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 63周年校慶 宣布新建文學館推動清華文學研究 

  本校 4 月 28 日慶祝創校 108 年暨在台建校 63 周年校

慶。賀陳弘校長在校慶大會中宣布，即將在校本部新建

文學館，連接人社院與相思湖，成為一條文學家小徑；規

畫中的君山音樂廳也已募得超過一億元捐款，「即將展現

清華文藝復興的新起點！」 

旅美小說家王默人、周安儀捐建文學館 

  賀陳弘校長向前來參加校慶大會的貴賓、師生及校友

宣布，為推動本校文學研究，清華即將新建一座專門的

文學館，由本校名譽博士、旅美小說家王默人先生及夫

人周安儀女士捐建。據了解，王默人夫婦的捐款可望高

達 150 萬美元。  

  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李癸雲所長表示，王默人夫婦

2014 年即捐助清華成立「王默人周安儀文學講座」，鼓勵

學子創作，廣邀海內外專家、學者及創作者舉辦藝文演

講及工作坊，已累積可觀成果。 

  李癸雲所長表示，清華絕不會辜負捐建人的厚愛與期

許，文學館未來將成為推廣台灣文學的重要基地，除了

典藏王默人夫婦的手稿、作品及珍藏之外，還將經常性

地舉辦研討會、策畫相關展覽。 

  接受本校委託發展文學館意象的知名建築師黃聲遠，

建議在人社院東北側的小丘，打造一座融入清華自然環

境的文學館，隱入樹林之中，連結人社院與相思湖，成為

一條串聯自然與人文的文學步道。這樣的想法也得到了

捐建人王默人先生、周安儀女士的認同。 

  黃聲遠建築師表示，本校人社院地勢攀升，文學館自

此蜿蜒向上，地形起伏讓建築物群更具動態感。沿著梅

園、相思湖到蝴蝶園，則是另一條自然軸線，兩線相互輝

映。 

文物館、君山音樂廳計畫都已啟動 

除了新建文學館，賀陳弘校長還向難得返校的校友們說

明母校許多新的規畫與發展，包括清華即將興建一所國

際上重要的近代史文物館，這是適逢五四運動一百週年

對世界的獻禮，由本校名譽博士、台積電副董事長曾繁

城先生及中文系楊儒賓教授捐建。 

  為紀念去年辭世的沈君山校長，本校發起改建大禮堂

為君山音樂廳的計畫。賀陳弘校長說，許多沈前校長的

知交好友及校友們慷慨解囊，捐款初估已超過一億元。

清華師生校友幾年後就可在國際級、高規格的君山音樂

廳聆賞音樂。 

  在校區建設方面，也展現蓬勃的新氣象。賀陳弘校長

說，桃園市政府已與本校簽訂合作意向書，將在桃園機

場國門的位置，開辦醫學中心級的醫院，並合作推動教

育與研發，「這是清華以堅實的各學科為後盾，繼續三十

年之志，昂然發展醫學領域的先發行動。」 

  此外，南大校區（原竹校大）的師生將逐步集中到校本

部。賀陳弘校長指出，本校最近已獲無償撥用科管院旁

的 6.4 公頃土地，將興建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大樓，目前

正進行細部設計，預定明年施工；學校還啟動了兩棟合

計 1 千床的學生宿舍興建計畫。 

表揚傑出校友：陳瑞煜、胡國琳、張宗生 

  校慶大會也表揚本年度新選出的 3 位傑出校友，包括

動機系陳瑞煜校友、數學系胡國琳校友、及電機系張宗

生校友。 

  陳瑞煜校友創立泓格科技，現任總經理。他在校慶大

會致詞時表示，他們這些畢業 40 年的校友，如今都已年

過 60，最重要的就是身體健康，回到母校幫校友會多做

一點事情。 

  胡國琳校友在美國華爾街創立財務風險控管公司

Riskval。他首先感謝數學系李大中教授、林哲雄教授等多

位老師對他的教導，他出國經年，常常想到這些老師們。

胡國琳校友以他創業的經驗鼓勵學弟妹：「不管你怎麼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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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還是趕不上變化。把當下的事做好、盡全力，另一扇

門就會為你打開。」 

  張宗生校友現任台積電副總經理。他謙虛地說，他不

是很優秀的學生，從家鄉旗山來到清華後，才發現人才

濟濟，需要加倍努力。他笑說，李大中教授當年教電機系

的微積分，人稱「小李飛刀」，班上 50 位同學當了 38 位，

所幸他是及格者之一。他也特別感謝研究所指導教授葉

鳳生，培養他扎實的半導體知識，至少參與 25 件台積電

製程的研發及量產。 

紀念陳繼仁校友 「堅毅之心」雕塑揭幕 

  校慶大會當天，還有一件紀念陳繼仁校友遺愛之作揭

幕。這件公共藝術品「堅毅之心」為紅鏽色的耐候鋼多面

體，其中一面鑲嵌著亮面不銹鋼，仿如隱隱閃耀鑽石光

芒的璞石，靜靜佇立旺宏圖書館一隅、鄰近羅丹的沈思

者雕像。 

  陳繼仁學長是本校材料系學士、碩士、博士的「三清」

校友，對母校有很深厚感情。他畢業後與同學共同創立

國碩科技，事業有成，卻積勞成疾辭世。國碩委託新銳藝

術家邱昭財、張暉明、廖祈羽及廖涵羽團隊設計製作，送

給母校清華這顆「堅毅之心」，象徵如璞石般的陳繼仁校

友，經清華嚴謹學術訓練、創業艱辛打磨後迸出光芒，並

激勵學弟妹追求卓越。 

  「陳繼仁不僅是傑出校友，更是傑出校友中的典範。」

賀陳弘校長引用詩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

昏」來形容陳繼仁校友如梅花般堅毅，內斂地綻放光芒。 

  賀陳弘校長說，陳繼仁校友話不多，更是本校非正式

校訓「行勝於言」的實踐者，「堅毅之心」座落旺宏館學

習資源中心，年輕學子也能藉此學習學長的風範。 

  陳繼仁的胞兄、國碩董事長陳繼明先生也出席了揭幕

典禮。他表示，「堅毅之心」的造型、設計、色澤都令他

驚豔，作品低調沉穩地座落在校園一角，與他堅毅質樸

的性格十分相襯。他很感謝本校師長為設置紀念雕塑付

出的心力，也感謝陳力俊前校長、工學院賴志煌院長及

陳繼仁材料系同學出席。剪綵時細雨紛飛，陳繼明先生

哽咽地說，每次在這種日子格外思念弟弟。 

  10 位與陳繼仁校友大學同班的材料 84 級校友遠從廈

門、高雄等地來參加紀念雕塑揭幕，有些因攻讀碩博士，

更與陳繼仁校友同窗長達 6 年、9 年。他們都說，陳繼仁

校友是標準的清華人、材料人，「堅毅之心名字取得好！」

同學蕭玉祥說。「看到用耐候鋼做雕塑，他絕對喜歡！」

同學陳祖謙也不住點頭。 

畢業 50 年校友呼校呼 祝母校生日快樂 

  校友會蔡進步理事長歡迎從世界各地回到清華幫母校

慶生的校友，「無論你是『預謀』還是臨時起意，無論是

搭高鐵、開車還是搭飛機，都歡迎你常回來跟老師同學

快樂地聊聊天。」他也許諾，校友們對母校的各項發展計

畫如清華醫院，一定竭盡所能、全力以赴。 

  50 位畢業 50 年的物理系、數學系及核工系校友最後

熱情地登台帶動現場師生齊呼校呼，為校慶大會畫下句

點。

  



 

 

賀陳弘校長（中）帶領校內師長及校友唱生日快樂歌，

切下蛋糕為清華祝福 

賀陳弘校長（左二）表揚本年度 3位傑出校友：動機系陳

瑞煜校友（左一）、數學系胡國琳校友（右二）與電機系

張宗生校友（右一） 

50 位畢業 50 年的物理系、數學系及核工系校友熱情地

登台帶動現場師生齊呼校呼 

本校文學館意象圖 

賀陳弘校長在校慶大會宣布，即將在校本部新建文學館 

 

 

賀陳弘校長（中）、國碩董事長陳繼明先生（左二）、陳力

俊前校長（右二）、校友會蔡進步理事長（右一）與碩禾

總經理黃文瑞先生（左一）為「堅毅之心」剪綵 



 

 

ASC超算競賽 清華資工勇奪全球冠軍 

 

本校資工系師生組成的團隊參加 ASC 世界大學生超級

計算機競賽，在 3 百多支國際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全

球總冠軍。本周末是清華大學創校 108 周年暨在台建校

63 周年校慶，捷報傳回校園，令師生們格外振奮。 

今年在中國大連舉行的 ASC 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大學生

超級電腦競賽之一，與美國 SCC、德國 ISC 並稱全球三大

超級電腦大賽。去年在這三項比賽皆奪冠的北京清華大

學今年則獲得 ASC 亞軍。 

指導清華團隊奪冠的資工系周志遠副教授，多年來帶

著學生征戰國際大賽，在美國的 SCC 賽事中，曾於 2010、

2011 年兩度奪得總冠軍，並在 2007、2008、2014 年榮獲

最高計算性能獎。至於在中國舉辦的 ASC 大賽，周志遠

也指導學生在 2013 年獲得亞軍，名次僅次於北京清華。 

周志遠老師表示，今年奪冠的關鍵在於部分成員曾參

加去年的美國大賽，累積實戰經驗，團隊合作擁有絕佳

默契，碰到狀況都能快速排除，「同學們的臨場表現沈穩

優異，是我們勝出的主因。」 

清華奪冠隊伍由資工系 5 位大三及大四生組成，包括

陳弘欣、許耿瑞、林原慶、林芍甫、楊季蓁；另有尤立宇、

王宇正兩位學生擔任教練。隊長陳弘欣表示，從去年暑

假組隊以來，每位成員幾乎每周都要花 20 個小時研究討

論、準備比賽，因此碰到緊急狀況才能正確判斷、穩定發

揮，贏得最終勝利。 

ASC 大賽近年非常關注 AI 人工智慧領域。團隊中唯一

的女生楊季蓁，就是負責 AI 人臉辨識項目，設法將低解

析度影像轉化提升為高解析。她說自己以前是個不愛規

畫的人，組隊之後每周都要提報進度，這樣的壓力促使

她全面提升電腦技能，收穫很大。她特別感謝周志遠老

師積極鼓勵的指導風格，督促團隊懷抱信心勇往直前。 

周志遠老師特別感謝雲達科技及廣達電子長年資助清

華學生電腦設備及出國比賽經費，及國研院國網中心在

計算軟體技術上的協助。他表示未來會更加努力，秉持

為台灣培育高效能計算科技人才的初衷，在每次比賽中

爭取佳績，讓更多新世代投入高效能計算的應用與發展，

為台灣帶來新的價值和動能。 

今年共有 20 組名校隊伍進入決賽，每個團隊在 5 天的

比賽過程中，必須現場組建超級電腦平台，優化完成 7 道

高效能運算與人工智慧的賽題，如全球氣候變化模擬等，

並確保平台運行的最高功耗不超過 3 千瓦。 

這項賽事的評審委員給了本校代表隊很高的評價，認

為這支勁旅在決賽中的表現堪稱完美，展現對超級電腦

全面及深刻的理解及應用能力。大會也觀察到，有愈來

愈多的女生參與國際超級電腦賽事。 

 

 

 
本校資工系周志遠副教授指導學生在 ASC競賽奪冠，樂

捧冠軍獎盃。



 

 

 
本校資工系團隊陳弘欣（左二起）、許耿瑞、林原慶、林 

芍甫、楊季蓁、周志遠老師、尤立宇勇奪 ASC世界大學生 

超級計算機競賽冠軍。 

 
本校資工系師生尤立宇（左起）、楊季蓁、許耿瑞、陳弘 

欣、林原慶、林芍甫、周志遠老師勇奪 ASC 世界大學生 

超級計算機競賽冠軍。 

 
本校資工系學生楊季蓁是 ASC 冠軍團隊的唯一女生，負 

責 AI 人臉辨識項目。 

 
本校資工系學生陳弘欣（左）、林原慶勇奪 ASC 世界大 

學生超級計算機競賽冠軍。 



 

 

印象清華科技藝術節 用手機與藝術品互動 

本校 4 月 29 日迎來創校 108 年暨在台建校 63 周年校

慶，校園變身最潮的科技藝術實驗場。賀陳弘校長 25 日

上午登上巨大彈珠台作品「躍動彈珠」投下彈珠，幻變為

手機裡的虛擬彈珠，啟動「印象清華」躍介科技藝術節。

9 件科技藝術作品將在清華園展出 3 周，其中不少是適

合在夜晚觀賞的光影作品，歡迎師生及一般民眾前來欣

賞並用手機躍介互動。 

晚間從光復路走進清華校園，就可看到大草坪上有一

束高空探照光直衝天際，遠從科學園區都看得見；走近

鴿子廣場，轉向正確角度，看似毫無章法的線條就變成

了愛因斯坦、瑪麗蓮夢露以及梅貽琦前校長、沈君山前

校長的交疊臉孔；小吃部周邊樹林間，閃耀著象徵梅花

基因序列的七彩光芒多面體；靠近寶山路的後門草皮上，

還有 LED 燈條勾勒出的清華紫荊花。 

校園就是科技藝術實驗場 

「情侶們或許可趁這個機會來場浪漫告白。」本校藝

術學院許素朱院長說，大草坪上的探照燈作品名為「摩

斯密碼」，觀賞者用手機開啟 Web App，即可輸入對清華

的祝福小語，透過程式語言轉譯為光束，「將願望告知全

宇宙。」走到鴿子廣場將摩斯密碼還原為祝福小語，再利

用手機 Web App 將小語及光束畫面投射在鴿子廣場的大

樓牆面。 

許素朱院長笑說，上個月試驗「摩斯密碼」時，因探照

燈光束太顯眼，民眾在新竹市區都能望見，還有網友討

論是不是在召喚外星人？甚至有清華學生趁半夜來惡作

劇，在探照燈上放鏡子做折射實驗，惡搞成電影《蝙蝠

俠》裡的探照燈，最後導致反射鏡燒熔。 

「整個學校都是科技藝術實驗場，不搞怪、不找碴就

不是清華。」也是本校校友的許素朱院長寬容地說，全台

大概只有清華學生會在科技藝術展中展現惡趣味、高創

意，但還是希望學生注意安全、不要釀災。她舉例，上屆

印象清華展有電機系學生找出作品「英文 8-2」的程式漏

洞，讓某一學院的英文成績光柱大幅上升，就是個有趣

的挑釁與挑戰。 

手機控制虛擬彈珠上牆翻滾 

在啟動儀式上，賀陳弘校長站在一人高的彈珠台前，

投下一顆實體彈珠，經過如腦神經般複雜的連動結構軌

道後，發出有趣的聲響，最終落至巨大彈珠台底部，再用

手機「接」起虛擬彈珠，宣布科技藝術節正式揭幕。參觀

民眾還可以掃描行動條碼，把這顆虛擬彈珠帶到附近的

鴿子廣場，讓它在牆面繼續滾動。 

賀陳弘校長說，科技、藝術躍介展現了清華這幾年重

點推動跨領域學習的精神，也許幾年之後回頭來看，由

於藝術學院的加入，清華正進入「文藝復興」時代，「『印

象清華』永遠地改變了外界對清華的印象。」在校慶前

夕，他也期待本校如佛羅倫斯，帶動台灣高教的文藝復

興。 

賀陳弘校長在科技藝術節開幕典禮上，特別緬懷今年

初辭世的清華藝術學院榮譽院長侯王淑昭女士，並感謝

侯王女士主持的春之文化基金會持續支持印象清華科技

藝術節，「沒有春之基金會的灌溉，種子在肥沃的土壤也

長不出來。」 

「彈珠台的結構好比多功能的大腦，對應清華各具特

色的學院。」許素朱院長說，巨大彈珠台各面畫著代表本

校 10 個學院的圖案，彈珠在軌道上滾動跨過不同學院，

就像腦神經訊號傳遞，也象徵清華各學院學生的創意碰

撞，以及本校在推動跨域的積極滾動精神。 

老校長跨越時空來打卡 

許素朱院長是連續兩屆「印象清華」展覽的策展人。她

指出，本屆展覽最大特色在於利用物聯網、數學、影像偵

測、化學材料、DNA 及手機 App 等技術，讓清華元素躍

介（cross media）在手機、電腦、社群媒體等載體，探討

資訊穿梭在人與科技、環境及記憶間的變化。 

許素朱院長表示，今年的展覽也標誌清華人的集體記

憶，如「清華容顏」將梅貽琦校長、沈君山校長的照片投

射在牆上；「時空躍影」讓觀者穿越時空到早年的清華園

拍照打卡，不時還會有卡通版的校長探出頭來打招呼。 

師生跨領域合作玩藝術 

「印象清華」展由本校藝術學院與清華學院師生耗時

3 個月籌辦，其中兩件作品還與電機系朱宏國教授及分



 

 

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黃貞祥老師跨域合作設計，圖書館

也提供許多清華老照片與文獻。 

由本校藝術學院老師領軍的藝術家團隊「FBI Lab」帶領

學生完成 9 件作品，創作者包括「清華容顏」FBI Lab；

「摩斯密碼」陶亞倫；「時空躍影」劉士達、吳柏瑤、盛

宜楠；「ATGC 梅光」黃致傑、黃貞祥、何宜庭、李恩鋅、

黃浩旻；「躍動彈珠」蔡奇宏、藝術學院學士班；「瘋子的

樂園」蕭凱文、盛宜楠、孫佳興、朱宏國、許素朱；「跑

香你我他」FBI Lab；「動態中心」王新仁；「花語清華」陶

亞倫、藝術學院學士班；「躍介再現」FBI Lab。 

2019「印象清華」躍介科技藝術節展出至 5 月 20 日，

為鼓勵民眾及清華師生一起體驗科技藝術的樂趣，學生

及本校教職員工只要拿出手機掃描作品「清華容顏」梅

貽琦校長及沈君山校長的光柱，打卡完成其中一位校長

在清華的建設路徑地標，就有機會抽中最大獎 iPad 及小

米手環。與作品互動後投影在鴿子廣場，再將照片分享

至印象清華粉絲團，可抽誠品禮卷 3 千元。展覽及抽獎

資訊可至粉絲專頁及官方網站查詢： 

印象清華粉絲專頁：https://reurl.cc/lp7kj 

靠南清大粉絲專頁：https://reurl.cc/kpyLr 

印象清華網站：https://techart.nthu.edu.tw/THE2019/

 

本校賀陳弘校長（左二）、藝術學院許素朱院長（右二）、

科技藝術中心蔡奇宏老師（右一）及科技藝術中心劉士達

老師（左一）在作品「躍動彈珠」投下彈珠，啟動 2019

「印象清華」躍介科技藝術節 

賀陳弘校長在作品「躍動彈珠」投下彈珠，幻變為手機 

裡的虛擬彈珠，啟動 2019「印象清華」躍介科技藝術節 

https://reurl.cc/lp7kj
https://reurl.cc/kpyLr
https://techart.nthu.edu.tw/THE2019/


 

 

清華師生為 2019「印象清華」躍介科技藝術節揭幕 本校藝術學院許素朱院長（中）帶領科技藝術中心劉士達

老師（右）、科技藝術中心蔡奇宏老師（左）策畫 2019

「印象清華」躍介科技藝術節 

晚間從光復路走進校園，就可看到大草坪上作品「摩斯

密碼」的高空探照光直衝天際 

作品「瘋子的樂園」轉向正確角度，可在一組毫無章法的

線條中看見瑪麗蓮夢露，另一側則是愛因斯坦的臉孔 

本校靠近寶山路的後門草皮上，還有 LED 燈條勾勒出的清

華紫荊花 

作品「ATGC梅光」在小吃部周邊樹林間，閃耀著象徵梅花

基因序列的七彩光芒多面體 



 

 

2019「印象清華」躍介科技藝術節作品位置 

作品「跑香你我他」以聲光技術融合禪學概念，邀請觀眾

在走動時思考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迎接校慶 清華一周音樂快閃 

本校 4 月 22 日中午有一場打擊樂快閃音樂會，為校慶

慶祝活動拉開序幕。清華音樂系師生周一到周二中午在

旺宏圖書館，周三到周五在小吃部前的野台帶來一系列

音樂快閃表演。周二為鋼琴多手聯彈；周三上演《獅子

王》、《阿拉丁》及《歌劇魅影》等知名百老匯音樂劇曲目；

周四為弦樂；周五則是木笛表演，歡迎清華師生及校外

民眾到場聆賞。 

4 月 29 日是清華大學創校 108 年暨在台建校 63 周年

校慶，27 日周六有環校路跑，28 日周日上午舉行校慶大

會。 

打擊樂為一周快閃打頭陣 

率先登場的「擊樂之聲」打擊樂快閃音樂會，以京劇武

場熱鬧的鑼鼓聲揭幕，運用定音鼓、馬林巴木琴、大鼓、

小鼓、爵士鼓、律音管等打擊樂器，演出多首平易近人的

表演曲目，包括電影《神鬼奇航》的配樂、北美民謠〈紅

河谷〉，吸引路過師生、民眾駐足聆賞。 

化學系大二生李大沁從綜三館聽到打擊樂聲，尋聲找

到圖書館前，發現是音樂系學生在快閃，十分驚喜。北京

理工大學來本校電機系交換的學生李沛桐忍不住拿出手

機拍攝。語言中心黃維楨老師帶著太太及 3 歲小女兒路

過，也開心地停下欣賞；小女孩對打擊樂很有興趣，剛開

始上課，坐在爸爸的肩頭聽得好專注。 

幸運欣賞到這場快閃的工工系校友王國安很肯定學弟

妹的演出，「他們才藝出眾，活潑又敢秀，真的很棒！」

路過的林聖芬副校長也直呼「不簡單」，認為這證明音樂

系的訓練非常紮實。 

教授繪畫的唐唐發老師扼腕地說，來到現場表演已接

近尾聲，只能期待接下來 4 天的演出了，「清華校園內能

有這樣的藝術氣息真好！」 

負責規劃打擊樂快閃的音樂系張覺文副教授說，音樂

快閃最大的挑戰就是在戶外演出，聲響效果容易受場地、

天氣等影響，無法和室內的演出形式相比，對於習慣室

內演出的同學而言，是非常難得的經驗與挑戰。 

百老匯音樂劇現聲清華園 

24 日（周三）的百老匯音樂劇快閃，將帶來多首一般

民眾耳熟能詳的經典曲目，包括《獅子王》澎澎與丁滿帶

著辛巴用歡快的舞步唱著〈哈庫那瑪他他〉；乘著神奇魔

毯的阿拉丁伸手向茉莉公主浪漫唱著〈A Whole New 

World〉；《歌劇魅影》裡女主角克莉絲汀首次登台唱的

〈Think of me〉。 

本校音樂系校友、現任新竹尖石國中學務主任的張麟

彥，也是這次快閃的主唱之一。老師邀請他加入校慶快

閃時，他一口答應。張麟彥校友擁有令人驚艷的好歌喉，

連續兩年帶領尖石國中合唱團獲得全國師生鄉土歌謠競

賽特優。儘管要從尖石鄉開車回母校排練很辛苦，他仍

期待看見觀眾驚訝的表情，或是一同與音樂搖擺的反應。 

規畫這場演出的音樂系張芳宇主任表示，快閃曲目還

包括《樂來樂愛你》、《吉屋出租》音樂劇的膾炙人口曲

目，及多首音樂系師生用中文原創的音樂劇《明日之夢》

的樂曲。她表示，周三共有兩場演出，分別在中午 12 點

及下午 3 點，期待帶給觀眾不同驚喜。 

鋼琴弦樂木笛展現多元曲風 

23 日（周二）的「鋼琴聯彈」快閃表演由音樂系程瓊

瑩副教授規劃。她表示，這次音樂快閃第一個特色是將

不便搬運的鋼琴帶到戶外演出，其次則是不同背景成員

的多手聯彈，「從兩人四手聯彈、三人六手聯彈到四人八

手聯彈，演出者來自音樂系、電機系、工工系及畢業校

友。」並選擇莫札特、柴可夫斯基等較活潑的曲目，希望

引起觀眾共鳴。 

本校音樂系大二生曾柏鈞是 25 日（周四）「弦樂之聲」

快閃表演的統籌人。他表示，弦樂演出將為大家帶來耳

熟能詳的歌曲，如〈女人香〉、〈鼓聲若響〉、《四季》的

〈春〉及〈夏〉。他期待，透過快閃讓大家更認識音樂系，

並為清華注入新活力。 

26 日（周五）的「木笛之聲」快閃表演由音樂系陳孟

亨副教授規劃。她表示，木笛其實就是所有小學生都熟

知的直笛，快閃將由音樂系主修木笛的學生帶來節奏強

的爵士樂及浪漫的巴洛克等多元曲目。 

清華轉角處有音樂驚喜 

張芳宇主任表示，這是本校音樂系第一次快閃表演，

共有 75 位學生參與，也是訓練學生表演的好時機。她表

示，許多學音樂的學生都很害羞，為了要在公眾面前快



 

 

閃，系上還因此特別增加舞台、戲劇相關課程，訓練學生

台風、肢體動作等。 

張芳宇主任說，她期待透過這次的音樂快閃，將藝術

氣息帶進清華校園，選擇中午作為表演時間，「讓清華師

生上下課走動在校園時，享受在轉角處發現音樂的驚喜。」 

 

 

 

 

 

4 月 22日中午一場打擊樂快閃音樂會，為校慶慶祝活

動拉開序幕 

音樂系快閃表演系列之一「鋼琴聯彈」，吸引賀陳弘校

長、呂平江主秘等多位師生一同跟著節奏打拍子 

 

 

 

本校音樂快閃吸引路過師生、民眾駐足聆賞 

 

音樂系快閃表演系列之一「百老匯音樂劇」在小吃部前

野台演唱多首膾炙人口的曲目 

 



 

 

《秘書處》 
 【轉知】教育部 108 年度規劃補助辦理性平相關課程教學之計畫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55952,r805-1.php?Lang=zh-tw 

 

 

 

《學務處》 

 歡迎報名「2019 桃園社會企業創業競賽」（報名至 5月 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54791,r6890-1.php?Lang=zh-tw 

 

 歡迎報名「2019 年綠點子發明暨設計競賽」（報名至 5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54791,r6890-1.php?Lang=zh-tw 

 

 歡迎報名「108 年度校園雲端發票競賽活動」（報名至 8 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54791,r6890-1.php?Lang=zh-tw 

 

 108年旅遊安全極短片徵選（報名至 5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54813,r6890-1.php?Lang=zh-tw 

 

 【與卓越有約－宣董出題】活動徵件報名－4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55006.php 

 

 【諮商中心】5 月 4 日：愛情煉金術－「愛情與我」關係探索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52173,r6624-1.php?Lang=zh-tw 

 

 誠徵 CAREER校園徵才志工團，招募有志『清』年至 4月 30 日（星期二）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CAREER.NTHU/photos/a.471243062897213/2363116747043159/?type=3&theater 

 

 職涯諮詢 5月 16日（星期四）常國強老師場次，歡迎同學報名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87-1101-2571.php 

 

 新紀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訓計劃（報名至 5 月 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3-2035-156450.php?Lang=zh-tw 

 

 廈門大學第十五屆海峽兩岸大學生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報名至 5月 3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5-2035-156452,c14277-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ZhY2Vib29rLmNvbS9DQVJFRVIuTlRIVS9waG90b3MvYS40NzEyNDMwNjI4OTcyMTMvMjM2MzExNjc0NzA0MzE1OS8/dHlwZT0zJnRoZWF0ZXI=&b=DGREO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85316/DFGBX02389-08


 

 

《教務處》 
 【歡迎報名】環境教育與社區營造專論在職碩士學分班（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5 月 10

日）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3-1970-150428.php?Lang=zh-tw 

 

 【歡迎報名】手機+電腦職業電修大師後期趨勢講座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3-1970-154342.php?Lang=zh-tw 

 

 

 

《總務處》 
 校園公車時刻表（4 月 15 日至 6月 22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55603,r127-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4月 15日至 6 月 21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55604,r127-1.php?Lang=zh-tw  

 

 兆豐銀行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4月 30日止填答截止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55784,r47-1.php?Lang=zh-tw 

 

 4月 29日至 6 月 13 日旺宏館維修工程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56438,r127-1.php?Lang=zh-tw 

 

 

 

《人事室》 
 【申請資訊】本校 108學年度暨第 1 學期教師及研究人員進修、休假研究申請案，請

於 5月 31日（星期五）前彙送人事室辦理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54514,r875-1.php?Lang=zh-tw  

 

 【申請資訊】科技部 109 年度（第 58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本校

自即日起至 7月 15 日（星期一）止接受申請，請各單位依實際需要辦理推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54849,r875-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mRjZWUud2ViLm50aHUuZWR1LnR3L2ZpbGVzLzEzLTE5NzAtMTUwNDI4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G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85792/DFGBW03032-13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zaGllci53ZWI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QtMTAxOS0xNTU3ODQscjQ3LTE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BV/c%d1023815072016063/vsghy/26138932467246/DFGBB14135-03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54514,r875-1.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Funding Opportunity（MOST）108年度「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申請案第 3 梯次 7

月 15日至 8月 16日止（校內截止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852 

 

 當代中國系列影展：我們與中國的距離 

參考網址：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156400,r11-1.php?Lang=zh-tw 

 

 

 

《圖書館》 
 圖書館新版網站即日起開放試用，4 月 29 日正式上線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837  

 

 「中國歷代石刻史料匯編」資料庫終止使用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845 

 

 圖書館特藏組校史業務徵長期工讀生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844 

 

 WOS&JCR 有獎徵答活動（活動延長至 5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824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轉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委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之智慧

財產培訓學院（TIPA），開辦「智財從業人員實務班」及「智財策略人才班」，自即日

起受理報名，並於 3 月 9日至 6月 1 日陸續開課，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智財從業人員實務班」及「智財策略人才班」相關資訊網站: https://reurl.cc/EggXR 

「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專利類」網站: http://tipa-certify.com.tw/p2-statement.php 

「智慧財產人員能力認證-商標類」網站: http://tipa-certify.com.tw/trademark/index.php 

 

 

 



 

 

 【轉知】「2019 智慧財產權工作坊」培訓課程：5 月 4日（星期六）、5 月 11 日（星期

六）  

參考網址：http://www.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6121 

 

 【清華大學創業大道】您想創業卻不知從何開始嗎？創業大道就是為您專屬打造的

【統合性創業輔導平台】與【創業路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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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事務處》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松前國際友好財團「2020年度研究獎助金」申請公告（7月 31日截

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19 

 

 科技部 108年臺法科技獎候選人案自 4月 15日至 6 月 20 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50 

 

 科技部 109年臺灣與法國在臺協會（BFT）雙邊人員交流互訪型計畫及雙邊研討會（幽

蘭計畫 ORCHID）自 4 月 22日至 8月 19日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4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夏令營（報名至 5 月 17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93 

 

 合肥工業大學夏令營（報名至 5月 17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94 

 

 香港中文大學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報名至 4 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82 

 

 中央財經大學夏令營（報名至 5月 6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56 

 

 浙江大學夏令營（報名至 5月 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57 

 

 



 

 

 西北工業大學夏令營（報名至 5月 2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58 

 

 外籍學位生學伴計畫 第二屆學伴熱情招募中（報名至 5 月 1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64 

 

 IJEP Short-Term Exchange Program 提供研究生至日本熊本大學 6-12 個月獎學金（校

內收件至 5月 14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52 

 

 韓國成均館大學暑期實習申請，補助機票及住宿生活費（報名至 5月 14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72 

 

 赴韓國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申請至 5 月 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84 

 

 華北電力大學綠色能源學堂夏令營（報名至 5月 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380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4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1點 30分至 4 點 30分進行校園公共區無線網路設備及架構

調整工程，校本部校園公共區無線網路將暫停服務  

參考網址：https://net-1.nthu.edu.tw/2017/mailing:announcement:20190411_01 

 

 

 

《工學院》 
 【材料系公告】108 學年度材料實驗講師徵選公告（4月 30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6042 

 

 【工工系公告】5月份實驗室借用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56381,r2714-1.php?Lang=zh-tw 

 

 

https://net-1.nthu.edu.tw/2017/mailing:announcement:20190411_01
https://net-1.nthu.edu.tw/2017/mailing:announcement:20190411_01


 

 

《原子科學院》 
 經濟部工業局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大學校院研習生選送及研習

輔導－4 月 30日申請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55616,r1602-1.php?Lang=zh-tw 

 

 Summer School of Nuclear Engineering：4月 30 日（星期二）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nes.web.nthu.edu.tw/files/14-1227-155477,r5017-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活動】南島中心〈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研究分享會 徵件〉至 5月 15日（星期三）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5700,r2733-1.php?Lang=zh-tw 

 

 【活動】人社分圖「洄游到記憶深處─月涵文學獎 30年回顧展」：4 月 17日至 5 月 10

日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6107,r2733-1.php?Lang=zh-tw 

 

 【公告】人社院館暑期停電通知：7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8 點至下午 5點、8月 4

日（星期日）上午 8 點至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4072,r2733-1.php?Lang=zh-tw 

 

 【活動】亞際學程〈【文學與文化系列演講 112】陳映真，人間，與我〉：5 月 3日上午

10點至下午 1點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6228,r2733-1.php?Lang=zh-tw 

 

 【活動】歷史所〈【宋代研究講座】陸游愛國詩歌的創作里程〉：5月 8 日上午 10 點至

中午 12 點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6226,r2733-1.php?Lang=zh-tw 

 

 【活動】亞際學程〈文化與親屬有什麼用？ 開發案爭議中的［人類學］觀察〉：5 月 9

日下午 5 點 30 分至 6點 20分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6477,r2733-1.php?Lang=zh-tw 

 

 【課程】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5、6月課程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cwaip.web.nthu.edu.tw/files/14-1994-156216,r6295-1.php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預研生」開放申請（申請至 4月 30截止）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154475,r427-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資工系公告】108 學年度電機資訊學院整合課程說明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56352,r64-1.php?Lang=zh-tw 

 

 【電子所公告】清華跨領域數據治理課程（一）校園培訓計畫（二）暑期訪學計畫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56159,r3119-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2019孫運璿科技講座】全新一季盛大展開：邀請黑幼龍、王健壯、蘇蘅、毛治國等

講者，場場精彩可期，熱邀各界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unspeech.web.nthu.edu.tw/files/87-1297-2712.php?Lang=zh-tw 

 

 經濟部工業局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大學校院研習生選送及研習

輔導，108年度開始申請（報名至 4 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 

 

 【科法所公告】108 學年度法律學分學程 5月 13日至 5 月 17 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56312,r1836-1.php?Lang=zh-tw 

 

 【科管所公告】徵求國立清華大學與英國利物浦大學雙聯博士學位博士生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55804,r1794-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竹師教育學院》 
 【幼教系公告】請非應屆之幼教類科同學於 5月 5 日（星期日）前繳交相關資料，以

備辦理教師證 

參考網址：https://is.gd/slsH9T 

 

 【心諮系公告】第八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諮詢高峰論壇徵稿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4-1999-27385,r6860-1.php?Lang=zh-tw 

 

 【體育系公告】轉知：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本年度第 1次運動教練甄選簡章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56256,r7-1.php?Lang=zh-tw 

 

 【體育系公告】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本年度體適能教學研習會第二梯次－初級體適能

瑜珈教練培訓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56257,r7-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寫作中心工作坊】學術英文的學習與應用－討論篇（5 月 1 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web.nthu.edu.tw/files/13-2034-155371.php 

 

 【寫作中心工作坊】段落寫作：概述與回應（5月 1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web.nthu.edu.tw/files/13-2034-155363.php 

 

 【體育室公告】本年度全校游泳比賽於 5 月 15日（星期三）舉辦（報名至 5 月 3 日下

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2019swim/ 

 

 

 

《藝術中心》 
 畫筆尖的溫柔－在速寫之後：鄭開翔個展（4月 8 日至 5 月 1 日） 

參考網址：https://arts.nthu.edu.tw/#/exhibitions/277 

 

 



 

 

 Ocean Grace：蔡欣蓓個展（4月 3 日至 5月 8日） 

參考網址：https://arts.nthu.edu.tw/#/exhibitions/276 

 

 Try & Error：羅云謙 2019 個展（5 月 15日至 6 月 12日） 

參考網址：https://arts.nthu.edu.tw/#/exhibitions/311 

 

 詩的聲音：余光中、洛夫、周夢蝶文物特展（5月 13日至 6 月 12日） 

參考網址：https://arts.nthu.edu.tw/#/exhibitions/309 

 

 層層－藝術與設計學系 108級創作組畢業展（4月 24日至 6 月 21日）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56435,r6293-1.php?Lang=zh-tw 

 

 升溫計畫－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 108級設計組畢業展（5月 3 日至 6 月 21

日）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56436,r6293-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第二次申請 108 學年度 8月（108年 8月至 109年 1月實習）教育實習流程與注意事項

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56463,r48-1.php?Lang=zh-tw 

 

 5月 5日（星期日）上午 9點至下午 4點【十二年國教新課綱統整性探究課程設計工作

坊】，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56346,r48-1.php?Lang=zh-tw 

 

 本年度師培中心教育實習績優獎評選公告（延長收件截止日至 5月 3 日）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55369,r48-1.php?Lang=zh-tw 

 

 

 

 

 

 

 



 

 

《演講公告》 

【經濟系專題演講】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Physician Alloc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說明： 

1. 講 者：王胤琪／國立台北大學教授 

2. 時 間：4月 30日，下午 1點至 2點 30分 

3. 地 點：台積館 9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56403,r1727-1.php?Lang=zh-tw 

 

【科法所專題演講】法學發展與研究方法 

說明： 

1. 講 者：陳仲嶙／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 時 間：5月 2日，下午 2點至 20至 4點 30分 

3. 地 點：台積館 9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56242,r1828-1.php?Lang=zh-tw 

 

【科法所專題演講】人工智慧在民主/威權脈絡下的運作形貌與其對人權的衝擊及

其因應之道 

說明： 

1. 講 者：李怡俐／國立清華大學科法所助理教授 

2. 時 間：5月 27日，中午 12點 30分 

3. 地 點：台積館 120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55607,r1828-1.php?Lang=zh-tw 

 

【品格教育講座】打造你的品格競爭力 

說明： 

1. 講 者：邱建智／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老師 

2. 時 間：5月 2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20分 

3. 地 點：南大校區講堂丙 

4. 參考網址：http://slg.web.nthu.edu.tw/files/14-1957-152518,r6135-1.php?Lang=zh-tw 

5.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5qTjjYdbzc98JjiA3 



 

 

 

【資工系專題演講】Startups Reset University Role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the Future 

說明： 

5. 講 者：Prof. Chong-Min Kyung／Center for Integrated Smart Sensors 

6. 時 間：5月 6日，上午 11點至 12點 

7. 地 點：台達館 R525 

8.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56119,r67-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人際界限與溝通 

說明： 

1. 講 者：黃柏嘉／諮商中心諮商師 

2. 時 間：4月 26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資電館 B01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53834,r2629-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Vision-based robotic control systems 

說明： 

9. 講 者：張文中／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10. 時 間：5月 10日，下午 2點 20分 

11. 地 點：資電館 B01演講廳 

12.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53836,r2629-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服務業發展趨勢與科技應用 

說明： 

1. 講 者：王建彬／商研院 副院長 

2. 時 間：5月 1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107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56449,r2715-1.php?Lang=zh-tw 

 

 

 

 



 

 

【圖書館南大分館演講活動】識體方得體 詞成覺有情-如何創造一首詞 

說明： 

1. 講 者：黃雅莉／清大華文所教授 

2. 時 間：4月 30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圖書館南大分館 5F多元學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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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報名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group&class=13 

 

【NTHUCS ALUMNI返系演講】從學生創業到商城首頁 - 榮獲九國年度最佳 App的

Forest是怎麼煉成的?講者:畢劭康系友 

 

說明： 

1. 講 者：畢劭康／時刻科技共同創辦人 

2. 時 間：5月 8日，下午 6點 30到 8點 20分 

3. 地 點：台達館 525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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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940,r67-1.php?Lang=zh-tw 

5. 報名網址：https://goo.gl/9jPtEJ 

 

 

 

 

 

 

 

 

 

 



 

 

【電機系系友會《TEEN系列講座》】智慧聯網與晶片安全 

 

說明： 

1. 講 者：楊青松／力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2. 時 間：5月 1日，下午 7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R215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ES5nYQ1

6UiiSjZyaIXHQxXJ2de1scM1Omy-AYR0vFg8aVzQ/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