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核工所梁正宏特聘教授，以新詩〈父親〉榮獲「 105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教師組詩詞項優選  

  

賀  中文所黃家祥同學榮獲「 105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學生組雙料獎項，他

以〈抵達之謎〉獲得散文項特優、以〈廢土樂園〉獲得詩詞項佳作  

  

賀  工工系許棟樑教授與葉俐靖參加「 2016 第九屆峽兩岸創新方法研討會」榮

獲最佳論文獎  

  

賀  台文所宋家瑜同學榮獲  「國立臺灣文學館 2016 年臺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

文獎」  

 

 

 

《秘書處》 
 清華大數據論壇──大數據‧大未來‧新機會‧新思維 

參考網址：https://www.hbrtaiwan.com/event/event_201610nthu/index.html 

 

 

 

《教務處》 
 「一對一」履歷健檢 ，免費報名中 

參考網址：http://totakeoff.web.nthu.edu.tw/files/14-1928-108362,r5412-1.php 

 

 佛光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舉辦「105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34 

 

 長榮大學 2016 秋季磨課師 MOOCs線上課程，即日起開放線上報名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833 

國國國立立立清清清華華華大大大學學學簡簡簡訊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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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06年教育部補助辦理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假營隊活動即日起開始申請，10 月 19日

前截止，歡迎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402,r3455-1.php?Lang=zh-tw 

 

 一「young」的世界，不一樣的「視」界－105年中原大學海外服務學習聯合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300,r2469-1.php?Lang=zh-tw 

 

 大仁科技大學辦理「2016 全國大專學生 I See Taiwan 英語簡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320,r2469-1.php?Lang=zh-tw 

 

 文化部 105年青年村落文化行動計畫獎勵作業要點及受理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322,r2469-1.php?Lang=zh-tw 

 

 當我們同在「益」起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323,r2469-1.php?Lang=zh-tw 

 

 105年度國民旅遊領團人員認證──冬季大會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325,r2469-1.php?Lang=zh-tw 

 

 第 14屆淡大盃桌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394,r2469-1.php?Lang=zh-tw 

 

 中華兩岸制度學會舉辦「青年學生兩岸關係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401,r2469-1.php?Lang=zh-tw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青年記者代表甄選暨培訓計畫報名期限延長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445,r2469-1.php?Lang=zh-tw 

 

 原住民委員會辦理第五屆原住民族青年校園 STAR－職場短劇爭霸戰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448,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 105年青年志工表揚暨嘉年華會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8467,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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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105學年度上學期學分費繳費通知 

說明： 

1. 105學年度上學期學分費繳費單自 105年 10月 06 日至 105年 10月 21日止開放下載列印及繳費，請至校務

資訊系統項下「繳費單相關作業」自行下載。 

2. 自 105學年度起超商繳交學雜(分)費 6萬元以下免手續費，請同學多加利用，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校總務處出

納組學雜費專區。（http://cashier.web.nthu.edu.tw/bin/home.php） 

3. 急需繳費證明單者，請多採用臨櫃繳款，隔日即可於校務資訊系統列印繳費證明單；採用 ATM繳款者需 2 個

工作天後、信用卡及超商繳款者需 3 個工作天後可列印。 

4. 有任何問題請洽出納組許雪琴小姐（分機 31364）。 

5.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bin/home.php。 

 

 即日起至 106年 1月 14 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8479,r127-1.php?Lang=zh-tw 

 

 主計室於 10月 12日及 10 月 13日辦理計畫類(A、B、J、H)經費動支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108392,r1160-1.php?Lang=zh-tw 

 

 綜二館 B 棟(舊圖書館)B1F-8F 停電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08471,r992-1.php?Lang=zh-tw 

 

 

 

《研發處》 
 「2016僑外生在台工作」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108166,r4068-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轉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來函有關日本經濟新聞社第 22屆「日經亞洲賞」(Nikkei 

Asia Prizes)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85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永守財團第 3屆永守獎徵募人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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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事務處》 
 2017／2018年赴海外交換生甄選將於即日起至 10 月 13日開放線上申請，歡迎同學踴躍

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89&lang=big5 

 

 2017／2018年赴海外交換甄選說明會歡迎踴躍參與(不含大陸地區)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03&lang=big5 

 

 科技部函公開徵求 2017-2018 年臺灣與英國在生命科學領域之「國際夥伴關係建立暨交

流計畫(International Partnering Awards, IPA)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17&lang=big5 

 

 留學法國教育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15&lang=big5 

 

 Nagoya University: Short-Term Japanese Program (NUSTEP) Spring 2017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16&lang=big5 

 

 10月 5日，全民外交研習營講座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13&lang=big5 

 

 

 

《圖書館》 
 「Emerald Insight」開放期刊全庫試用 

參考網址：http://www.emeraldinsight.com/ 

 

 

 

《人事室》 
 檢送勞動部有關「勞動基準法」第 36條規定解釋令及其附件各 1份，並自 105 年 10 月

1日生效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0835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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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函以檢送行政院年金改革辦公室針對「全教產所發之年金改革全國性問卷調查」

澄清說明 1份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8328,r875-1.php?Lang=zh-tw 

 

 

 

《工學院》 
 104學年業界教練領航計畫（Coaching Program)成果分享會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108259,r772-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2016原科院海報競賽活動花絮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108400,r2285-1.php?Lang=zh-tw 

 

 [美商國家儀器]NI News 學術中文版 2016 秋季號 

參考網址：http://app.demand.ni.com/e/es.aspx?s=639&e=14213781&elq=57f8c376ce1e4b2cbcdf86d124d04842 

 

 

 

《科技管理學院》 
 2016我是接班人全國企業創新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08365,r1794-1.php?Lang=zh-tw 

 

 「有任務的旅行」青年公益計劃，甄選獲得海外考察旅行的機票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08364,r179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105年全校運動會自即日起至 10月 26日開始報名，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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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期校友體育館最新開放時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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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大專校院英文簡報暨高中生英文演講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56 

 

 台聯大駐校藝術家系列活動《當你轉身之後》戲劇觀摩，報名即將額滿，敬請把握最後

機會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huarts/photos/a.168799033256905.41627.168488656621276/855611727908962/?

type=3&theater 

 

 

 

《藝文活動》 

[遺忘的角落] 2016許培鴻個展 

 

 世界許多角落有著我們看不見的眼神，許培鴻從中看見希望。拍攝崑

曲青春版《牡丹亭》十幾年漫長的時光，同時也進行著許多主題創作。

「世界的微笑」是他的人文作品之一，這次展出「遺忘的角落」是他二

十多年來，旅人生活中的積累，收錄在《世界的微笑》攝影集作品。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0月 12日。 

2. 地 點：藝術創意空間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629

9,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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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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作品與民眾有愉悅的心靈互動，並啟動觀者心智自由冥

想，兩位藝術家共同創造藝術新契機與境界，在公共藝術上有卓越的貢

獻，成績斐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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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公義獎巡迴放映：妮雅的門 

 

 妮雅是一名遠離家鄉來到台灣工作的菲律賓籍女傭。妮雅

和她僱主的世界之間，只隔一扇房門，她喜歡把房門鎖上，

卻因此而引起了與僱主的衝突。兩屆金穗獎得主廖克發以移

工為主角，道出離鄉人士的濃厚鄉愁，這是發生在妮雅身上

一天的故事，也是可能發生在許多離家人們身上的一天。 

說明： 

1. 時 間：10月 19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nightcats.blogspot.tw/2016/09/blog-p

ost.html。  

 

 

 

 



 

 

《演講資訊》 

跨性別——社會關係的挪移與轉變 

說明： 

1. 講 者：高旭寬／台灣 TG蝶園成員。 

2. 時 間：10月 5日，上午 10點 1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402室。 

 

未得同意散佈性私密影像講座 

 

說明： 

1. 講 者：張凱強組長／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

基金會研發部公共政策事務組。 

2. 時 間：10月 6日，下午 1點 20分至 2點 20分。 

3. 地 點：醫環 120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07799,r805

-1.php?Lang=zh-tw。 

 

 

 

 

 

 

 



 

 

【數位時代閱讀產業之新想像系列講座】新媒體的商業模式和新媒體工作者的學習

藍圖 

 

說明： 

1. 講 者：官振萱副總經理／聯合報新媒體中心。 

2. 時 間：10月 12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大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107010,r400-1.php

?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Analytical Challenges in Monitoring Quality of Nanofoods 

說明： 

1. 講 者：Prof. Badal Kumar Mandal／Principal Investigator-Indian side, Indo-Taiwan Project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VIT University, India。 

2. 時 間：10月 4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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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Synthesis of Alkaloid Natural Products without 

External Chiral Sources 

說明： 

1. 講 者：Prof. Sanghee Kim／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5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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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biology study using synthesized oligosaccharides 

說明： 

1. 講 者：Prof. Manabe Yoshiyuki／Osaka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5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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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y of cyclizations and fragmentations in radical 

cascades 

說明： 

1. 講 者：Prof. Igor Alabugin／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6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化學館 R121。 

4.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巨量資料的原理與應用 

說明： 

1. 講 者：余孝先博士／資策會副執行長兼大數據所所長。 

2. 時 間：10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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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108346,r67-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養一隻薛丁格的貓 

 

說明： 

1. 講 者：冬陽副總編輯／馬可孛羅出版社。 

2. 時 間：10月 7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509。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8447,r2648-1

.php?La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如果宇宙沒有秩序，政治如何可能──詩的必要與死亡 

 

說明： 

1. 講 者：陳嘉銘博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 助研究員。 

2. 時 間：10月 4日，下午 3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B303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08393,r5

517-1.php?La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生涯規劃座談系列──譯字這條路 

 

說明： 

1. 講 者：洪世民先生／專業譯者。 

2. 時 間：10月 6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2點。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C522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08399,r5517-1.

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南島田野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葉一飛／人類所碩士、郭益昌／人類所碩士。 

2. 時 間：10月 4日，下午 4點 20至 6點 2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205。 

4. 參考網址：http://www.anth.nthu.edu.tw/bin/home.php。  

 



 

 

【人類所專題演講】勤奮論述下的情緒勞動與地景 

 

說明： 

1. 講 者：李宜澤／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2. 時 間：10月 5日，下午 3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04。 

4. 參考網址：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108453,r2262

-1.php?Lang=zh-tw。  

 

 

 

【人社院專題演講】檳榔生態史 

 

說明： 

1. 講 者：胡正恆助理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

系。 

2. 時 間：10月 11日，下午 4點 20分至 6月 2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205。 

4. 參考網址：http://www.hss.nthu.edu.tw/bin/home.php。  

 



 

 

【台文所專題演講】在失語的創傷情境中書寫──「櫻之聲」紀錄片放映暨導演黃

明川映後座談 

 

說明： 

1. 講 者：黃明川導演、李癸雲教授、柳書琴教授。 

2. 時 間：10月 19日，上午 10點 10至下午 1點 10分。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A202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