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便士歌劇」清華登場  跨院學生共演擦火花 

  本校學生即將在本周五(11 月 1 日)晚上在大禮堂演出

類音樂劇「三便士歌劇」，這是清華與竹教大合校後推

出的首場大型演出。除由主修聲樂的音樂系學生擔綱，

還透過全校海選，找到多位會演又會唱的人社院、化學

系等學生參演，將帶領觀眾穿越時空，來到 19 世紀的

倫敦，欣賞一齣諷刺資本主義的荒誕喜劇。即日起開放

民眾免費索票。 

  三便士歌劇改編自音樂劇的始祖、兩百多年前紅遍一

時的英國「乞丐歌劇」，1928 年在德國首演即造成轟

動，並號稱只要三毛錢就可以進劇院看戲，故名「三便

士」。全劇看似熱鬧歡樂，其實暗諷資本主義及上流社

會的社交文化。 

  劇情講述乞丐頭子品錢開了一家專營乞丐事業的公

司，掌控了整個倫敦的乞丐市場，但他的女兒卻愛上了

惡名昭彰的強盗頭子麥基，並不顧父母反對，與麥基私

訂終身。品錢因此施壓警察局長逮捕麥基，否則就要發

動乞丐們癱瘓女王的加冕典禮。警察局長雖是麥基好

友，但擋不住壓力，只好出動人馬追捕麥基。清華大學

將它翻成中文演出，還加入了許多現代元素及嘲諷時事

的黑色幽默。 

  策畫這場大型演出的本校音樂系張芳宇主任表示，為

了號召更多對音樂劇有興趣的跨領域學生參演，早在今

年 5 月就在校內舉辦海選；這次台前幕後參與的 34 位

學生來自 12 個系所，包括數學系、外語系、動機系

等，他們的表現令專業評審眼晴一亮，相信也能贏得觀

眾的肯定。 

  清華人社院學士班大三生陳星宇就是張芳宇主任口中

令海選評審激賞的新星之一。「她一開口，我們就認為

警察局長養女露西的角色非她莫屬。真的非常有天

份。」張芳宇主任說。 

  陳星宇熱愛戲劇表演，曾參與過戲劇社的演出，也曾

是清華國標舞社的社長。她說，這次演出最大的挑戰在

開口唱歌，感謝系上請來專業的音樂老師指導，同台出

演的音樂系同學也不藏私地教她發聲的位置與方法。經

過這幾個月的排練洗禮，她克服了恐懼，更放得開，也

更確定未來將朝戲劇之路發展。 

  清華化學系大二生鄭仕瑋在劇中飾演強盗頭子手下嘍

囉肌羅，逗趣喜感的演出讓他成為劇組的開心果。有許

多對手戲、飾演強盗頭子麥基的音樂系大四生王健宇就

盛讚鄭仕瑋的演出十分出色，為角色注入了有趣、天真

的特色。 

  鄭仕瑋說，雖然未來難以演戲為業，但參與這樣的大

型演出，對他的口語表達有很大幫助，「至少上台報告

時不像以前那樣發抖了，能夠清晰表達想法，也多了一

點自信。」 

  來自音樂系的幾位主角都謙虛地表示他們雖主修聲

樂，但在劇中不只要唱還要演，跟不同領域同學切磋演

技，讓他們學到很多。飾演警察局長的音樂系大二生陳

亭屹舉例，此次擔任報幕的哲學系同學沈易欣就因有很

棒的語文素養及邏輯，表現特別稱職。 

  主修聲樂的音樂系學生陳炫妊表示，以往她都以美聲

的唱法表演，但參演類音樂劇讓她有機會學習現代流行

的歌唱方式。且她這次飾演的是情緒化又瘋癲的乞丐頭

子夫人，角色性格跟她本人個性可說是天差地遠，她得

花更多時間揣摩，但也因此發掘了自己的表演潛力。 

  這次演出得到本校校友的大力支持，校友總會蔡進步

理事長與蔡能賢副理事長共贊助 150萬，希望鼓勵更多

學生參與跨領域合作與藝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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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空的魔法-三便士歌劇」將於 11月 1日(周五)

晚上 7:00 在本校大禮堂演出，即日起開放民眾免費索

票。索票地點在清華校本部第二綜合大樓 1樓的藝術中

心(電話:03-5162222)及南大校區音樂系辦公室(電話:03-

5715131 轉分機 73104)。

 

  
本校結合音樂系及跨領域學生，共同演出大型類音樂

劇。 

本校學生投入「穿越時空的魔法-三便士」演出，巧妙詮

釋劇中角色。 

  
本校音樂系學生王健宇飾演強盗頭子「麥基」，在劇中

有許多獨唱段落，展現聲樂專業。 

本校音樂系學生瑪雅．瑪杜萊安出演女主角「波麗」，

優美歌聲為戲增添色彩。 

  
男女主角王健宇(右)與瑪雅．瑪杜萊安除合唱外，也展

現舞蹈功力。 

本校音樂系學生陳亭屹(左)與王健宇合唱「士兵之歌」。 



 

 

  

本校人社院學士班學生陳星宇（右）飾演露西，與瑪

雅．瑪杜萊安飾演的波麗在劇中為愛爭風吃醋。 

本校化學系學生鄭仕瑋(右一)為角色注入喜感。 

 

 
本校音樂系學生陳庭佳(右)飾演妓女，在劇中與男主角

有多場精采對手戲。 

本校音樂系學生陳庭佳(右)飾演妓女，在劇中與男主角

有多場精采對手戲。 
 

 

 

 

 

 



 

 

從清華前進柏克萊工學院 搭上學碩博特快列車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工學院主管 10 月 21 日應本校之

邀，對學生召開留學說明會。清華從明年起將可望選送

逾 20 名動機系、工科系、材料系學生，赴柏克萊相應學

系留學一年，成績優異者還可進一步申請柏克萊的碩士

或直攻博士。本校是台灣唯一與柏克萊工學院簽訂合作

培育計畫的大學。賀陳弘校長表示，參與這項計畫的清

華學生將搭上柏克萊加大工學院的特快列車，創造未來

人生更遠大的機會。 

  蔡宏營副教務長表示，這項與柏克萊工學院的合作計

畫稱為 3+1+X，清華學生在系上學習 3 年，可選擇在大三

或大四時，赴柏克萊就學一年，在美國所修的學分均可

獲本校承認。在取得清華學士學位後，能擁有最佳的優

勢申請攻讀柏克萊的碩士或逕讀博士。 

  柏克萊加大工學院助理院長孫安濤 (Anthony St. 

George)、國際項目主任郭子綺與助理主任顧蓓翠 (Betsy 

Gudino)昨天在本校舉辦說明會，並拜會周懷樸副校長。

共有近百位清華學生參加說明會，他們都對這項留學計

畫很感興趣並提問。 

  開啟兩校合作契機的是賀陳弘校長，他是 1988 年柏克

萊加大機械系博士，數月前與柏克萊資深副校長見面時

敲定這項共同培育學生的計畫。他還記得早年在柏克萊

求學時，機械系的隔壁就是核工系，而清華具有全台最

早且唯一的核工系(現更名為工科系)，因此也將工科系納

入第一波合作。 

  賀陳弘校長表示，清華、柏克萊兩校分別位於雙方世

界知名的創新創業矽谷園區，兩校易子而教，將會激發

學生創意潛能。這項合作計畫由動機、工科、材料三系先

行，未來可望加入其他領域，展開全方位的合作；經由前

進柏克萊加大，提供清華學生更大的舞台及更強的國際

競爭力。 

  蔡宏營副教務長表示，在 QS 的機械領域世界大學排名

中，柏克萊加州大學近年排名都在全球頂尖，並穩居全

美公立大學第一名，清華動機則名列全球前五十強，並

在國內大學中排名第一。清華動機系的傑出研究表現，

是兩校合作的重要基石。此外，清華動機系有兩位傑出

的校友陳志源與林立偉在柏克萊加大執教，他們的研究

教學表現獲高度肯定，也使合作計畫推動更加順利。 

  蔡宏營副教務長指出，參加清華-柏克萊合作計畫的學

生享有部分奬助優惠，赴美期間繳交柏克萊的學費約 4

萬多美元。為鼓勵學生出國學習，清華動機系提供以第

一志願入學的學生獎學金，每位學生獲補助金額約 20 萬

台幣，盼能減輕學生負擔。 

  即將接任清華動機系系主任的丁川康教授非常鼓勵學

生申請赴柏克萊學習一年。他表示，進入頂尖名校意味

的不只是一流的師資與研究環境，更重要的是還能與來

自世界各地的菁英學生共同學習與交流，一定會激發出

更多的想法與創意。 

  柏克萊工學院主管隨後還參觀了本校動機系學生組成

的機器人團隊及賽車工廠。30 年前曾在台學過一年中文

的孫安濤說，清華學生英文都很好，也非常熱情、積極、

具好奇心，他尤其對學生們從無到有打造電動賽車感到

印象深刻。 

  郭子綺說明，柏克萊工學院未來將安排一對一的指導，

協助清華學生到柏克萊就讀時選課及適應校園生活。 

  清華動機系大三生王捷就是打算申請清華-柏克萊合

作計畫的學生之一。她表示，原來就有去美國讀研究所

的計畫，這項計畫應該是連接她下一階段求學的最佳橋

樑。她希望藉此更認識柏克萊加大的教授及研究主題，

釐清未來研究方向。王捷認為這項計畫十分適合清華學

生，無論下一階段是否計畫出國求學，都是難得的機會。 

  清華動機系大三生葉承祐也表示清華-柏克萊合作計

畫十分有吸引力。他原本就計畫大學畢業後出國攻讀研

究所，柏克萊加大也是申請目標之一，「參加這項計畫能

提升未來攻讀機會，等於離夢想更近一步！」葉承祐說，

柏克萊加大是世界頂級學府，不僅教授學術與教學表現

突出，還時常邀請業界名人開設講座，豐沛的教育資源

是最吸引他的亮點。 



 

 

  

清華動機大三學生王捷、葉承祐（左三、五）想申請清華

-柏克萊計畫。 

柏克萊加大工學院主管到本校舉辦留學說明會，吸引約 

百名同學參與。 

  

清華學生參加柏克萊加大留學說明會，全神貫注且用手

機拍下申請規定。 

柏克萊加大工學院助理院長孫安濤（右）回答清華學生 

留學相關問題。 

  

清華 DIT 機器人團隊向柏克萊工學院主管（右起）介紹 

在國際賽得獎的機器人。 

柏克萊工學院主管（左四、六、七）參觀清華 DIT 機器 

人團隊。 



 

 

  

清華動機系學生向柏克萊加大工學院助理院長孫安濤

（右一）介紹賽車設計理念。 

清華動機系學生邀請柏克萊加大工學院助理院長孫安 

濤（左三）試乘賽車。 

 

 

清華周懷樸副校長（左）與柏克萊加大工學院助理院長 

孫安濤共同展開兩校合作計畫。 

本校與柏克萊工學院主管討論合作培育學生及交流。 

 

 

柏克萊工學院國際項目主任郭子綺（右）向清華學生介 

紹清華-柏克萊計畫內容。 

 

 



 

 

賀 化學系廖文峯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62屆學術獎 

賀 材料系葉均蔚特聘教授榮獲中技社六十周年科學暨技術貢獻獎 

 

 

《秘書處》 
 【性平會】性平大尋寶家有獎徵答社會組個人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nkyP60qjQ2xOlP3N8dHUKbCEzs2H0Z02GUtwTiPThOIVKUA/viewform 

 

 

 

《學務處》 
 11月 4日（星期一）至 1月 12日（星期二）水木展演廳冷氣更新 

參考網址：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65430,r6887.php?Lang=zh-tw 

 

 南大第一、第二活動中心用電安全提醒 

參考網址：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65681,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2020 春節期間閉館公告 

參考網址：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65678,r6887.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宿舍活動：10 月 30 日居家水電 DIY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64816,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 月 1日至 11月 15日開放填寫 2019 年學生宿舍管理問卷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64874,r1538.php?Lang=zh-tw 

 

 【衛保組公告】清華大學附設診所自費 4 價流感疫苗於 11月 1日起開打，數量有限，

請提前預約疫苗施打  

參考網址：http://health.site.nthu.edu.tw/p/406-1001-165732,r7694.php?Lang=zh-tw 

 

 【衛保組公告】公費疫苗從 11月 15 日開始施打，若有符合公費施打資格，請就醫施

打，讓自己有多一層的保護 

參考網址：http://health.site.nthu.edu.tw/p/406-1001-165759,r7694.php?Lang=zh-tw 

 

 



 

 

 

《教務處》 
 歡迎報名 11月 8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gapp.nthu.edu.tw/2020tprworkshop/%E9%A6%96%E9%A0%81 

 

 第 63屆教育部學術獎申請時程 

參考網址：http://dgaa.web.nthu.edu.tw/files/14-1074-146479,r207-1.php?Lang=zh-tw 

 

 

 

《總務處》 
 校園公車 10月 7日（星期一）至 109年 1月 11日（星期六）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64580,r127-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區間車 10 月 7 日（星期一）至 109年 1 月 11日（星期六）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64600,r127-1.php?Lang=zh-tw  

 

 107學年度總務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general.site.nthu.edu.tw/p/406-1004-159267,r24.php?Lang=zh-tw 

 

 107學年度第 2 次交通委員會會議紀錄  

參考網址：http://general.site.nthu.edu.tw/p/406-1004-159426,r24.php?Lang=zh-tw 

 

 

 

《人事室》 
 109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自 10月 22日至 31日受理網路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site.nthu.edu.tw/p/406-1066-165493,r875.php?Lang=zh-tw 

 

 【轉知】有關辦理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返臺後之通報機制  

參考網址：http://person.site.nthu.edu.tw/p/406-1066-165537,r875.php?Lang=zh-tw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及研究人員進修、休假研究申請案，請於 11月 29日

（星期五）前彙送人事室辦理 

參考網址：http://person.site.nthu.edu.tw/p/406-1066-164378,r875.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研究倫理辦公室訊息】2019 學術倫理教育訓練（3）：科研商化過程及學倫初探（活

動日期：11月 10日） 

參考網址：http://rec.site.nthu.edu.tw/p/406-1233-164582,r3334.php?Lang=zh-tw 

 

 【研究倫理辦公室訊息】轉知：11 月 8日（星期五）中原大學舉辦「撰寫學術論文與科技

部計畫應注意的學術倫理」講座 

參考網址：http://rec.site.nthu.edu.tw/p/406-1233-165503,r3334.php?Lang=zh-tw  

 

 

 

《圖書館》 
 「繪製旅行藍圖，玩遊書展」即日起至 10月 31日邀您一同細酌品讀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2944  

 

 「在世界的『鏡』頭遇見你，國際合作人文印象展」即日起至 10月 31 日於總圖一樓

知識集展出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2958  

 

 「太陽最紅 石主席最親：石梓廷創作個展」即日起至 10月 31日於總圖 5、6F藝想空間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2972 

 

 圖書館公告三個月未領回之失物開放領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3015 

 

 10月 28 日（星期一）至 11 月 10日（星期日）為本校考試期間，總圖書館閱覽服務調

整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3017 

 

 10月 28 日（星期一）至 11 月 10日（星期日）止為本校考試期間，南大分館閱覽調整

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ada.xml?3018 

 

http://rec.site.nthu.edu.tw/p/406-1233-164582,r3334.php?Lang=zh-tw


 

 

 南大分館 10月 21日（星期一）至 11月 18日（星期一）進行 3樓屋頂（4樓天台）防

水工程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ada.xml?3009 

 

 【鍛鍊體能，擁抱健康-運動生理暨體適能知識展】10 月 17 日（星期四）至 11 月 8日

（星期五）@南大分館 1F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ada.xml?3019 

 

 人社分館 10月 24日（星期四）至 11月 30日（星期六）進行入口展區裝修工程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hslib.xml?3021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育成講座】10 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2點「員工獎酬簡介及實務」講座於創新育成

大樓 R119舉辦，敬邀教師及學生參加 

參考網址：http://ocic-tgloria.vm.nthu.edu.tw/news_detail.php?sn=75 

 

 【育成講座】敬邀參加︰洞悉新經濟趨勢下的商業模式與市場訂價策略，時間： 11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2 點。地點：創新育成大樓 R119 

參考網址：https://forms.gle/Nxpksp1pgjiJEcSe7 

 

 【轉知】工業技術研究院 11 月 1日（星期五）「創造中小企業專利權商業價值講座」，歡

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5b091cf-c658-4614-b3fc-

f18cfbc1ad54&c=menu041 

 

 【轉知】國際無菌製劑協會－可注射式藥物傳輸研討會（2019 PDA Drug Delivery of 

Injectables Conference） 

參考網址：https://tgloria.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key=PJ1EXYLAK4 

 

 

 

《全球事務處》 
 2020年台日青年科技人才交流：選送人員赴日本研究計畫案，11月 13 日校內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458 



 

 

 

 2020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訪日研究活動，補助機票、生活費、研究津貼、研究旅費

（收件截止日為 10 月 31 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481 

 

 科技部「臺灣－愛沙尼亞（MOST-ETAg）雙邊合作人員交流互訪計畫」自 10 月 1 日至

12月 4日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542 

 

 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訪問學人計畫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558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資安漏洞預警】惡意 IP 對企業 Office 365 帳號進行暴力破解攻擊，請各單位注

意防範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91024_01 

 

 【資安漏洞預警】Adobe Acrobat 與 Reader應用程式存在多個安全漏洞，允許攻擊者

遠端執行任意程式碼，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91018_01  

 

 

 

《理學院》 
 【物理系公告】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物理系博士生獎學金」即日起至 10月 31日止 

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3-1275-160358.php?Lang=zh-tw 

 

 【物理系公告】年國家中山科學院獎助金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10月 31 日止 

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61158,r3568.php?Lang=zh-tw 

 

 【化學系公告】「2020國立清華大學兩岸暑期專題交流申請」（申請至 11月 25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3410,r2507-1.php?Lang=zh-tw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481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542
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3-1275-160358.php?Lang=zh-tw
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3-1275-160358.php?Lang=zh-tw
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3-1275-160358.php?Lang=zh-tw
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3-1275-160358.php?Lang=zh-tw


 

 

 

 【化學系公告】109 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出國交換（申請至 11月 29 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96238,r2507-1.php?Lang=zh-tw 

 

 

 

《工學院》 
 【化工系公告】2020 兩岸暑期專題交流開放申請（11月 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240 

 

 【化工系公告】109 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出國交換計畫（11 月 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241 

 

 

 

《生命科學院》 
 生科院粉專命名徵選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765 

 

 

 

《原子科學院》 
 109學年度台灣聯大交換學生計畫申請及計畫說明會（工科系收件截止日為 11月 20

日）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64741,r1592-1.php?Lang=zh-tw 

 

 2020兩岸暑期專題交流申請（工科系收件截止日為 11月 20日）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64738,r1592-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南島中心電子報第三期之師生投稿園地徵稿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gv2zmR 



 

 

 【活動】社會所「紀念吳泉源老師經濟、科技與社會跨領域獎學金」申請訊息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64624,r2733-1.php?Lang=zh-tw 

 

 【活動】亞太中心〈採輯時代：出版前沿工作坊〉：10月 24日至 12月 12日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165186,r2733.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2019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徵件至 11月 1 日（星期五）中午 12點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59806,r2905-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Garmin 2019 獎學金開放申請（11 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64381,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2019 台灣艾司摩爾「ASML 菁英獎學金」（10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63813,r578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計財系公告】2020 兩岸暑期專題交流開放申請（11月 2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64725,r5902-1.php?Lang=zh-tw 

 

 【計財系公告】109 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出國交換計畫（11 月 1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64723,r5902-1.php?Lang=zh-tw 

 

 

 

《竹師教育學院》 
 本院全職博士生研究座位申請 

參考網址：http://ec.site.nthu.edu.tw/p/406-1134-164623,r4.php?Lang=zh-tw 

 

 2020 兩岸暑期專題交流申請（幼教系 11月 22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s://bit.ly/2Nnjs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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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學院》 
 【體育室公告】108 年全校運動會：教職員工大隊接力指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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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學院》 
 【展覽】念念福爾摩沙：臺灣當代首飾物件創作展將於 11月 11日至 11 月 22 日在國立

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竹師藝術空間二館展出，歡迎蒞臨參觀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64347,r6293-1.php?Lang=zh-tw  

 

 【展覽】擦抹情境－本系專任教師謝鴻均個展 10 月 19日至 11月 30 日，歡迎蒞臨參觀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64711,r6293-1.php?Lang=zh-tw  

 

 【徵件】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學生及校友優秀作品典藏徵件，即日起至 11月

8日（星期五）截止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64858,r6293-1.php?Lang=zh-tw  

 

 

 

《藝術中心》 
 春之清華【動力與影像裝置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art.nthu.edu.tw/?p=1869  

 

 跨系的藝術結晶：2019音樂系三便士歌劇 

參考網址：http://art.nthu.edu.tw/?p=1884  

 

《師資培育中心》 
 南大學籍學生收費通知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64823,r7255-1.php?Lang=zh-tw 

 

 109年度申請教育實習說明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64824,r7255-1.php?Lang=zh-tw 

 

http://peo.nthu.edu.tw/2019sports


 

 

 

《演講公告》 

【性/別教育發展中心演講活動】愛情系列講座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kRF4ktRdIB-xa_mB0DObjDJdK0Cg4DxN_KUHdm0PIj8VYQ/viewform 

 

主題三：從電影談愛情：真愛有行動－超越感情的困境 

第一場： 

1. 講 者：吳庶深 /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系 

2. 時 間：10月 30日（星期三），晚上 7點至下午 9點 

3. 地 點：本校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 B1第六會議室 

 

主題四：網美照過來 

第一場： 

1. 講 者：黃葳威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2. 時 間：11月 13日（星期三），下午 1點 30分至下午 3點 10分 

3. 地 點：本校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 N101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專題演講】野蠻的復權：台灣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與現

代法秩序的自我救贖 

 

說明： 

1. 講 者：吳豪人／輔仁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2. 時 間：10月 31日（星期四），上午 10點 10分至中午 12點 10

分 

3. 地 點：本校人社院 C2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

165630,r6295.php?Lang=zh-tw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專題演講】Jars and Knowledge: Anthropology, 

Obligation and Development 

 

說明： 

1. 講 者：Dr. Poline Bala／University of Malaysia Sarawak 

2. 時 間：11月 13日（星期三），晚上 6點至 8點 

3. 地 點：人社院 C403 

4.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

165634,r6295.php?Lang=zh-tw 

5.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XyKGfQHkCstyrjVJA 

 

【圖書館演講活動】「旅程的盡頭，世界的開始~旅行 x文學展」 

 

說明： 

1. 講 者：楊宗翰／沙發客來上課計畫 

2. 時 間：11月 16日（星期三），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旺宏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hslib

.xml?2996 

 

 



 

 

【經濟系專題演講】Could Fiscal Policies Overcome a Deep Recession at the 

Zero Lower Bound?: A Regime Switching Analysis 

說明： 

1. 講 者：劉世夫／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2. 時 間：10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1點 30分至下午 3點 

3. 地 點：本校台積館 9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64975,r1860-

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印度的西藏地圖 

說明： 

1. 講 者：潘美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 

2. 時 間：11月 7日（星期四），下午 3點 30分至下午 5點 30分 

3. 地 點：本校人社院 A202 

4.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

165232,r2733.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旅行是為了遇見未來 

說明： 

1. 講 者：上田莉棋／自由旅遊作家、旅遊設計師 

2. 時 間：12月 5日（星期四），下午 3點 30分至下午 5點 30分 

3. 地 點：本校圖書館總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

165233,r2733.php?Lang=zh-tw 

 

【華文所專題演講】馬華文學的背後：她的文化資源 

說明： 

1. 講 者：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副校長、中文系教授暨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 

2. 時 間：10月 29日（星期二），下午 3點 30分至下午 5點 30分 

3. 地 點：南大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

165415,r273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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