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賀陳弘校長期許畢業生勇敢無畏走出去

清華今天舉行畢業典禮，共有四千多位畢業生取得

學碩博士學位。賀陳弘校長期許學生離開方寸之地，

勇敢無畏地走出去，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看看外面的

海闊天空，跨越文化社會與專業地學習和思考，成為

有見識、看得遠的領導者，「To explore the unexplored! 

祝福大家有一個豐富的探索旅程，從現在的方寸之地

出發，找到屬於自己的藍天。」 

上午的碩博士研究生畢業典禮請來趨勢科技張明正

董事長致詞，晚上大學部畢典的致詞貴賓則是印度台

北協會史達仁會長。兩位貴賓不約而同地期許畢業生

不忘終身學習，方能迎接下一世代的挑戰。 

賀陳弘校長：走出去就是未來！ 

賀陳弘校長舉例，大約四十年前，有 44 位與在座畢

業生年齡相仿的年輕人，在孫運璿先生的一項計畫之

下，前往美國學習積體電路的設計、製造、封裝、測試

與廠務，回來之後建立了國內的示範工廠，台灣的半

導體產業因而蔚然有成，創造了世界奇蹟。 

「如果他們當年沒有選擇走出台灣去學習，很難想

像以當時台灣的中低階加工出口產業型態，後來在世

界上會是什麼位置？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的發展又會

是什麼情形？」賀陳弘說，我們一些重要產業的競爭

者在韓國，市場在美國、在對岸，主要設備來自歐洲，

因此我們不可能不向全世界學習、不向全世界溝通討

論。 

賀陳弘校長勉勵清華畢業生「走出去，勇敢無畏地

走出去，就是各位的未來!」他說，走出去，最大的困

難不是面對陌生環境，而是我們自己在心態、在專業、

在語文、在體能各方面是否有所準備，如累積交換學

習、海外實習或國際志工等經驗。他也勉勵還沒準備

好的同學，趁著年輕，安排一個時段，為自己做一個橫

渡、攀登的規劃，努力達成。 

張明正：AI 為電、data 是油 

趨勢科技張明正董事長則為畢業生指點未來發展方

向。他說，未來的世界，AI 人工智慧就是「電」，啟動

下一世代的物聯網、區塊鏈全靠它，「所有的人、所有

的系都要面對它。」而資料數據(data)則是「油」，加上

AI 演算法，就能解決以前無法解決的問題，並取得競

爭的優勢。 

「現在創新事業蓬勃發展，創業的門檻又低，最近

就有 250 家的 AI 公司被收購，大家都瘋狂在做。一點

創新的想法，做出產品，投入 AI 人工智慧的應用，如

果我是你，就要拚拚看！」張明正說。 

張明正也期勉畢業生今天取得一項專業學歷之後，

還要具備快速去學習另一項專長的能力，比如他面試

新人時，就常會問「你最近看了什麼線上課程?」、「最

近有什麼機器學習的論文或突破令你印象深刻?」 

史達仁：畢業即進入邊工作邊學習新階段 

印度台北協會史達仁會長也不約而同提到「終身學

習」的重要性。他舉自已為例，他小時候曾窮得付不出

學費，資質也不突出，但他在工作之後，陸續取得了新

聞、人資管理、公共行政、工商管理等 4 個碩士學位；

他學了 2 年的中文，還上了 2 年的「詩經」課程，到

了台灣後，他完成了哈佛的線上數位攝影課程，最近

還要再報名一門新的線上課程。 

史達仁說，他提到這些的目的不是要令在座的畢業

生印象深刻，而是要點出：不斷學習已是現今社會的

常態，「如果你以為今天畢業了，就是向學習說拜拜，

我要告訴你，其實你只是進入了『一邊工作一邊學習』

的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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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仁也拿台印都很喜歡的茶文化來比喻，建議畢

業生要常把舊的茶倒掉一些，才能加進新的茶水。他

希望畢業生倒掉的舊茶，包括學習到 20 至 25 歲就可

停止的觀念，「現在所學已不足以支持你到 60 歲的職

涯。」 

史達仁希望畢業生加進杯裡的新茶，包括應以每 3

至 5 年為一階段，檢視你應該更新學習的知識與技能；

確保你在追求新知時能跳出常軌，引進一些並不熟悉

但卻值得投入的元素；且不只要問自己希望成為什麼，

更重要的是要問為什麼。 

畢業生代表致詞 為自己歡呼  

今年代表研究所畢業生致詞的是科管所的邱怡澍，

她一上場，就舉起手要畢業生為自己歡呼，掀起了畢

典的高潮。邱怡澍大學階段就在清華求學，也是桌球

隊成員，對清華的一草一木特別有感情。 

邱怡澍代表同學們感謝清華、感謝恩師、感謝父母，

也感謝身邊每一位好朋友。她也期許這一屆的畢業生

們都能勇敢追求夢想、做自己，永遠不忘初衷、保持熱

情。 

今年是清華與竹教大合校後，首次合辦大學部畢典，

場地也移往能容納更多人的體育館。今年大學部畢業

生致詞代表選出校本部的醫科系蔡暟耘、及南大校區

教科系的李昕諮一同上台，道出畢業生們的心聲。 

李昕諮提到，對兩校區的同學來說，合校都是突如

其來的消息，面對改變，他們學會接受、學會溝通，「因

為合併，也讓我再次感受到竹大人的凝聚力，同時也

感受到清華人的包容力。」 

8 畢業生獲梅貽琦獎章 

清華畢業生最高榮譽「梅貽琦獎章」，今年由資工系

吳柏瑤、電資院學士班董曉彤、工科系林子翔、資工系

陳鵬安、科管院學士班陳毓瑋、英教系林庭秀、體育系

林振國、動機系陳紀昇等 8 位學生獲獎。 

資工系畢業生吳柏瑤大一由不分系美術組入學，大

二分流至資工系。她在清華 4 年不放棄對於藝術的熱

誠，參與「清華藝集」每年度的創作展覽，也於 2016

與 2018 舉辦了兩次個展。她今年考上了清華創新科技

與藝術研究所，將繼續朝結合資工及美術專長的道路

精進。 

資工系視障生陳鵬安靠著毅力克服天生眼疾，屢次

獲得書卷獎及校內外獎學金，更曾獲 102 年總統教育

獎。他也發揮所學，教視障者學電腦，參與開發無障礙

軟體，並協助推廣台灣視障資訊教育。陳鵬安在音樂

上也有出色的表現，參加多項鋼琴及聲樂比賽均獲佳

績。 

英教系畢業生林庭秀常在各大學術研討會中擔任中

英語司儀。大一時，她至菲律賓從事海外志工服務，立

志成為一位對偏鄉有貢獻和影響力的老師。大二時考

上師培公費生。2017 年獲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獎助前

往美國舊金山教育實習。目前為清華大學教育實習團

隊的實習校長。 

 

  

研究所畢業生致詞代表科管所邱怡澍代表獻花給賀陳弘

校長，感謝清華師長們的栽培。 

賀陳弘校長於今天上午舉行的畢業典禮中勉勵畢業生

「從現在的方寸之地出發，找到屬於自己的藍天」。 



 

 

  
趨勢科技張明正董事長於今天上午舉行的畢業典禮中期

許畢業生不忘終身學習。 

 

研究所畢業生致詞代表科管所邱怡澍代表同學們感謝清

華、恩師與父母，也感謝身邊每一位好朋友。 

  
資工系小畢典今天上午在台達館舉行，畢業生與師長們

開心合影。 

晚間大學部的畢業典禮將由校本部醫科系蔡暟耘(右)、

南大校區教科系李昕諮(左)代表全體畢業生致詞。 

 

  

清華畢業生最高榮譽「梅貽琦獎章」今年獲獎的畢業生

左起工科系林子翔、資工系吳柏瑤、資工系陳鵬安、電

資院學士班董曉彤、體育系林振國、英教系林庭秀。 

心諮所碩士生林怡秀抱著穿著畢業袍的女兒參加畢業典

禮。 

 



 

 

清華陸生的社會實踐 「廣場舞」進校園

不必花錢也能快樂運動的神秘小教室，每周一、四

晚上在本校南大校區操場開課！兩位來自中國大陸吉

林體育學院的交換生王思雪與邵旖睿，從風行大陸的

「廣場舞」得到點子，從今年 3 月起免費教學校附近

社區居民跳舞運動，大受好評，參加的人愈來愈多。這

門「期間限定」的舞蹈課即將因學期結束在本月中旬

畫下句點，師生們都好捨不得。 

好友結伴申請來清華交換 

東北大妞王思雪在吉林體院研究所主修「啦啦操」，

類似台灣所稱的啦啦隊，她也是國家一級健美操裁判

員及啦啦操教練員、裁判員；吉林體院體育系大三生

邵旖睿專長則是藝術體操，也有國家二級啦啦操教練

員、裁判員證照。兩人在吉林就是親如姊妹的好友，一

起申請赴台交換學生計畫，雙雙獲選，今年 2 月來台，

在清華大學體育系展開一個學期的交換學習。 

開學後，她們選修了體育所張俊一教授開設的「休

閒社會學專題研究」課程，並在教授鼓勵下，結合風行

大陸的「廣場舞」文化及體育專長，在南大校區開設一

門「期間限定」的舞蹈課。她們說，這也是一場特別的

「社會實踐」，透過參與式觀察的質化研究法，可以了

解新竹社區民眾對休閒運動的態度。 

於是她們 3 月 5 日向系上借了音響，在南大校區操

場開始了第一堂課。她們邊跳邊向繞著操場散步或快

走的民眾宣傳「我們是免費的舞蹈課，可以一起來玩

喔！」但得到的回應卻是害羞地點點頭即快步離開，

「第一堂課一個學員都沒招到，原來這麼不容易！」 

學員從 3 歲到 74 歲 

第二堂課王思雪決定主動出擊，邀請同在操場練舞

的媽媽團體，附近居民陳美枝、邱桃妹和黃秀蓮率先

加入，更賣力地為她們宣傳。兩位交換生的免費舞蹈

課就這樣一傳十、十傳百，愈來愈多民眾加入運動的

行列，現在已達到 30、40 人，從 3 歲的小朋友到 74

歲的阿嬤都有。每周一、四晚上 7 點半準時開跳，風

雨無阻。 

王思雪及邵旖睿為社區民眾設計的一小時課程主要

是有氧舞蹈及核心肌群訓練，還搭配了一點瑜珈伸展

及芭蕾。幾個月下來，當中英文等流行樂曲響起，婆婆

媽媽們都能配合「小飛碟」、「摘星星」、「火車」等口令

熟練地跟上動作，「來，接著抬腿 15 下!」馬上有人哀

嚎：「怎麼可能 15 下啦?」但在彼此加油打氣下，大家

幾乎都完成了動作。 

帶點心送小禮 還想她們當媳婦 

王思雪說，幾次課程之後，來運動的大姊、阿姨、叔

叔都把她們當成了自家女兒般關心，擔心她們兩個小

女生在外生活遭遇困難，幾乎每次上課都會帶蛋糕等

點心水果或小禮物給她們，「明明是自由參加的免費課

程，但叔叔阿姨臨時有事不能來，還會在 line 群組上

慎重地跟我們請假。」她們感受到台灣人濃濃的人情

味。 

「每回上課阿姨們都熱情地邀請我們到她們家作客，

這緣分非常特別而且珍貴。」邵旖睿也說。 

學期快結束了，王思雪及邵旖睿也即將離開台灣，

距離 6 月 21 日的最後一堂課，只剩下 5 堂課了。阿姨

們數算著日子，不捨的情緒愈來愈濃。從一開始就參

與的學員陳美枝住在南大校區附近，平日晚餐飯後都

與好姊妹們到學校操場運動健身，「很謝謝她們這段時

間為所有學員帶來快樂，有機會我還想介紹她們認識

我孫子呢!」兩位健美又開朗的小老師，是婆媽們心中

理想的孫媳婦典型。 

31 堂最特別的有氧舞蹈課 

另名學員黃秀蓮也說，這麼短的時間她們就要回去

了，心裡很不捨，希望有緣還能相聚。 

張俊一教授說，這 31 堂特別的有氧舞蹈課對兩位陸

生來說一定畢生難忘，社區民眾也留下了珍貴的回憶。 

 

 

 

 



 

 

 

來自中國大陸吉林體育學院的交換學生邵旖睿（左）、王

思雪（右）利用晚間課餘時間免費教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附近社區民眾跳舞。 

 

 
來自中國大陸吉林體育學院的交換學生邵旖睿（右）、王

思雪（左）發揮律動、啦啦操專長，教社區民眾活動筋

骨。 

 

王思雪擁有中國國家一級啦啦操教練員資格，在台灣的

免費舞蹈課程中，也協助矯正民眾運動姿勢。 

 

王思雪帶領社區民眾跳舞。 

 
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交換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帶學校附近

社區民眾活動筋骨、運動健身。 

 
兩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交換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帶學校附近

社區民眾跳有氧舞蹈，課程大受歡迎。 



 

 

 

來自中國大陸吉林體育學院的交換學生邵旖睿（左）、

王思雪（右）。 

 

 



 

 

清華獲美國專利排名 全台第一 

美國發明家學院(NAI)和智慧產權人協會(IPO)6 月 5

日晚間公布全球大學及學術機構 2017 年獲美國專利

核准件數的百大排名，本校比去年進步 2 名，在全球

排名第 23 位，勝過東京大學、首爾大學等亞洲名校，

兩岸三地僅次於北京清華大學，在全台大學中排名第

一。 

清華大學自 2014 年起，已連續 4 年在美國專利百大

的評比中排名全台第一，並曾在 2014 年時以 114 項專

利的成績衝到全球排名第 11 的歷年最佳成績。 

賀陳弘校長指出，全球有 5 萬多所大學，清華能在

取得專利項目名列前茅，顯示師生的原創性知識對人

類社會及未來產業的貢獻度，也是縮短學用落差的極

佳表現。 

本校 2017 年獲美國核准專利有 87 項，若再加上於

臺灣、中國大陸、加拿大、韓國獲得專利，則共有 230

項，其中生化醫藥類、材料化工各有 54 項為最多，其

次是電子電機類有 27 項、機械結構類 26 項、光電光

學類 25 項（註）。 

曾繁根研發長分析，清華大學在生醫領域的專利特

別多，是因除生科院的師生之外，醫工、化學、化工、

材料、動機、電機等理工領域的教授也積極跨足生醫

領域，估計全清華約有四分之一的教授參與生醫相關

領域研究，如生醫晶片與快篩試紙的研發等。 

清華去年在材料化工領域獲得的美、台、韓、中國大

陸專利高達 54 項，曾繁根研發長分析，這是因為清華

創立全台第一個材料系，在此領域研究廣度及深度皆

首屈一指；此外化工與化學也是清華的傳統強項，專

利數自然多。 

申請及維護專利所費不貲。曾研發長表示，本校每

年投入專利申請及維護的費用高達四、五千萬，為鼓

勵老師申請專利，對於新申請的專利補助比率較高，

老師初期只要自付 10%；但若要維持 5 或 10 年以上的

專利，老師的自付比率就得提高，鼓勵老師儘量在 5 年

內即將專利售出或技轉。 

為協助老師售出專利，本校去年加入了國際產學聯

盟。曾研發長表示，清華並從產業界請來 5 位專家，

主動出擊，把好的專利介紹給廠商，且每位產業專家

配有 2 位轉譯人員協助雙向溝通，把師生的專利轉譯

給產業界，也協助產業界盤點值得投資的專利， 

2017 年獲美國專利最多的全球前五名大學及其取得

專利數，依序為美國加州大學系統、麻省理工學院、德

州大學系統、史丹佛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其他名校全

球排名包括：哈佛大學(9)、加州理工學院(10)、西北大

學(14)、康乃爾大學(15)、哥倫比亞大學(19)、杜克大學

(27)、南韓科學技術院 KAIST(28)、首爾大學(41)、耶魯

大學(48)、東京大學(52)、南洋理工大學(54)、香港城市

大學(58)、新加坡國立大學(74)、牛津大學(74)、京都大

學(79)、普林斯頓大學(87)、香港理工大學(93)。 

國內進入 2017 年美國專利百大的除了清華大學(全

球排名第 23)之外，還有臺灣大學(48)、交通大學(64)、

成功大學(67)、中央大學(98)。過去兩年皆登百大榜的

台灣科技大學，今年則未入榜。 

美國專利百大排名請見：

http://www.academyofinventors.org/pdf/top-100-

universities-2017.pdf 

註：各專業類別係本校自行分類，若某一技術分屬

多領域時，則歸入最相關領域類別。 

 

我國大學 2017 獲美國專利百大排名 

大學名稱 
全球排名 

(與去年排名相比) 

獲美 

專利數 

全台 

排名 

清華大學 23(↑2) 87 1 

台灣大學 48(↓19) 51 2 

交通大學 64(↓20) 41 3 

成功大學 67(↑2) 39 4 

中央大學 98(去年未入榜) 25 5 



 

 

 

美國發明家學院和智慧產權人協會公布全

球大學及學術機構 2017 年獲美國專利核准

件數的百大排名，清華獲美國專利排名全台

第一。 

清華實驗室(左)與創新育成大樓(右)。 

《秘書處》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第一屆性別工作平等論文徵選活動—8 月 31 日(五)截止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33872,r805-1.php?Lang=zh-tw 

 

 文物館籌備處敬邀參觀「新竹：故事的舞台」特展—展期至 6 月 15 日(五)截止 

參考網址：http://museum.web.nthu.edu.tw/ 

 

 

 

《教務處》 
 107學年度轉系、所申請公告(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6月 12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36934,r219-1.php?Lang=zh-tw 

 

 106學年度暑期學生讀書會即日起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bookclub/?mode=content 



 

 

 

 【推廣課程】2018小小創客夏令營，教職員工享 8 折專屬優惠，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3-1970-136910.php?Lang=zh-tw 

 

 【推廣課程】水墨畫入門與賞析，教職員工享 8折專屬優惠，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3-1970-137820.php?Lang=zh-tw 

 

 【推廣課程】達克羅士音樂治療教學實務班，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3-1970-136590.php?Lang=zh-tw 

 

 【推廣課程】兒童行為觀察與輔導技巧工作坊，教職員/學生享 8折專屬優惠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3-1970-136791.php?Lang=zh-tw 

 

 【推廣課程】金工創作基礎班，教職員/學生享 8 折專屬優惠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3-1970-136624.php?Lang=zh-tw 

 

 【填問卷抽 Apple Watch】歡迎本校大二生填寫學習經驗問卷 

參考網址：http://bulletin.web.nthu.edu.tw/files/14-1912-138867,r5085-1.php?Lang=zh-tw 

 

 

 

《學務處》 
 校本部課指組場地年度停電檢測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4932,r3455-1.php?Lang=zh-tw 

 

 校園徵才—就業資訊專冊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34895.php 

  

 校園徵才—校友工作經驗分享文章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34896.php 

 

 【大學部舊生】107 學年度床位候補作業說明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34668,r1538-1.php?Lang=zh-tw 

 

 【研究所舊生】107 學年度住宿申請作業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35078,r1538-1.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RjZWUud2Vi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5NzAtMTM2OTEw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GV/c%d1023805178016063/vsghy/26129038493643/DFGBW03032-12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RjZWUud2Vi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5NzAtMTM2OTEw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GV/c%d1023805178016063/vsghy/26129038493643/DFGBW03032-12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RjZWUud2Vi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5NzAtMTM2OTEw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GV/c%d1023805178016063/vsghy/26129038493643/DFGBW03032-12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RjZWUud2Vi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5NzAtMTM2NTkw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GV/c%d1023805180016063/vsghy/26129040496791/DFGBW03032-12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RjZWUud2Vi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5NzAtMTM2OTEw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GV/c%d1023805178016063/vsghy/26129038493643/DFGBW03032-12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RjZWUud2Vi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5NzAtMTM2OTEw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GV/c%d1023805178016063/vsghy/26129038493643/DFGBW03032-12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nVsbGV0aW4ud2Vi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0LTE5MTItMTM4ODY3LHI1MDg1LTE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FV/c%d1023805259016063/vsghy/26129119481910/DFGBW03032-12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yZWVy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TAxLTEzNDg5NS5waHA=&b=DGREOV/c%d1023805057016063/vsghy/26128917474738/DFGBX02389-08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yZWVy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TAxLTEzNDg5Ni5waHA=&b=DGREOV/c%d1023805057016063/vsghy/26128917474797/DFGBX02389-08


 

 

 107年暑期住宿繳費作業說明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38352,r1538-1.php 

 

 106學年度退宿及 107年暑期進住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37986,r1538-1.php 

 

 107學年度社團幹部交接公告—請各社團於 6月 15日（星期五）前完成幹部交接表並

將交接表(紙本)送至校本部課指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7060,r3455-1.php?Lang=zh-tw 

 

 第三屆全國科技大專校院程式競賽(報名時間：5 月 17日至 6 月 14 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37147,r2469-1.php?Lang=zh-tw 

 

 台達軟體工程師體驗營—6月 19日(星期二)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37872.php 

 

 【國立高雄大學】泰語能力檢定—報名至 6/28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38045.php 

 

 瑞鼎科技 2018 暑期實習—申請至 6 月 15日(星期五)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38420.php 

 

 

 

《總務處》 
 教育館一、二期室內裝修工程施工公告—即日起至 6月 14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31884,r992-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4月 23日至 6月 22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36008,r127-1.php?Lang=zh-tw 

 

 奕園停車場改善等工程—施工期間：4月 26日(星期四)至 7 月 31日(星期二)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36603,r992-1.php?Lang=zh-tw 

 

 各單位電梯提醒事項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38882,r992-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yZWVy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TAxLTEzODA0NS5waHA=&b=DGREOV/c%d1023805178016063/vsghy/26129037533687/DFGBX02389-08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yZWVy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TAxLTEzODA0NS5waHA=&b=DGREOV/c%d1023805178016063/vsghy/26129037533687/DFGBX02389-08


 

 

 【轉知】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舉辦「光彩北商」檔案特展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39047,r27-1.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計畫」補助本校各單位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即日起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628 

 

 本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SOP 及相關表單更新(03.0版)，如有送審需求請至[表單下

載]下載最新表單送審。(舊表單可受理到 6月 15日，須達可受理標準)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37399,r3334-1.php?Lang=zh-tw 

 

 【敬邀】6月 14 日(星期四)生科職涯講座與專題講座—NIH 學術演講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38024,c2706-1.php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 7月 7 日、14日舉辦「人體試驗研究倫理講習班」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38205,r3516-1.php?Lang=zh-tw 

 

 海洋委員會修正「海洋委員會補捐助海洋事務研究活動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710 

 

 【醫院合作計畫】108年度清華大學與馬偕醫院合作研究計畫「構想書」即日起開始收

件，至 6 月 30 日(星期六)截止，歡迎踴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37883,c2617-1.php 

 

 科儀中心 107年暑期機械加工「訓練班」、「進修班」招生公告 (報名期間：6月 25日

至 29日) 

參考網址：http://instrum.web.nthu.edu.tw/files/11-1027-10395.php?Lang=zh-tw 

 

 2018全球化英語教學與學習研討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713 

 

 第九屆藥物開發暨動物藥理研討會及操作—8月 29 日至 31日於成功大學醫學院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38866,c2706-1.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m1zZS53ZWI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UtMTA4Ny0xMzgwMjQsYzI3MDYtMS5waHA=&b=DGREDV/c%d1023805176016063/vsghy/26129036473198/DFGBB14293-10


 

 

 

《全球事務處》 
 108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申請案(千里馬計畫)，校內報名時間為 6月 1日至 7月

25日中午 12時止，歡迎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891&lang=big5 

 

 德國富特旺根大學 HFU-Summer School Programme—6月 15日(五)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932&lang=big5 

 

 APRU Multi-Hazards Summer School and Annual Symposium，歡迎本校師生踴躍報名

參加—6 月 20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964&lang=big5 

 

 科技部徵求 2019-2020 年臺灣與法國（CNRS）雙邊人員交流互訪型（PRC）計畫即日起

接受申請至 6月 2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2013&lang=big5 

 

 2019至 2020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獎助計畫(人社領域)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9 月 16日

(星期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2005&lang=big5 

 

 科技部徵求 2018年「臺法科技獎」候選人，即日起開放申請至 6月 24日(星期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2019&lang=big5 

 

 科技部徵求「2019 至 2020 年臺德(MOST-DAAD)雙邊合作計畫人員交流計畫」即日起開

放申請至 6月 20日(星期三)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2012&lang=big5 

 

 香港教育大學 2018 香港研究培訓課程—報名至 6 月 15 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2035&lang=big5 

 

 

 

《圖書館》 
 IOP ebooks 英國物理學會電子書新上線，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538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2dhLm50aHUuZWR1LnR3L25ld3MucGhwP2lkPTE5MzImbGFuZz1iaWc1&b=DGREFV/c%d1023805057016063/vsghy/26128846536608/DFGBB14434-13


 

 

 

 試用資料庫「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影音知識庫」新上線！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5 

 

 南大分館 107暑期研究小間即日起至 6月 25日開放申請，本學期小間請於 6月 28 日

前清空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580 

 

 特藏組校史業務徵長期工讀生（研究生）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581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校園授權軟體更新通知】Acrobat、卡巴斯基、賽門鐵克、自然輸入法、嘸蝦米輸入

法及 EverCam等軟體更新通知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32591,r240-1.php?Lang=zh-tw 

 

 臺灣學術網路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80501_02 

 

 【資安漏洞預警通知】Spring Framework 存在安全漏洞(CVE-2018-1258 與 CVE-2018-

1260)，允許攻擊者繞過認證與存取系統上所限制的方法、或是遠端執行任意程式碼，

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80518_01 

 

 【資安漏洞預警通知】多款 DrayTek 路由設備存在零時差漏洞，允許攻擊者竄改 DNS

位址及 DHCP設定，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80528_02 

 

 【資安漏洞預警通知】北韓駭客組織 HIDDEN COBRA 所利用的惡意程式 Joanap 及

Brambul，請各單位注意防範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80605_01 

 

 填問卷、拿早鳥禮、抽好康「校園網路與授權軟體服務品質問卷調查活動」(即日起至

6月 19日止)，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登入校務資訊系統填卷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bin/home.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V0Lm50aHUuZWR1LnR3L25ldHN5cy9tYWlsaW5nOmFubm91bmNlbWVudDoyMDE4MDUxOF8wMQ==&b=DGREBV/c%d1023805176016063/vsghy/26129033525739/DFGBB14096-2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V0Lm50aHUuZWR1LnR3L25ldHN5cy9tYWlsaW5nOmFubm91bmNlbWVudDoyMDE4MDUxOF8wMQ==&b=DGREBV/c%d1023805176016063/vsghy/26129033525739/DFGBB14096-2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V0Lm50aHUuZWR1LnR3L25ldHN5cy9tYWlsaW5nOmFubm91bmNlbWVudDoyMDE4MDUxOF8wMQ==&b=DGREBV/c%d1023805176016063/vsghy/26129033525739/DFGBB14096-2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V0Lm50aHUuZWR1LnR3L25ldHN5cy9tYWlsaW5nOmFubm91bmNlbWVudDoyMDE4MDUxOF8wMQ==&b=DGREBV/c%d1023805176016063/vsghy/26129033525739/DFGBB14096-2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V0Lm50aHUuZWR1LnR3L25ldHN5cy9tYWlsaW5nOmFubm91bmNlbWVudDoyMDE4MDUxOF8wMQ==&b=DGREBV/c%d1023805176016063/vsghy/26129033525739/DFGBB14096-2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Nj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xMDQtMTM4Njk5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BV/c%d1023805259016063/vsghy/26129119477299/DFGBB14096-2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Nj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xMDQtMTM4Njk5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BV/c%d1023805259016063/vsghy/26129119477299/DFGBB14096-27


 

 

 

 【教育訓練】實踐人工智慧關鍵：MATLAB 於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技術，6月 4 日中午

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3-1104-138667.php?Lang=zh-tw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第十五屆國家新創獎」即日起至 7 月 15日止開放各界參賽角逐，歡迎踴躍報名參賽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80deccf-7779-462f-b71d-

3e8ec601a5c6&c=menu041 

 

 工研院產業學院於 4 月起規劃辦理 AI、大數據相關系列課程，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046cccd-e754-4818-8055-

5b2c5e7e542d&c=menu041 

 

 德國國際發明展甄審訊息，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efab4ad-e7de-44af-b9ce-

69f3435ee60a&c=menu041 

 

 敬邀參加「107 年國家發明創作獎」—報名至 6月 25日 

參考網址：https://ppt.cc/ffvLVx 

 

 中國醫藥大學暨亞洲大學「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育計畫-Anchor University 計

畫」受培訓團隊與創新前瞻轉譯加值計畫徵求公告（實體文件收件截止：6月 15日）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CMU-SPAPK-1728120000753473 

 

 敬邀參加「全國創意發明與專利種子教師研習營」，藉由專業講師的引導，提升智慧財

產保護之概念及創作實務，請踴躍報名—第二梯次報名至 7月 20日(星期五)止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a0c0630-d76b-4e58-b5f0-

3d116ac4eabe&c=menu041 

 

 敬邀參加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辦理之「2018年度無形資產評價專業種子師資人才

認證班」，歡迎踴躍報名—7 月 6日前完成報名可享優惠價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1243d22-ec48-46e2-8e9b-

e3f3d963fd8d&c=menu041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Nj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xMDQtMTM4NjY3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GV/c%d1023805259016063/vsghy/26129119466807/DFGBB14096-2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Nj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xMDQtMTM4NjY3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GV/c%d1023805259016063/vsghy/26129119466807/DFGBB14096-27


 

 

 敬邀參加 6月 23日第二屆專利分析與創新研討會—轉化專利支出點為專利收入點的系

統化方法，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661d8d9-21c3-4c7b-94d7-

e279cfde4d8b&c=menu041 

 

 歡迎報名參加 6 月 23日「第五屆扎根盃創業競賽」總決賽 

參考網址：https://goo.gl/forms/GLujR71q6cJY4vJz1 

 

 「2018第十四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報名至 8月 17日(星期五)止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3b96f76-f3fe-4cb2-a887-

9c8bb052022e&c=menu041 

 

 「2018第十二屆波蘭國際發明展」—報名至 8月 24日(星期五)止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3a0446a-5b63-4572-be14-

e5fa74e3b953&c=menu041 

 

 「2018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報名至 8月 31日(星期五)止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c7957a3-63a1-4f61-870e-

414a88c9f8b8&c=menu04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邀請參加「2018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161860e-4108-474a-8150-

1ee919a67849&c=menu041 

 

 

 

《人事室》 
 獎助生權益保障團體保險作業，因應得標廠商異動，相關作業變動說明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31786,r5489-1.php 

 

 本年度公務人員指定專書閱讀活動暨主題書展，歡迎同仁們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37056,r875-1.php?Lang=zh-tw 

 

 【轉知】法務部調查局主辦，全國保防教育推行委員會協辦之「107 年全民保防有獎徵

答」活動至 6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38712.php 

 

https://goo.gl/forms/GLujR71q6cJY4vJz1


 

 

《主計室》 
 為利 106 學年度「出國旅費」、「赴大陸地區旅費」情形調查表函報審計部，請各單位

配合查填相關資料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133294,r1160-1.php?Lang=zh-tw 

 

 107年度校內預算分配執行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137929,r1160-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師獎講座】6 月 25 日、6月 26日數學素養導向評量命題工作坊，歡迎師資生報名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36980,r48-1.php?Lang=zh-tw 

 

 107學年度國民小學、幼兒園教育學程開始報名—7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3點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3-1020-137998.php?Lang=zh-tw 

 

 

 

《理學院》 
 【化學系公告】本學年度碩博士班畢業口試流程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6554,r292-1.php?Lang=zh-tw 

 

 【物理系公告】物 84級獎學金自即日起受理申請—6月 15日(星期五)截止 

參考網址：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4-1275-116684,r3568-1.php?Lang=zh-tw 

 

 

 

《工學院》 
 【動機系公告】動機系轉系申請需繳交資料說明—6月 22 日(星期五)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102821,r4642-1.php?Lang=zh-tw 

 

 【化工系公告】第八屆財團法人李長榮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活動—7月 20 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13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Z0ZS53ZWI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MtMTAyMC0xMzc5OTg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FV/c%d1023805260016063/vsghy/26129120467338/DFGBB17029-05


 

 

 

 【化工系公告】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菁英獎學金—報名期間為 9月 3日至 26日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136 

 

 【材料系公告】材料科學工程學系轉系(所)相關規定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4760 

 

 【工工系公告】六月份實驗室租借網址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38403,r2714-1.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6月 12 日 FlexSim教育訓練課程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38955,r2714-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107學年度學生繳交轉(入)原科院學士班審查相關資料—6月 22日(星期五)截止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36363,r3699-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2018 國際訪問獎即日起開始申請—系辦收件截止日為 6 月 15 日(星期

五)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653 

 

 

 

 

《人文社會學院》 
 【數位人文工作坊】自 4月 11日至 6月 13日將一共舉辦六場活動，即日起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s://nthucldh.kktix.cc/events/nthu2018cldh 

 

 【月涵學堂】5 月、6月課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35113,r11-1.php?Lang=zh-tw 

 

 自強基金會〈科技桃花源講堂〉：7 月 19 日至 9月 27日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36459,r2733-1.php?Lang=zh-tw 

 



 

 

 國際訪問獎即日起開始申請(6 月 29 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36406,r5486-1.php?Lang=zh-tw 

 

 【活動】歷史所〈近世以來文明變遷與交流 國際研討會〉：6 月 11 日至 13日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38546,r2733-1.php?Lang=zh-tw 

 

 【活動】南島中心〈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研究分享會〉：6 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10 點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38508,r2733-1.php?Lang=zh-tw 

 

 【活動】人社分圖「願作台灣文壇的菊池寬-賴慶先生捐贈手稿展」：6 月 11 日至 29日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38508,r2733-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107學年度春季班 ISEP 交換學生計畫—生科院收件截止日為 6 月 15 日(星期五)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28  

 

 107學年度下學期(108 年 2月至 6月)赴大陸與港澳地區之學期交換生案—生科院大學

部收件截止： 8 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5 點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29 

 

 

 

《電機資訊學院》 
 【獎助學金訊息】國際訪問獎即日起開始申請 (6 月 22日申請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36449,r2132-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第三次辦理逕行修讀電機系博士學位作業申請(6月 12 日申請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38320,r5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財團法人中技社「2018獎助台灣青年學子赴大陸參訪交流活動」—報

名至 6月 15日(五)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38330,r74-1.php?Lang=zh-tw 

 

 



 

 

 【競賽訊息】中華電信 IoT大平台創意應用大賽—報名至 7月 20日(星期五)截止 

參考網址：http://lpwan.cs.nthu.edu.tw/news/info/content/22 

 

 

 

《科技管理學院》 
 【停電通知】6 月 30 日台積館全館停電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34949,r1853-1.php?Lang=zh-tw 

 

 【計財系公告】107 學年度下學期(108 年 2月至 6月)赴大陸與港澳地區之學期交換生

案—收件至 8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5點 

參考網址 : 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39003,r5902-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2018 AIEF 校園義工大使自即日起開始招募至 7月 8日(星期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aief.org.tw/HotNews/single.php?K=23 

 

 107年度【籃球暑期訓練營】—6月 22日報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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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度【游泳暑期訓練營】—8月 10日報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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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師教育學院》 
 【助學金申請】107 學年上學期生活助學金開始申請至 6 月 14日(星期四)止 

參考網址：http://ec.web.nthu.edu.tw/files/14-1996-137718,r4-1.php?Lang=zh-tw 

 

 【獎學金】第四屆女秀才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ec.web.nthu.edu.tw/files/14-1996-138808,r70-1.php?Lang=zh-tw 

 

 



 

 

 【交換學生】107春季班 ISEP交換學生計畫—院收件截止日 6月 19 日(星期二)止 

參考網址：http://ec.web.nthu.edu.tw/files/14-1996-137794,r4-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歡迎參加音樂系學生畢業樂展 

參考網址：http://art.nthu.edu.tw/?p=1016 

 

 

 

《演講資訊》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演講活動】中國的全球資本輸出：幻影與現實 
 說明： 

1. 講 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 孔誥烽 教授  

2. 時 間：6月 12日(星期二)，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138763,r11-

1.php?Lang=zh-tw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研究分享會 

 

說明： 

5. 時 間：6月 15日(星期五)，上午 10點至下午 5點 

6.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D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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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NOwvqTmhLIX44Ddr2BNZn65-

xgRc_Z6WZ7kT20ZK7yc/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藝術學院跨領域音樂科技講座】音樂與科技間的藝術 

說明： 

1. 講 者：藝術家 紀柏豪  

2. 時 間：6月 13日(星期三)，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創新育成大樓 

4. 參考網址：http://art.nthu.edu.tw/?p=949 

 

【計財系演講活動】金融科技(Fintech)應用及其安全問題 

說明： 

1. 講 者：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孫宏民 教授  

2. 時 間：6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2點至 5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20786,r3798-1.php 

5.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Y1_K-1WFfo4t__ig2ph-jlUY7f-

B7a6Ox3FhLweqckNsFww/viewform?c0&w1 

 

 

 

 

 

 



 

 

【圖書館演講活動】《寂靜的春天》 

說明： 

1. 講 者：李偉文（牙醫師．作家．環保志工）  

2. 時 間：6月 14日(星期四)，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583 

5. 報名網址：https://lifelonglearn.dgpa.gov.tw/Default.aspx 

 

【工工系演講活動】設施規劃之半導體廠建廠實務 

說明： 

1. 講 者：李仲明 博士（個人工作室．高階建廠設計顧問）  

2. 時 間：6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2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39013,r2715-1.php?Lang=zh-tw 

 

【歷史所演講活動】元朝的太后、官署與政治 

說明： 

1. 講 者：清華大學歷史所 許正弘 博士生 

2. 時 間：6月 19日(星期二)，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A302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39133,r2733-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