年上學期(2018 秋季班)赴陸港澳區交流申請(生科系、醫科系、學士班收件截止

日 107年 1月 19日)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11 

 

 【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即日起至 12月 15 日止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630 

 

 

 

《電機資訊學院》 
 第十八屆旺宏金矽獎報名至 2018年 1月 10日，敬請協助佈達競賽資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8053,r63-1.php?Lang=zh-tw 

 

 招募 2018美國教育基金會校園大使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8643,r63-1.php?Lang=zh-tw 

 



 

 

 12 月 13 日智慧電子與長照 2.0研討會－需求與技術的對話，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7793,r67-1.php?Lang=zh-tw 

 

 人培計畫徵求 App試玩者，安裝 App 送珍奶，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8857,r64-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清華 EMBA／MBA 招生簡章及考生資料表開放下載，歡迎報考 

參考網址：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128672,r1903-1.php?Lang=zh-tw 

 

 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及考生資料表開放下載，歡迎報考 

參考網址：http://fbm.web.nthu.edu.tw/files/14-1929-128669,r5441-1.php?Lang=zh-tw 

 

 科法所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簡章已公告，歡迎踴躍報考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28790,r1836-1.php?Lang=zh-tw 

 

 清華 MPM 招生簡章及考生資料表開放下載，歡迎報考 

參考網址：http://mpm.web.nthu.edu.tw/files/14-1926-128676,r5450-1.php?Lang=zh-tw 

 

 清華大學科管院與美國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 (UTSA) 雙聯學位學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28828,r186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講座】「留學申請文件」，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32 

 

 簡報大賽系列活動：專業簡報力－簡報說話的技術，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30 

 

 電機方程式：研究方法之閱讀與寫作篇，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34 

 



 

 

 學術論文怎麼寫？自建語料庫來幫忙，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35 

 

 電機方程式：研究方法之閱讀與寫作篇，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34 

 

 電機方程式：研究方法之閱讀與寫作篇，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34 

 

 

 

《竹師教育學院》 
 碩班考試入學指定繳交資料格式下載處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dse.nthu.edu.tw/app/news.php?Sn=1275 

 

 報考 107 學年度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碩士班考試入學(報考課程與教學組乙、丙、丁組

公費生適用)個人資料表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8289,r1-1.php?Lang=zh-tw 

 

 報考 107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報考行政與評鑑組乙、丙組公費生適用)個人資料表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8299,r1-1.php?Lang=zh-tw 

 

 報考 107 學年度本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乙組:金門上課)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審

查表(請考生自行下載使用)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8299,r1-1.php?Lang=zh-tw 

 

 報考 107 學年度本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甲組:南大校區上課) 工作經驗及專業

表現審查表(請考生自行下載使用)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8690,r1-1.php?Lang=zh-tw 

 

 報考 107 學年度本系教育行政碩士在職專班 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審查表(請考生自行

下載使用)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8690,r1-1.php?Lang=zh-tw 

 

 輔仁大學舉辦「2017 運動健康資料加值應用研討會」，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28839,r7-1.php?Lang=zh-tw 

 



 

 

 語言學／英語教學學術工作坊演講 12月 13日，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gitll.web.nthu.edu.tw/files/14-1998-128604,r82-1.php?Lang=zh-tw 

 

 語言學/英語教學學術工作坊演講 12月 6日，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gitll.web.nthu.edu.tw/files/14-1998-128601,r82-1.php?Lang=zh-tw 

 

 Call-For-Paper for Journal of Applied English- Dept. Applied English of 

Ming Chuan University 

參考網址：http://gitll.web.nthu.edu.tw/files/14-1998-128600,r82-1.php?Lang=zh-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演講：12 月 12日語言組演講 Prof. John Alderete 

(Simon Fraser University)，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gitll.web.nthu.edu.tw/files/14-1998-128599,r82-1.php?Lang=zh-tw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第二八九期，歡迎參閱 

參考網址：http://gitll.web.nthu.edu.tw/files/14-1998-128598,r82-1.php?Lang=zh-tw 

 

 YMCA 招募寒假海外志工，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67 

 

 心諮所碩士在職專班簡章公告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4-1999-128681,r1-1.php?Lang=zh-tw 

 

 「伴侶、婚姻、家庭與諮商」學術研討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4-1999-10044,r40-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澤藝術空間下學期展覽申請持續徵件中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28181,r6293-1.php?Lang=zh-tw 

 

 藝設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簡章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28779,r6293-1.php?Lang=zh-tw 

 

 國立清華大學美術創作大賽得獎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28653,r6293-1.php?Lang=zh-tw 



 

 

 竹師藝術空間二館 2018 藝術與設計新秀申請展入選名單公告(展覽檔期另行通知)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28562,r6293-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莫名 奇妙】古語婷 2017個展 

我們都曾經長久凝視一張莫名的圖片，就像是一個介質、一種觸媒，是想像、記憶和一切未經歷之事的開關，奇妙的是每個人都

可以對它有不一樣的詮釋。 

說明： 

1. 時 間：12月 13日至 2018年 1年 10日。 

2. 地 點：清華大學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7094,r11-1.php?Lang=zh-tw。  

 

【圈圈】蔡家洵 2017個展 

 圈圈象徵著很多種意義，圈圈在一個平面上做上了記號，圈圈把圈圈內和和圈圈外劃分開來，圈圈裡的覺得團結了，圈圈外的

被排擠了，圈圈叉叉誰對誰錯？把圈圈塗滿變成一個點點，圈圈點點組成了一切。 

說明： 

1. 藝 術 家：蔡家洵。 

2. 時 間：即日起至 11月 29日。 

3. 地 點：清華大學藝術工坊。 

4.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7095,r11-1.php?Lang=zh-tw。  

 

凝滯於物－王宏印個展 

 取自《楚辭》卷七〈漁夫〉篇，【凝滯】具有緩慢寓意，能持久地停留於物體形象，設法以文學的深刻意涵導入藝術家王宏印

創作牛隻的毅力與動機，引領我們一探其開闊典雅的藝術世界。幼時的鄉間生活賦予其對大自然敏銳的觀察力與耐力，成長後選

擇與自然世界相輝映的藝術創作。 

說明： 

1. 藝 術 家：王宏印。 

2. 時 間：即日起至 11月 29日。 

3. 地 點：清華大學藝中展廳。 

4.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4437,r11-1.php?Lang=zh-tw。  

 

 



 

 

電影。故事。清華拍專題放映系列－《浮光掠影的剎那》 

 

說明： 

1. 時 間：12月 2日，下午 2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3樓小舞台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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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04,r11-1.php?Lang=zh-tw。 

 

《尼羅河女兒》 

說明： 

1. 時 間：12月 12日，晚上 7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3樓小舞台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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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04,r11-1.php?Lang=zh-tw。 

 

《經過》 

說明： 

1. 時 間：12月 16日，下午 2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3樓小舞台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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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04,r11-1.php?Lang=zh-tw。 

 

面對生死的難題【紀錄片特映：《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不是一部宣傳捐贈大體的紀錄片，導演陳志漢帶領觀眾深入解剖課，凝視死亡，但還活著的人才是鏡

頭關注的焦點，他們的感情、他們的領悟，告訴我們人生還是會繼續，謝謝大體老師，更感謝所有那些認真活著的生命。 

說明： 

1. 時 間：12月 7日，晚上 7點至 9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NIGHTCATS/videos/1770048853006927。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7104,r11-1.php?Lang=zh-tw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7104,r11-1.php?Lang=zh-tw


 

 

國泰藝術節－雲門 2校園社區巡演 

  2017國泰藝術節－雲門２校區巡演」自 2001年開始舉辦，至今已至全台各大專院校及高中演出近 200場，邀請年輕學子及社

區民眾免費欣賞雲門２精采舞作。將舞蹈傳播到校園，和街坊鄰居牽手跳舞，跟著節奏搖擺，打開舞蹈的大門，發現一個更美好

的身體世界！ 

 

說明： 

1. 展 演 者：雲門 2 

2. 時 間：12月 9日，晚上 7點 30分。 

12月 10日，下午 2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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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93,r11-1.php?Lang=zh-tw。 

 

 

 

【性平會影展】日常對話 

 幾十年來，我和母親就像是生活同個屋簷下的陌生人，唯一的交集是她為我準備的吃食。我們之間沒有噓寒問暖、沒有母女間

的心裡話、沒有「我愛你」。當我注視著她，我知道在那震耳欲聾的沈默之下，藏著讓她難以面對及言說的秘密；我知道在緊閉

的雙唇背後，是令她窒息且擺脫不去的恥辱。我終於鼓起勇氣與她開啟對話，但我真的準備去好面對她將給出的答案了嗎？我們

又是否都能夠好好面對那些已經被埋藏許久的過去？ 

 

說明： 

1. 電影名稱：日常對話。 

2. 時 間：12月 12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3點 10

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N201。 

4.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35323040535830/ 

 

 

 



 

 

【諮商中心工作坊－研究生限定】遇見日光果實香氣舒壓工作坊 

冬季日光溫柔的、和煦的、滋養的、流動的，起身，走進一畝園。 

遇見甜甜的日光果實，遇見一片靜謐的森林，深深淺淺的綠，漸層入息，大雨和風來過，鳥兒和蟬來過。 

抬頭仰望一片星空，微笑著緩緩深呼吸，創造一抹微笑。 

 

說明： 

1. 講 者：何欣潔(Poky)老師。 

2. 時 間：12月 1日，上午 9點 30分至下午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校本部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

1091-123402.php。  

 

《演講資訊》 

【名人講堂系列演講】海外校友分享會—走出台灣，放眼世界 

 

說明： 

1. 時 間：12月 1日，晚上 7點至 9點。 

2. 地 點: 清華大學名人堂。 

3.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

1221-127898,r4272-1.php?Lang=zh-tw。 

 

 



 

 

【創新育成中心新知講堂】NO.19：雲端服務與物聯網下，軟體的角色與未來 

 

說明： 

1. 講 者：張培鏞 執行長／叡揚資訊。 

2. 時 間：12月 1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 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寶山路口)R119。 

4.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cii/Sniffing_171201.html。  

5. 報名網址: 

http://goo.gl/nVkm6b。 

 

 

國際產學聯盟計畫誓師大會暨國際大師 Prof. Eric Mazur演講及論壇 

  



 

 

說明： 

1. 講 者：Prof. Eric Mazur。 

2. 時 間：12月 6日，上午 11點至下午 4點。 

3. 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0分： 

【教學發展中心演講】Innovating education to educate innovators 右腦換左腦：翻轉教學以啟發創新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230） 

4. 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館 國際會議廳。 

5.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nthu-gloria。 

 

【綜學組職涯講座】解開你的 UCAN職涯性格 

 

說明： 

6. 講 者：李宜芳 Fanny Lee／全球職涯發展師。 

7. 時 間：11月 29日，上午 10點 30分至中午 12點 30

分。 

8. 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館 253教室。 

9.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87-

1101-2343.php。  

 

 

 

 

 

 

 

 

 



 

 

【研發處人社中心講座】中國後農民社會的蛻化：延續與斷裂 

 

說明： 

1. 講 者：黃樹民 院士／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2. 時 間：12月 13日，中午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  

 

【研發處人社中心講座】探尋沉沒水下的歷

史：臺灣海域考古 

說明： 

1. 講 者：臧振華 院士／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2. 時 間：12月 22日，中午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 

 

【認知與心智科學工作坊】2018年 1月藝術治療實務講座與工作坊 

說明： 

1. 講 者：吳芝慧 藝術治療師／台東基督教醫院、范維昕 諮商心理師／賽斯身心。 

2. 時 間：1月 6日與 1月 7日，上午 9點至下午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 

4. 參考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13c9695a09451f9c11d。  

5. 注意事項: http://ccms.web.nthu.edu.tw/files/14-1927-128103,r5430-1.php?Lang=zh-tw 

 

【物理系專題演講】Research on Kinetic Theory 

說明： 

1. 講 者：劉太平 院士／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2. 時 間：11月 27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4F Lecture Room B。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94。  

 

 



 

 

【統計所演講】從大數據走向人工智慧 

說明： 

1. 講 者：陳昇瑋教授／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執行長。 

2. 時 間：12月 1日，上午 10點 40分至中午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28537,r585-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Alternative Ligands and Proton Coupled Electron 

Transfer  

at Biomimetic [2Fe-2S] Clusters 

說明： 

1. 講 者：Prof. Franc Meyer／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 Associate Editor of Inorganic 

Chemistry。 

2. 時 間：11月 29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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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nisotropic heat release in gold nanorod system 

說明： 

1. 講 者：Prof. C.R. Chris Wang 王崇人／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國立中正大學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2.  時 間：12月 13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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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F-SIMS and XPS Analysis of Perovskite Solar Cells:  

Fabrication and Degradation 

說明： 

1. 講 者：Dr. Jing-Jong Shyue 薛景中／Academia Sinica 中研院應用科學中心。 

2. 時 間：12月 13日，下午 3點 30分智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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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與建模專題演講】一個應數畢業生在財金研究的奇幻漂流 

說明： 

1. 講 者：蔡維哲 博士／國立中山大學特聘學者。 

2. 時 間：11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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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web.nthu.edu.tw/files/14-1940-127998,r6402-1.php?Lang=zh-tw。  

 

【計算與建模專題演講】Locating common fixed points of Bregman relatively  

weak nonexpansive mapping 

說明： 

1. 講 者：黃毅青 教授／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 時 間：12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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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web.nthu.edu.tw/files/14-1940-127999,r6402-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Matrix Factor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說明： 

1. 講 者：劉建良 助理教授／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2. 時 間：11月 29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館 107。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28238,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金融科技 FinTech 殺手級應用 

說明： 

1. 講 者：黃思皓 助理教授／交通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2. 時 間：12月 6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館 107。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28777,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Office Ergonomics: A systems approach and findings 

from  

field and laboratory studies 

 

說明： 

1. 講 者：Michelle M. Robertson 博士。 

2. 時 間：12月 4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6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

128833,r2715-1.php?Lang=zh-tw。  

 

 

【材料系專題演講】探討虛擬實境之實務範例與應用入門講座 

說明： 

1. 時 間：12月 4日，晚上 7點至 9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3.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807。  

 

【文學所專題演講】《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新書座談 

說明： 

1. 講 者：河原功教授、陳萬益教授。 

2. 時 間：12月 5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10 研討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51。  

 

【台灣研究教師在職專班】《被擺布的台灣文學—審查與抵抗的系譜》新書座談 



 

 

說明： 

1. 講 者：河原功教授、陳萬益教授。 

2. 時 間：12月 5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http://gpts.web.nthu.edu.tw/files/14-1962-128785,r6229-1.php?Lang=zh-tw。  

【歷史所專題演講】一個台商的文化新南向 

說明： 

1. 講 者：許燦煌先生。 

2. 時 間：11月 29日，下午 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302研討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28163,r3414-1.php?Lang=zh-tw。  

 

【歷史所專題演講】一起來臺灣吧：新媒體時代下的教育新嘗試 

說明： 

1. 講 者：蕭宇辰先生／「臺灣吧」共同創辦人。 

2. 時 間：11月 29日，下午 3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202研討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28136,r3414-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My Life in Retirement－23 years After Stage 4 Cancer 

說明： 

1. 講 者：Dr. Taitzer Wang。 

2. 時 間：11月 29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 105室。 

4.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28786,r2619-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虛擬實境旅遊科技新視界 

說明： 

5. 講 者：尤銓駿 執行長／洛客兔文旅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6. 時 間：11月 30日，上午 11點 30分至中午 12點 30分。 

7.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 614室。 

8.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8778,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Network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yber-Physical 

TOPIC   Systems 

說明： 

1. 講 者：尤銓駿 執行長／洛客兔文旅科技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2. 時 間：11月 29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地下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8776,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New Deep Learning Approaches For 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Analysis, And Related Problems 

 

說明： 

5. 講 者：陳子儀 教授。 

6. 時 間：11月 29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7.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 109。 

8.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

128559,r67-1.php?Lang=zh-tw。  

 

【資工所專題演講】DoS in Vanets an issue or a fatality 



 

 

【人社院專題演講】不只是受害人：我所經驗及見證的台灣白色恐怖 

 

說明： 

1. 講 者：吳俊宏 老師。 

2. 時 間：11月 28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士院 C507。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

128478,r2733-1.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收藏北京：懷舊市場與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自由主義 

 

說明： 

1. 講 者：Prof. J. BEN-OTHMAN ／University of Paris 

13。 

2. 時 間：11月 29日，下午 2點至 3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 R304。 

4.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

127926,r16-1.php?Lang=zh-tw。  



 

 

 

說明： 

1. 講 者: 謝一誼博士。 

2. 時 間：11月 29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Ｃ304。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

128266,r2733-1.php?Lang=zh-tw。  

 

 

 

【華文所專題演講】台灣移工的假日詩情 

 

說明： 

1. 講 者: 康原 老師。 

2. 時 間：12月 7日，下午 4點 20分至 6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中文系館二樓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sinophone.web.nthu.edu.tw/files/14-

2007-128771,r6386-1.php?Lang=zh-tw。  

 

【社會所專題演講】國家意象的競逐：太陽花運動視覺文化中的國家認同 



 

 

說明： 

1. 講 者: Robin Verrall／中研院社會所訪問學員，加拿大約克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2. 時 間：11月 30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社會所 802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soc.nthu.edu.tw/app/news.php?Sn=1138。  

 

【社會所專題演講】南向去創業：一位企業有成企業家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 陳文昌先生／竹大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2. 時 間：11月 30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館 R243。 

4. 參考網址：http://www.soc.nthu.edu.tw/app/news.php?Sn=1144。  

 

【社會所專題演講】從頭家島到隱形頭家：重探台灣產業轉型 

說明： 

1. 講 者: 謝斐宇 先生／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2. 時 間：11月 29日，中午 12點 10分至下午 2點 1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06。 

4. 參考網址：http://www.soc.nthu.edu.tw/app/news.php?Sn=1143。  

【生科院專題演講】認識學術倫理 

 

說明： 

1. 講 者：黃秉乾院士。 

2. 時 間：12月 6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生科二館 R109。 

4.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

128222,r427-1.php?Lang=zh-tw。  



 

 

 

【生倫中心學術討論會】數位時代的創新體驗 

 

說明： 

1. 講 者：黃彥嘉執行長/UX Testing。 

2. 時 間：12月 11日，中午 12點 30分至 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名人堂。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26934,r1853-

1.php?Lang=zh-tw。 

 

 

【計財系專題演講】另類房地產投資策略與風險管理 

說明：  

1. 講 者：林哲群 博士／清華大學計財系教授兼系主任。 

2. 時 間：11月 30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9樓 905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28858,r5902-1.php?Lang=zh-tw。  

 

【計財系專題演講】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策略 

說明：  

1. 講 者：張焯然 博士／清華大學計財系教授。 

2. 時 間：11月 30日，上午 11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9樓 905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28859,r5902-1.php?Lang=zh-tw。  

 



 

 

【通識中心課堂演講】班多鈕手風琴與阿根廷探戈音樂 

說明：  

1. 講 者：李承宗／Circo五重奏團長及手風琴家。 

2. 時 間：11月 30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教育館 3樓 311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cgenews20171130/。  

 

【心諮系專題演講】職場溝通力 Up！ 

 

說明： 

1. 講 者：潘郁芬 副處長／南茂科技公司。 

2. 時 間：12月 21日，下午 1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二樓 N203室。 

4.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4-1999-

128722,r1-1.php?Lang=zh-tw。  

 

 

 

【體育系專題演講】兒童情緒與認知發展的腦波研究 

說明：  

1. 講 者：黃世琤  教授／中正大學心理學系。 

2. 時 間：11月 28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行政大樓 2樓第一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27478,r7-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