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拾穗計畫 軟骨功公益楷模、青少年象棋棋王上榜

 本校「特殊選才招生」（拾穗計畫）今年 1 月 5 日上午

放榜，共正取 53 名。其中包括小小年紀就以軟骨功特技

投身公益、環島義演活動的倪瀅瀅，自學中古漢語、還自

創人工語言「新語」的宋硯之，象棋七段的青少年棋王葛

振衣，還有化學、生物、物理、數學、電腦、桌球國手、

音樂、水彩畫、仿生機器人、創新創業等的各類高手，及

多位在逆境中向上的優秀學生，將在新學年加入清華的

大家庭。 

軟骨功特技做公益 帶給老人溫暖關懷 

  現就讀國立臺灣戲曲學院民俗技藝系高三、特技專長

為軟骨功的倪瀅瀅，10 歲起即住校練功，從 14 歲投入公

益，國三時就與哥哥一同赴柬埔寨擔任國際志工。 

  倪瀅瀅高一時有次與同學一到老人安養院義演，當表

演完畢，一位老爺爺握著她的手，送她一罐罐裝咖啡，要

她有空常來看爺爺，令小小年紀的瀅瀅感動不已，發起

「環島義演活動」，與同樣學特技表演的姊姊到全台 31

所老人院義演，以特技專長投身公益，用藝術點亮長輩

的笑顏。 

  放榜當天上午得知錄取本校的消息，倪瀅瀅好高興。

她說，大一先就讀清華學院，未來分系時想讀人社或科

管相關科系，想要創立活躍老化的銀髮社會企業。 

自創人工語言「新語」 南島語系金頭腦 

  台南一中高三生宋硯之國中時在 youtube 上看到一段

用古漢語念詩詞的視頻，開始對學習他不熟悉的語言產

生興趣，除了自學中古漢語、賽德克語、阿美語、雅美語、

邵族語等，並採用聲韻學中的潘悟雲系統來分析現代漢

語、日語、韓語、客語的發音。 

  光是學習現有的語言已不能滿足宋硯之，他甚至自創

了一種人工語言「新語」，並與另一位自創「高力山卓語」

的南一中同學共同發表論文。宋硯之說，人工語言就像

電影阿凡達、或魔戒中的精靈語，創造語言架構、發音等

就能逐步發展完成，雖然真實世界中並沒有人說「新語」，

但這樣的語言架構過程可幫助他更了解語言世界。 

青少年棋王 鋼琴、書法也精通 

  本校特殊選才招生第一、二年分別錄取圍棋棋王、西

洋棋棋聯大師，今年再錄取了一位青少年象棋棋王葛振

衣，匯集了三棋高手。 

  彰化高中高三生葛振衣今錄取本校清華學院學士班

（大一不分系）。他是象棋七段，很小就獲象棋國際特級

大師吳貴臨指導、推薦，曾獲馬來西亞首屆「勝記盃」世

界青少年象棋個人公開賽的 18 歲以下青少年組冠軍，象

棋成就可說是國內二十歲以下第一人，已無敵手。 

  葛振衣的父親是彰化女中退休國文老師，母親也是彰

女的國文老師。當同齡孩子在看電視、打電動，葛振衣的

休閒時光多花在下象棋、彈鋼琴、寫書法，琴棋書畫四藝

中除了畫畫比較不在行，他可說樣樣精通。 

逆境向上 克服病痛障礙 

  此次上榜生中，有多位身受病痛或障礙、卻沒有被疾

病打倒，反而展現生命旺盛力。從小學習打擊樂及鋼琴

的新北市立永平高中高三生吳承澐，至國中才確定左眼

視力 0，右眼視力也只剩下 0.01，從零開始學習盲用電

腦，雖然曾經喪志一段時間，但隨即轉念一想，領悟到就

算喪失視力，但他仍擁有「絕對音感」可以把聽到的旋律

立刻彈奏出來，並朝向擅長的音樂創作投入。 

  罹患罕見疾病致行走及書寫都極度困難的曾君豪，現

為南投國立中興高中學生，他積極參與活動與競賽，企

求學習實用知識和技能，甚至只能以口咬筆寫作業繪畫，

數度在文學、美術比賽取得佳績，努力拓展生命寬度。 

  今年錄取生中有多位為經濟弱勢（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等）、身心障礙、新住民子女或偏遠地區等逆境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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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具強烈學習熱誠的學生，他們沒有放棄學習，展現多

元關懷與才華，獲得招生委員的肯定。 

首度有境外台生上榜 

  清華開辦特殊選才以來，首度有境外台生錄取。就讀

越南台商子弟學校的張家豪錄取本校數學系。他在台商

學校成績優異，英語流利，在 AMC12 國際數學競賽中表

現突出。高一還自組樂團，通過倫敦搖滾學院爵士鼓檢

定，還擔任校內的熱音社社長，常與國際學校樂團交流。

去年還在越南的中華民國國慶晚宴上演出，屢獲我駐越

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公開表揚。 

  自 4 年前本校開始特殊選才招生後，許多自學生或實

驗教育學生都把清華當成第一志願。來自台東均一高中

的實驗教育學生邱紳騏，投入童軍領導活動，為台東唯

一國花級童軍、都蘭童軍復團計畫負責人，又獲 2017 

HASSE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台灣唯一得主，赴美國太

空總署(NASA)學習。 

清華創先特殊選才 比率全國最高 

   

 

 

本校創全國之先，自 104 學年度推動拾穗計畫，仿效 

美國哈佛、柏克萊加大、史丹福大學等名校全方位審查

及招生方式，讓無法經由現行申請入學、指考分發等方

式進入頂尖大學，但具特殊才能、特殊優良行為或逆境

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誠的學生，有機會到清華就讀，使

大學選才更多元化。 

  本校招生策略中心陳榮順主任表示，104 學年度首次

招收拾穗生時以清華學院學士班招生，就有 401 名高中

生申請，競逐 10 個名額，錄取率僅有 2.5%;招生名額逐

年增加，105 學年增至 16 名，106 學年度增至 30 名。 

  107 學年度教育部將「特殊選才招生」納入正式招生管

道，本校除以清華學院學士班招收 38 名外，還有其他系

組也加入招生，包含資訊工程學系 6 名，理學院 6 名（物

理系 2 名、化學系 2 名、數學系 2 名）、以及材料科學工

程系、動力機械工程系、工學院學士班各 1 名，合計本

學年度共招收 53 名，名額提升到占大一新生的 2.7%，是

全國各校中特殊選才比率最高的大學。 

 

 

  
以特殊選才錄取本校的倪瀅瀅，用軟骨功特技做公益。 青少年象棋棋王葛振衣(右)以特殊選才錄取本校。 

 

 

 



 

 

 

《秘書處》 
 校友為台積館前公共藝術「葉子」賦詩，歡迎閱覽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30728,r4272-1.php?Lang=zh-tw 

 

 蔡能賢副理事長代表清華校友會頒發「紀錄．清華」獎項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30721,r4272-1.php?Lang=zh-tw 

 

 

 

《教務處》 
 南大校區第一學期學士班延畢學生相關畢業離校及應注意事項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5-1086-130734,c12116-1.php?Lang=zh-tw 

 

 下學期學生讀書會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275 

 

 下學期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計畫開始申請(至 3月 22日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274 

 

  

  
台東均一高中實驗教育學生邱紳騏，曾赴美國太空總署(NASA)

學習，今以特殊選才錄取本校。 

台南一中高三生宋硯之自創人工語言「新語」，今以特殊選才管道錄

取本校。 



 

 

 

《學務處》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群園關懷協會經濟弱勢家庭助學計畫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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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創客實務 3D列印設計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501,r2469-1.php?Lang=zh-tw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南應盃全國運動休閒活動企劃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31,r2469-1.php?Lang=zh-tw 

 

 『在台港澳學生文化探索體驗營』活動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04,r2469-1.php?Lang=zh-tw 

 

 靜齋齋長補選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30713,r1538-1.php?Lang=zh-tw 

 

 全兼職實習諮商心理師甄選公告至 1 月 1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81151,r492-1.php?Lang=zh-tw 

 

 12 月份失物招領公告，請失主至本校水木餐廳二樓生活輔導組簽名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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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就學貸款注意事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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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學期就學貸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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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諮詢服務－李宜芳老師預約方式公告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23025.php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暨所屬機關】暑期實習機會－至 3月 9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30739,r5631-1.php?Lang=zh-tw 

 

 「部落及社區健康營造計畫」徵求暑期大專生實習計畫案－校內收件至 3月 16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30736,r5631-1.php?Lang=zh-tw 



 

 

 

 106 學年度社團評鑑重要時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929,r3455-1.php?Lang=zh-tw 

 

 春節期間閉館公告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83,r3455-1.php?Lang=zh-tw 

 

 十二月社團工作會報會議紀錄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86,r3455-1.php?Lang=zh-tw 

 

 校本部學生活動中心（蒙民偉樓）R101整修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80,r3455-1.php?Lang=zh-tw 

 

 2018 年全國校際日文創意行銷活動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922,r2469-1.php?Lang=zh-tw 

 

 「寫作廣場」－中文和英文寫作比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921,r2469-1.php?Lang=zh-tw 

 

 法絲飛揚律動人生微電影劇本創作比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95,r2469-1.php?Lang=zh-tw 

 

 第四屆靜宜 STIGA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錦標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85,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啦啦隊總會舉辦「啦啦隊／啦啦舞蹈甲乙丙級教練裁判講習」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84,r2469-1.php?Lang=zh-tw 

 

 青年公益實踐計畫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79,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護理人員愛滋病防治基金會辦理之「愛滋病微電影創作選拔」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78,r2469-1.php?Lang=zh-tw 

 

 戶外教育標誌設計徵選活動計畫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77,r2469-1.php?Lang=zh-tw 

 

 新北市國際金屬工藝大賽簡章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76,r2469-1.php?Lang=zh-tw 

 

 花蓮縣地方稅務局 青年志工租稅教育作業要點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74,r2469-1.php?Lang=zh-tw 

 

 雲林縣作家作品集徵選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61,r2469-1.php?Lang=zh-tw 

 

 深坑商圈創意行銷企劃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54,r2469-1.php?Lang=zh-tw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柏克萊分校、史丹佛大學遊學團」招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34,r2469-1.php?Lang=zh-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大專生洄游農 STAY」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833,r2469-1.php?Lang=zh-tw 

 

 台北大學第十一屆鋼琴大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66,r2469-1.php?Lang=zh-tw 

 

 臺北市環保青年冬令研習營(二天一夜)活動邀約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60,r2469-1.php?Lang=zh-tw 

 

 健康照護資訊與管理相關科系學生專題競賽發表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54,r2469-1.php?Lang=zh-tw 

 

 世界公民典範－未來領袖培育計畫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50,r2469-1.php?Lang=zh-tw 

 

 第四十八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區技能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49,r2469-1.php?Lang=zh-tw 

 

 在台港澳學生文化探索體驗營活動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04,r2469-1.php?Lang=zh-tw 

 

 2018 年全國校際日文創意行銷活動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922,r2469-1.php?Lang=zh-tw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2018 南應盃全國運動休閒活動企劃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31,r2469-1.php?Lang=zh-tw 

 

 公路公共運輸規劃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44,r2469-1.php?Lang=zh-tw 

 

 全國跨領域商管實務專題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45,r2469-1.php?Lang=zh-tw 

 

 第四十八屆全國技能競賽中區分區技能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0749,r2469-1.php?Lang=zh-tw 

 

 第十屆國際大學生雪雕大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30758,r6325-1.php?Lang=zh-tw 

 

 第二屆康寧奧斯卡數位影音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30755,r6325-1.php?Lang=zh-tw 

 

 

 

《總務處》 
 請於 1月 12日前核對校本部 106年度個人全年所得(Please check your annual 

income of 2017 before Jan.12,2018)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30945,r47-1.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 [TRANSCAN-2-JTC2017] 歐盟癌症轉譯研究計畫第 4 次

跨國公開徵求計畫書，截止時間：2 月 6 日(Central European Time–CET 16:00)前完

成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615 

 

 奈材中心工三館 3F 無塵室 1 月 17 日上午 9點【電鍍槽移出】公告 

參考網址：http://cnmm.web.nthu.edu.tw/files/14-1012-130783,r632-1.php?Lang=zh-tw 

 



 

 

 自 108年度起光電中心高能光電實驗室提供晶圓相關切割服務公告 

參考網址：http://thoric.web.nthu.edu.tw/files/14-1893-130946,r4003-1.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雙邊交流典範案例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837&lang=big5 

 

 兩岸暑期學術交流，即日起報名開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33&lang=big5 

 

 留學獎學金至 2 月 8 日止，歡迎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833&lang=big5 

 

 2018 至 2019年匈牙利國家獎學金，歡迎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834&lang=big5 

 

 

 

《圖書館》 
 通識油畫課學生展，歡迎觀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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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1 月 11日晚上 10點「校務資訊系統」將因系統維護暫停服務 

參考網址：http://aisccc.web.nthu.edu.tw/files/14-1102-130738,r747-1.php?Lang=zh-tw 

 

 

 

 



 

 

《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以色列 3GSolar 公司補助至以色列讀 Ph.D學位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7e00ce8-bbd6-4074-84b4-

c5ef3a7ebd7d&c=menu041 

 

 第五屆清華創業日「扎根盃創業競賽」開始收件，競賽首獎可獲得 30 萬元創業基金，

你有與眾不同的創業構想嗎？想獲得業師輔導的機會嗎？歡迎報名參賽 

參考網址：http://ned.web.nthu.edu.tw/files/15-1551-129998,c11952-1.php?Lang=zh-tw 

 

 敬邀參加「第二十一屆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af43a88-0dbd-4f4e-ac7f-

cd3b79bec920&c=menu041 

 

 敬邀參加【2018 第十七屆馬來西亞 MTE國際發明展】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07a4dd7-e823-4d4a-af78-

e3fbcd5d86f3&c=menu041 

 

 

 

《人事室》 
 社團法人台灣關愛之家協會函，台灣海外援助聯盟舉辦「NGO 與企業共同實踐 SDGs」

工作坊，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30729,r2506-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臺灣海洋教育中心辦理「海洋教育教案設計徵選」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30732,r3955-1.php?Lang=zh-tw 

 

 國小類科 105以前舊生得改選適用新課程第二次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30814,r48-1.php?Lang=zh-tw 

 

 107 學年度統一推介清大附小實習面試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30791,r48-1.php?Lang=zh-tw 



 

 

 

 東海大學第十屆教育專業發展學術研討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

實務研討會徵稿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30928,r150-1.php?Lang=zh-tw 

 

 另類師培發聲：實驗教育的師資陶養國際學術研討會徵稿啟事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30748,r150-1.php?Lang=zh-tw 

 

 

 

《工學院》 
 即日起至 2月 14日，工工系 R811 會議室將暫停開放，請改用 R812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30761,r2714-1.php?Lang=zh-tw 

 

 科技部公開徵求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請協助於 2月 21日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30767,r2714-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大三專題說明會－ 1 月 10日下午 2 點 20 分至 5點 NE69 廳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30735,r1602-1.php?Lang=zh-tw 

 

 15 級系友江玉敏同學參與奧地利「歐洲論壇」（EFA）活動，與綠色和平組織代表共同

組隊，力抗「正方」的 WTO 代表，脫穎而出成為今年度辯論工作坊冠軍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30757,r1602-1.php?Lang=zh-tw 

 

 核工所教授擬收 107 學年度碩一新生一覽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nes.web.nthu.edu.tw/files/14-1227-130772,r5017-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歷史所圖書目錄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64803,r3414-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歡迎踴躍參加 1 月 26日至 28 日 BioPro A+ Workshop 於清華大學旺宏館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30722,r67-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台達電計畫「創業菁英計畫」學員招募開跑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30743,r179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秋季競寫決賽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710 

 

 游泳訓練班活動辦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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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師教育學院》 
 幼教系入學的學程相關規定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82 

 

 教育部師資培育法修正重點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83 



 

 

 

 院特色課程於第二學期學期開設之課程說明公告 

參考網址：http://ec.web.nthu.edu.tw/files/14-1996-130584,r6341-1.php?Lang=zh-tw 

 

 第二學期碩專班學生汽車停車證申請說明公告 

參考網址：http://ecse.web.nthu.edu.tw/files/14-2014-130631,r6456-1.php 

 

 【園長班初審公告】第十一期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52 

 

 第十三屆台灣數位學習發展研討會徵稿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81 

  

 魏氏兒童智力測驗－第四版研習與檢定公告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4-1999-130668,r1-1.php?Lang=zh-tw 

  

 體育室傳送－中華民國 107 年全大運競賽規程及相關附件公告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30832,r7-1.php?Lang=zh-tw 

  

 田野躍進，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decr.web.nthu.edu.tw/files/14-1991-130941,r3-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繪事後素－吳宇棠素描展即日起 1月 7日於新竹市文化局二樓 竹軒畫廊，歡迎蒞臨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30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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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資訊》 
 

【教發中心演講】翻轉教育 

 

說明： 

1. 講 者：張輝誠 先生／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2. 時 間：1月 11日，下午 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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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13169。 

 

【服務與創新演講】BE BUSY‧BE HEALTHY‧BE HAPPY 2018拒絕瞎忙，教您如何

精彩每一天！ 

說明： 

1. 講 者: 巴斯田-Bachir Bastien／Winner of the Dr. I-Chi Mei Memorial Medal in 2016. 

2. 時 間：1月 20日，下午 4點至 6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館一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48。 



 

 

【創新育成中心新點子論壇】NO.5：半導體新科技 

 

說明： 

1. 講 者：徐英士副董事長／新堂科技。 

2. 時 間：1月 12日，中午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R119 (寶山路口)。 

4.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cii/Idea_180112.html。 

5. 報名網址：http://goo.gl/Ytdzvq。 

 

 

【理論中心專題演講】Dynamical quantum phase transition in 1D quantum 

link model 

說明： 

1. 講 者：Yi-Ping Huang／Dresden, Germany。 

2. 時 間：1月 9日，下午 1點 30分至下午 3點。 

3. 地 點：Lecture Room A of NCTS, 4F, 3rd General Building, Nat'l Tsing Hua Univ。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2018。  

 

【理論中心專題演講】Missing energy (or DM?) search at the colliders 

說明： 

1. 講 者：Dr. Yue-Lin Sming Tsai／Academia Sinica。 

2. 時 間：1月 9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P512 of NCTS, 5F, 3rd General Building, Nat'l Tsing Hua Univ。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2021。  

 

 

 



 

 

【理論中心專題演講】AI能幫助我們了解心靈嗎？─從哲學、認知與社會心理學

的觀點 

說明： 

5. 講 者：趙之振教授 ／清華大學哲學所、陳舜文教授／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李姝慧教授／清華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6. 時 間：1月 11日，下午 1點 30分至下午 3點 30分。 

7. 地 點：Lecture Room A of NCTS, 4F, 3rd General Building, Nat'l Tsing Hua Univ。 

8.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2022。  

 

【化學系專題演講】Properties of π-Conjugated, Planar Anti-aromatic 

Hexapyrrolic Macrocycles 

說明： 

1. 講 者：Prof. Changhee Lee／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 時 間：1月 10日，下午 2點 30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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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cal-based Approach for Synthesis of Complex 

Natural Products 

說明： 

1. 講 者：Prof. Masayuki Inoue／The University of Tokyo。 

2. 時 間：1月 24日，下午 2點 30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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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與建模專題演講】Studying Life is Different because Everything is 

Inherited 

說明： 

1. 講 者：艾森柏格 講座教授／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Chicago, USA。 

2. 時 間：1月 16日，下午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8 樓 837 室。 

4. 參考網址：http://cms.web.nthu.edu.tw/files/15-1940-130471,c12999-1.php?Lang=zh-tw。  

 

【計算與建模專題演講】3D Poisson-Boltzmann Computation of KcsA Potassium 

Channel 

說明： 

1. 講 者：洪子倫 教授／Department of Applied Mathematics, Feng Chia University。 

2. 時 間：1月 16日，上午 11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8 樓 837 室。 

4. 參考網址：http://cms.web.nthu.edu.tw/files/15-1940-130471,c12999-1.php?Lang=zh-tw。  

 

【計算與建模專題演講】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nal Entrance Structure to 

the Conductance of KcsA channel 

說明： 

1. 講 者：陳仁祥 助理教授／Department of Life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2. 時 間：1月 16日，下午 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8 樓 837 室。 

4. 參考網址：http://cms.web.nthu.edu.tw/files/15-1940-130471,c12999-1.php?Lang=zh-tw。  

 

 



 

 

【計算與建模專題演講】Electricity is Different: Electrodynamics is 

Universal and Exact, from Protons to Stars 

說明： 

1. 講 者：艾森柏格 講座教授／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Chicago, USA。 

2. 時 間：1月 23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8 樓 837 室。 

4. 參考網址：http://cms.web.nthu.edu.tw/files/15-1940-130471,c12999-1.php?Lang=zh-tw。  

 

【社會所專題講座】The Power of the Past -Cultural Heritage Fever In 

China 

說明： 

1. 講 者：Dr. Yujie Zhu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 時 間：1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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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oc.nthu.edu.tw/app/news.php?Sn=1153。  

 

【台文所專題演講】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在來的路上發生完了，九零年代臺灣女性文

學 

說明： 

1. 講 者： 王鈺婷 副教授／清大臺文所。 

2. 時 間：1月 9日，上午 11點 10分至下午 1點 1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205。 

4.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60。 

【資工系專題演講】AI震撼彈：新世代 NPU 

說明： 

1. 講 者：劉峻誠創辦人／耐能公司(Kneron)。 

2. 時 間：1月 9日，上午 10點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 B1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30569,r67-1.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China Studies, Anthropology and Comparison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Stephan Feuchtwang／Emeritus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2. 時 間：1月 11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03。 

4. 參考網址: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

130909,r2262-1.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The Power of the Past: Cultural Heritage Fever In 

China 

 

說明： 

1. 講 者：Dr. Yujie Zhu／School of Arch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 時 間：1月 11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03。 

4. 參考網址: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

130909,r2262-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