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原民科學動畫 入圍兩大國際影展 

台灣的原住民科學動畫揚名國際！由本校傅麗玉教授

團隊製作、科技部補助的原住民科學動畫「吉娃斯愛科

學」，在上千部電影中脫穎而出，雙入圍「芝加哥國際兒

童影展」及韓國「富川國際動畫影展」(BIAF)，再加上

上周入圍今年的金鐘獎「動畫節目獎」，可說喜訊連連。 

「芝加哥國際兒童影展」是全球最具影響力、北美規

模最大的兒童電影年度盛事，也是唯一獲奧斯卡認可的

國際兒童影展，每年都有來自數十國的上千部兒童電影

報名競爭。「吉娃斯愛科學」從一千多部作品中脫穎而出，

入圍第 33屆芝加哥國際兒童影展，消息傳回清大，師生

同感興奮。 

「富川國際動畫影展」則是亞洲第一個以動畫為主題

的影展，今年邁入第 18 屆，共有 70個國家的 1221 部影

片報名，135部競賽片入圍。「吉娃斯愛科學」入圍其中

的「電視商業動畫」類。 

「吉娃斯愛科學」動畫影片製作人傅麗玉表示，台灣

的動畫技術一流，此次能以科學教育的原創動畫獲得國

際矚目，再度創新紀錄。她特別感謝科技部一路以來對

科普傳播的支持，「若非 11年前國科會力推科普傳播事

業催生方案，今天不可能有此成果。」 

吉娃斯是泰雅族女性常見的名字，傅麗玉以此為動畫

片中的主角—8 歲的原住民小女孩命名，「也期許台灣、

甚至全世界的小女孩，都能打破性別刻板印象，享受科

學之美。」近年才發現自己也有西拉雅族血統的傅麗玉

說。 

在這部全長 130 分鐘的動畫中，泰雅族小女孩吉娃斯

與同伴從生活點滴帶出原住民的傳統智慧與科學知識。

如從原住民紮火把的方式，來介紹燃點、助燃、反應接

觸面，其他如地殼變動、奈米、結構力學、蓮葉效應、

色素和酸鹼、光的折射等科學原理，都能從活潑有趣的

卡通中習得。 

傅麗玉的專業領域原本是科學史與科學哲學，1997 年

的 2月，苗栗縣泰安國中校長楊偉國邀請她對國中生演

講「原住民科學教育」。她花了半年時間準備這場演講，

也一頭栽進了原住民族的世界，成為今日台灣原住民族

科普文化的重要推手。 

2005年，國科會希望台灣能做出如 Discovery 頻道的

科學節目，並以深具台灣特色的原住民族科學作為題材。

向來不擅畫畫的傅麗玉開始看宮崎駿的書、研究迪士尼

動畫，走進了動畫的領域。 

傅麗玉從零開始摸索，以「飛鼠部落」一作初試啼聲，

第二部「再探飛鼠部落」就獲得金鐘獎的肯定。 

接連入圍國際影展，傅麗玉特別感謝一路相挺的團隊

伙伴，包括動畫界知名的導演王世偉，及新竹尖石、五

峰部落耆老組成的堅強文化顧問群，及清華大學教授牟

中瑜、黃國柱、葉世榮在科學方面的指導，「謝謝這些大

師來幫忙我這小孩子的玩意兒。」 

「吉娃斯愛科學」獲得國際肯定，傅麗玉認為關鍵在

「故事」，「台灣有最優秀的動畫技術，但好的故事才是

王道。」就連非洲、德國、丹麥的學者都來探詢能否請

她拍攝動畫片。 

傅麗玉從小愛聽、愛說故事，讀大二時，她甚至每周

三晚上從公館坐車到榮總講故事給病童聽，「即使第二天

要期末考也沒停過，直到畢業。」說了幾年的故事，蓄

積成為她後來製作兒童動畫的重要能量來源。因此，傅

麗玉很鼓勵大學生做些「沒錢工」，收穫可能難以想像。 

被問到下一步的目標，傅麗玉笑說，將朝「去奧斯卡

走紅毯」繼續努力。 

 

《吉娃斯愛科學-預告片》 

http://my.nthu.edu.tw/~nthunews/video-3m.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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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娃斯愛科學-劇照。 傅麗玉教授。 

 

 

 

兩岸清華永遠校長 梅貽琦一生登舞台 

社群媒體前陣子瘋傳一篇民國四君子蔡元培、胡適、

傅斯年、梅貽琦清貧中見風骨的文章，令「清華永遠的

校長」梅貽琦的故事再度引起關注。本校為讓師生、校

友及社會大眾更了解梅校長的生平故事及思想風範，特

邀大陸四川傳媒學院師生來台，於 9月 22、23日於清華

大禮堂演出《一代斯文》話劇，即日起開放清華師生及

一般民眾免費索票。 

梅校長的一生，與兩岸清華大學的發展緊緊相扣。他

是清華第一屆選派赴美的留學生，回國後執教清華，1931

年出任清華校長，國共內戰、兩岸分治後，他帶著庚子

賠款的退款孳息成立的清華基金，於 1956年在新竹建立

清華大學，一直到 73歲時在校長任內去世。 

話劇《一代斯文》由知名編劇、戲劇導演李佳木執導，

主要講述 1937年七七事變後，梅校長組織清華師生撤退

到雲南昆明，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共同籌設西南聯大，

在對日抗戰的艱難歲月依舊堅持人格教育、學術自由與

教授治校的故事。《未央歌》等小說也以這一段歷史為背

景，但《一代斯文》一劇情節環繞梅校長展開，刻畫他

的大公無私、儉樸廉潔、對學生的關懷愛護及知識份子

的風骨。 

話劇後半也演到梅校長帶領數位職員，胼手胝足、一

磚一瓦地在新竹建立清華大學，創立清華原子科學研究

所、興建原子爐的過程。最感人的是，梅校長因積勞成

疾病逝後，眾人將梅校長從不離身的公事包打開，裡頭

竟是清華基金的帳目，每一筆無不清楚詳列。 

《一代斯文》劇中還有許多民國大師的身影。梅校長

尊重知識、重用人才，在西南聯大辦學 8年間，禮聘許

多學術大師任教，包含陳寅恪、趙元任、吳有訓、梁思

成、金岳霖、陳省身、朱自清、馮友蘭、沈從文、聞一

多、錢穆、錢鍾書、周培源、費孝通、華羅庚、朱光潛



 

 

等，並培養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等專家學者，創造

了戰亂時期的教育奇蹟。 

話劇《一代斯文》由四川傳媒學院編導與戲文系師生

創作、編劇、導演，自前年在該校首演以來，已在對岸

的成都、上海、深圳、北京等多個城市演出數十場，大

受好評。看過此劇的新竹清華校友十分感動，積極促成

《一代斯文》來台演出。 

梅校長是近代偉大的教育家。清華學生即使對梅校長

生平認識不多，也一定聽過梅校長極愛護學生。學生之

間迄今仍盛傳，如果某一科快被當，到校園中梅校長埋

骨之處「梅園」求他保佑，常有「神效」。 

為鼓勵清華學生索票欣賞《一代斯文》話劇，清華的

影音新聞團隊以趣味的快問快答方式製作了一支宣傳短

片。其中學生被問到如果看到梅校長會說些什麼？有學

生答希望校長保佑不要被二一，也有學生說會好害怕，

更傳說梅校長會巡視宿舍。快問快答也解開了不少學生

的疑惑，如誤以為庚子賠款的退款撥交北京清大使用，

或北京、新竹清大各半，其實僅撥付新竹清大。 

《一代斯文》一劇即日起開放清華師生及一般民眾免

費索票，索票地點在清大藝術中心、水木書苑。 

˙梅貽琦一代斯文快問快答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bKOQUjXQTs

 
一代斯文-劇照。 

 
一代斯文-劇照。 

 

 

 

《教務處》 
 朝陽科技大學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專業成長系列活動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16 

 

 成功大學線上磨課師(MOOCs)課程「日常疼痛控制」，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14 

 

 美和科技大學舉辦「不只是簡報──磨課的探尋與挑戰」專題演說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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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重要!請同學尊重智慧財產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74,r3455-1.php?Lang=zh-tw 

 

 茲卡(Zika virus)病毒疫情 Zika virus Disease information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8080,r1204-1.php?Lang=zh-tw 

 

 105年學期門禁密碼預計於 9 月 29 日起停用，請確認學生證是否可進出宿舍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7555,r1538-1.php?Lang=zh-tw 

 

 105弱勢助學申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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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5日盛大開幕【給力百倍的自信保證班】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07097.php 

 

 105上諮商中心主題輔導【好命練功坊】活動開跑，臉書按讚分享抽好禮，美食禮券等

你拿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07194,r491-1.php?Lang=zh-tw 

 

 交通部觀光局「校園贊助計畫 2.0」拿萬元活動金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501,r2469-1.php?Lang=zh-tw 

 

 GSDI第 15屆年會及國際研討會服務學習志工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06,r2469-1.php?Lang=zh-tw 

 

 雲水菩薩志工陶成園暨開心成長園隊輔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10,r2469-1.php?Lang=zh-tw 

 

 105年全國射箭區域性對抗錦標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11,r2469-1.php?Lang=zh-tw 

 

 105運動 i臺灣-i運動不 NG 運動知識影片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12,r2469-1.php?Lang=zh-tw 

 

 中區傑青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7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74,r3455-1.php?Lang=zh-tw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8080,r1204-1.php?Lang=zh-tw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7555,r1538-1.php?Lang=zh-tw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07097.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91bnNlbC53ZWI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QtMTA5MS0xMDcxOTQscjQ5MS0xLnBocD9MYW5nPXpoLXR3&b=DGHEFW/c%d1023785567016063/vfghy/26109427494010/DFGBX02389-08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91bnNlbC53ZWI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QtMTA5MS0xMDcxOTQscjQ5MS0xLnBocD9MYW5nPXpoLXR3&b=DGHEFW/c%d1023785567016063/vfghy/26109427494010/DFGBX02389-08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07194,r491-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50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0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1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1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1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75,r2469-1.php?Lang=zh-tw


 

 

 

 全國菁英盃國武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83,r2469-1.php?Lang=zh-tw 

 

 105年全校運動會活動標語比賽即日起至 9月 28日下午 17點止，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GVvLm50aHUuZWR1LnR3&b=DGHEFW

/c%d1023785569016064/vfghy/26109429492942/DFGBX02389-08 

 

 

 

《總務處》 
 玉山銀行教師專案獻禮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07630,r47-1.php?Lang=zh-tw 

 

 

 

《研發處》 
 萌芽講座【創業家談商業模式】9月 29日下午 2點，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doA5xoPgeWMg6tUSsQxT3Fdgk7164pWlvaZUJ4qiqifJPw/viewfor

m 

 

 敬邀參加 9月 30日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中心「學界成果商轉合作模式實務探究」

研討會，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8bce67b-edde-481b-aaff-496f0df579a8&c=menu041 

 

 敬邀參加清大／智財局 10 月 12日及 10 月 26日下午 2 點至 5點「專利檢索」及「專利

審查」提升專利能量及價值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05fe59f-b327-4349-b0c4-96c6c19043e7&c=menu041 

 

 科技部自然司 106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申請人校內截止日期為 10月 21日

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280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7683,r2469-1.php?Lang=zh-tw
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07630,r47-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29vLmdsL2Z0SnJvag==&b=DGHEFW/c%d1023785567016063/vfghy/26109425494224/DFGBB14402-05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doA5xoPgeWMg6tUSsQxT3Fdgk7164pWlvaZUJ4qiqifJP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KdoA5xoPgeWMg6tUSsQxT3Fdgk7164pWlvaZUJ4qiqifJPw/viewform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8bce67b-edde-481b-aaff-496f0df579a8&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05fe59f-b327-4349-b0c4-96c6c19043e7&c=menu041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280


 

 

 逢甲大學創新創業中心辦理「青年夢想起飛──創客空間『心』開幕」活動，敬請踴躍

參與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98d6120-f49b-4a3b-8d5d-f0de63567112&c=menu041 

 

 經濟部函送「經濟部推動學術機構進行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補助辦法」第 10 條修正草

案相關公告影本 1份，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請於 9 月 24日前函復該部技術處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81 

 

 科技部徵求 106 年度「曜星計畫」構想書。申請人校內截止日期為 105 年 9月 23 日 17

點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1265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資策會活動-【SHOWTIME @高雄】網創團隊分享秀，公開徵件中，徵件至 9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ideasshow.org.tw/ideasshow@K_edm.html 

 

 敬邀參加 2016 年 9 月 30 日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中心「學界成果商轉合作模式實

務探究」研討會，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8bce67b-edde-481b-aaff-496f0df579a8&c=menu041 

 

 

 

《圖書館》 
 9月 20日圖書館公告兩個月未領回之失物開放領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校史微展〈你所不知道的清知識〉之「清華人是有練過的」、「清華好 free」篇即日起登

場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誰是論文推薦王，大獎等你拿 

參考網址：http://www.tbmc.com.tw/2016ddc/index.php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98d6120-f49b-4a3b-8d5d-f0de63567112&c=menu0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81
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http://www.tbmc.com.tw/2016ddc/index.php


 

 

 

 【萬方開學祭】，多項開學實用好禮等您領取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4j778-R8Y11O92gJJujaaqUpbZMO2fmJnWZ4thbjvLOfoqA/viewfor

m 

 

 數位校史館網站英文版正式上線  

參考網址：http://archives.lib.nthu.edu.tw/history/en/ 

 

 人社分館新生導覽，歡迎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guide_20160822.htm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字林洋行中英文報紙全文數據庫(1850~1951)」，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LNFS2E1ilOfKqmxKIaVoWhyc7QhxUAnAmUVjcJv6ivcQxKA/viewfor

m?c=0&w=1 

 

 本校因有違規大量下載 IEL 電子資料庫行為，已被暫停使用該資料庫，請讀者務必遵守

資料庫使用規範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人事室》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9至 10 月專屬活動「秋季生活書展：我的生活學分」

訊息，鼓勵同仁多加參考利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07582.php 

 

 

 

《原子科學院》 
 原科院海報競賽相關訊息公告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107678,r2285-1.php?Lang=zh-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4j778-R8Y11O92gJJujaaqUpbZMO2fmJnWZ4thbjvLOfoqA/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4j778-R8Y11O92gJJujaaqUpbZMO2fmJnWZ4thbjvLOfoqA/viewform
http://archives.lib.nthu.edu.tw/history/en/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guide_20160822.ht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LNFS2E1ilOfKqmxKIaVoWhyc7QhxUAnAmUVjcJv6ivcQxKA/viewform?c=0&w=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LNFS2E1ilOfKqmxKIaVoWhyc7QhxUAnAmUVjcJv6ivcQxKA/viewform?c=0&w=1
http://www.lib.nthu.edu.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07582.php
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107678,r2285-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核能與新能源教育研究協進會十八尖山獎學金辦法】請同學於 9月 26 日前

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07626,r3699-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105全校運動會標語活動即日起至 9 月 28日截止，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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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學術寫作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72 

 

  留學申請文件寫作(B)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71 

 

 留學申請文件寫作(A)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70 

 

 英文學術字彙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69 

 

 

 

 

 

 

 

 

 

 

 

 

 

 

 

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07626,r3699-1.php?Lang=zh-tw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72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71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70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69


 

 

《藝文活動》 

105年電影藝術分享計畫─螢火蟲電影院《革命進行式．史明》 

 

 本片為台灣體制外的革命家史明紀錄片。史明一生縱橫四大洲、反抗

三個政權。有人說他是台灣的唐吉訶德，夢想著不可企及的夢想；也有

人說他是台灣的切格瓦拉，是東亞碩果僅存的現役革命家；但是，他私

下推崇的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史明一生都在跑路。曾經

投入中共地下黨組織從事抗日活動，曾經成立「武裝部隊」企圖暗殺蔣

介石；曾經亡命日本，完成《台灣人四百年史》，並持續對台灣輸入「武

裝革命」與「民主啟蒙」；至今 97歲，一眼全盲、身形佝僂，卻依舊戰

鬥力滿點，依舊傳奇不斷……。 

說明： 

1. 映後座談：藍士博／文史研究者。 

2. 時 間：9月 21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6369,

r11-1.php?Lang=zh-tw。 

 

 

剛柔並容──陳麗杏&姜憲明 雙個展 

 

 本展是藝術家姜憲明與陳麗杏近 15年韶光所凝聚的璀璨結晶，自從兩

人取得南藝大造型藝術研究所碩士學位後，全心全力投入藝術創作，多

年來相輔相成致力於轉化多元的媒材為活潑生動的藝術創作融入台灣的

公共空間。姜憲明的雕塑作品充分掌握虛實空間，氣韻生動，質樸渾厚，

擅長於以簡約造型再現物象心象，表達純粹的美感藝境。陳麗杏藝術風

格輕盈靈動，多樣化的媒材信手拈來均能展現生命的自然力量與真摯的

意象。兩位藝術家剛柔並容，傳遞遼闊的藝術意象與生命的韻律與脈動

(節錄自賴小秋策展文字)。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1月 2日。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6541

,r11-1.php?Lang=zh-tw。 



 

 

雙華並蒂──2016兩岸清華藝術交流 成果發表晚會 

 

 今年二月北京清華藝術團一行 50餘人在一開學時到校訪問並演出。本

校藝術中心為共襄盛舉、遂以「清華樂集」的八隻大提琴與「清華藝集」

的即席揮毫合演「荊軻」。此一同晚的演出，促成雙方展開互訪交流之

構想與契機。 經討論，咸認以參與雙方既有的工作坊是最便捷有效的方

式。由於北京清華之工作坊均在暑期進行，遂規劃本校五組藝術團隊(美

術、戲劇、鍵盤、管弦樂、攝影)於今年暑假分兩梯次、各以 10天左右

時間分至北京與重慶觀摩學習。 

說明： 

1. 時 間：9月 20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6627

,r11-1.php?Lang=zh-tw。  

 

 

話劇欣賞《一代斯文》 

歷經局勢的衝突與遞變  超越時代的視野與洞見 

故事由他而啟  篇章因他而馨 

清華永遠的校長梅貽琦 

 

說明： 

1. 演 出：四川傳媒學院。 

2. 時 間：9月 22日、9月 23日，晚上 7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 大禮堂 (索票入場)。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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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48,r11-1.php?Lang=zh-tw。 

 

 

 

 



 

 

【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主題書展】美學、古希臘哲學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9月 23日。 

2. 地 點：清大圖書館人社分館。 

3.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u

man_20160912.htm。  

 

 

劇場實錄電影校園巡迴《Hamlet》 

 

 一齣向莎士比亞年代致敬的反串演出，無法錯過的經典作品，劇場內

的驚人能量，透過運鏡巧思、後製細節的要求，完美呈現場地的親密感

與現場所見震撼，如同置身於演出現場，喜愛哈姆雷特的你，絕對不能

錯過！ 

說明： 

1. 時 間：9月 28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6856,r

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看不見的傷，性侵害與性騷擾辨識與處理」 

 

說明： 

1. 講 者：楊菁惠督導／勵馨基金會。 

2. 時 間：9月 22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旺宏館遠距教室 A。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06867,r805-

1.php?Lang=zh-tw。 

 

 

 

「活水講堂」：我的體育轉播與運動人生 

說明： 

1. 講 者：田鴻魁／文字工作者。 

2. 時 間：9月 24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41。 

 

 

 

 

 



 

 

【台聯大駐校藝術家系列】故事工廠ˍ黃致凱與他的演員朋友 

說明： 

1. 講 者：黃致凱／他的演員朋友 大愷。 

2. 時 間：9月 27日，晚上 7點 30分。 

3. 地 點：合勤演藝廳。 

4.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huarts/photos/a.168799033256905.41627.168488656621276/849015765235225/?type=3&t

heater。 

 

【數學系專題演講】Dirac equation and positive mass theorem 

說明： 

1. 講 者：鄭日新 教授／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2. 時 間：9月 26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Lecture Room B, 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36。 

 

【化工系專題演講】 Next power系列講座──不一樣的夢想實踐 

 

說明： 

1. 講 者：潘凱文。 

2. 時 間：9月 21日，上午 10點至 11點。 

3. 地 點：化工館 207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932。 

 

 



 

 

【資工系專題演講】電腦會不會…? 

說明： 

1. 講 者：蘇豐文教授／清大資工系。 

2. 時 間：9月 21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7508,r67-1.php?La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生涯規劃座談系列──從外語系到外交官 

 

說明： 

1. 講 者：吳智賢系友／外國語文學系。 

2. 時 間：9月 21日，下午 3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413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07679,r5517-1.

php?Lang=zh-tw。  

 

 

【經濟系專題演講】Review of Treatment Effect Models and New Results 

說明： 

1. 講 者：許育進。 

2. 時 間：9月 20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20分。 

3. 地 點：台積館 223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07682,r1727-1.php?Lang=zh-tw。  

 

 



 

 

清華大數據論壇-大數據‧大未來‧新機會‧新思維 

 

說明： 

1. 時 間：10月 16日，上午９點至下午５點。 

2. 地 點：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3. 參考網址：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

G/1/1.8/MSG18001.php?a=Z29vLmdsL1NlbzkzaQ==&b=

DGHEDW/c%d1023785569016064/vfghy/2610942853234

1/DFGBB1427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