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英文總統接見國際志工 清華學生成焦點 
 蔡英文總統於 6月 21日接見青年海外志工代表，60名代表

當中有 15位來自本校國際志工團，團員們皆表興奮。特別的

是，一位本校國際志工代表與蔡英文合照模樣逗趣，照片被上

傳到蔡英文臉書粉絲專頁，獲得網友讚聲連連。 

 蔡英文粉專裡獲得廣大矚目的照片主角是本校物理研究所

碩一的張潔宜同學，將於 7月 11日出發前往坦尚尼亞服務，

她說，能站在總統旁邊合照非常興奮，「我這隻手握過蔡英文

喔，你要握握看嗎？」 

 張潔宜曾經前往西非自助旅行，這次將到位於東非的坦尚尼

亞服務，她坦言，整個準備出團的過程非常辛苦，因此一直在

後悔，但想到放棄之後會更加後悔，於是堅持至今。蔡英文總

統說的一句話也給了她力量，她說：「人在陌生的地方生活會

成長很快。」讓潔宜更加期待這次出團的收穫。 

 語言所碩一的余佳穎同學，是今年即將出發的坦尚尼亞團領

隊，當天也在獲接見的隊伍中。佳穎到總統府之前跟非洲朋友

分享這件事，一位坦尚尼亞的中學副校長感到非常不可思議，

在他的國家要見總統是幾乎不可能的事，更遑論是以學生身份

見總統。蔡英文總統回應佳穎的分享，她說，在民主國家裡人

民才是頭家，見總統並不特別。蔡總統也藉此勉勵在場學生，

不用因為身在總統府而拘謹，而要更有自信的面對所有人。 

 材料所碩二的姜如芸同學說，她是帶著見偶像的心情走進總

統府，而他們行走的路線就是蔡英文總統就任時所行走的路線，

當下覺得很奇妙。這一次的總統接見活動中，也見到其他學校

的國際志工，大家一起分享當志工的心得，覺得很感動。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青年海外志工服務計畫，每年補助

18-30歲青年自組團隊赴海外進行志願服務。今年青年署首次

集結 60名青年海外志工代表一同晉見蔡英文總統，分享各團

隊海外服務過程點滴，展現青年樂於分享與服務，並走向世界

的行動力。

 

蔡英文總統接見海外青年志工（照片由總統府提供）。 

 

本校物理所張潔宜與總統蔡英文合照模樣逗趣，獲得網友廣大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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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齊力培育清華學子  載物清華芳名牆永誌貢獻 

 今日的清華是前人點滴累積的成果，為感謝所有熱心捐款清

華的校友，以及企業對清華學子的關懷與支持，賀陳弘校長於

今年 5月校慶設立「載物清華芳名牆」以彰顯捐款人對清華之

貢獻，表達清華隆重的感謝之意，於名人堂外牆題字「載物清

華──群賢薈萃清華 厚德以載物 足徵校訓 垂範後學 特以

銘誌」。 

 揭幕活動當天由賀陳弘校長、清華企業家協會吳林茂會長、

清華校友會謝詠芬會長、傑出校友蔡進步學長、傑出校友李義

發學長、財務規劃室許明德主任為載物清華芳名牆拉開紅布條，

許多貴賓上前找尋自己的名字並拍照，與家人分享榮譽。 

 「載物清華」四字厚實俊秀，由書法名家羅際鴻先生撰寫；

而「群賢薈萃清華 厚德以載物 足徵校訓 垂範後學 特以銘誌」

字體輕盈活潑，則由畢業不久、曾任本校書藝社社長，並獲

「2015日本第55回現日書展」公募組特選的邱尉庭校友書寫，

彰顯多元傳承、清華代有人才出。 

 教育是百年大計，是基本國力所在，清華近期的發展目標包

含 : 延攬國際優秀教授、提升學生出國交換比率、鼓勵國際

志工團、擴充學習資源與活動、增加補助弱勢學生獎學金、促

進學生之創新創業等，積極培養全方位人才，期許清華發光發

亮，讓校友以身為清華人為榮，回饋清華，讓載物清華綿延永

流傳。 

 清華在臺建校迄今一甲子，為國家社會培育 6萬 6千名各領

域的菁英。賀陳校長表示，今日的清華是眾多校友與企業界用

汗水用心培育奉獻各項資源所累積的成果，為感謝所有熱心捐

款清華的校友與企業對清華學子的關懷與支持，特別選定於名

人堂旁設立「載物清華芳名牆」永誌恩情。 

 校友會理事長謝詠芬表示，清華培育了無數菁英，將持續召

集全球清華人回饋母校，給予學弟妹更好的學習資源。 

 載物清華芳名牆首次共記錄了 150個單位及人名，包括廣達

電腦林百里董事長、台積電曾繁城副董事長、清華大學前校長

沈君山教授、陳力俊院士、東和鋼鐵侯貞雄榮譽董事長、高通

光電創辦人夫婦 Joan & Irwin Jacobs、巨沛公司蔡進步董事

長、閎康科技謝詠芬總經理等。單位則有自強工業科學基金會、

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旺宏電子、台灣應用材料、上銀科技、

浩然基金會、婦女聯合會等。 

  
左起本校財務規劃室許明德主任、清華企業家協會吳林茂會長、清華

校友會謝詠芬會長、賀陳弘校長、傑出校友蔡進步學長、傑出校友李

義發學長為載物芳名牆揭幕。 

載物清華芳名牆首次登錄 150個熱心支持清華的人士與單位。 

 

 

 

 

 

 

 



 

 

105年全大運 清華健兒連續 3年全國第八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5月在台東大學落幕。一連 5天的

激烈競賽，本校共計獲得 12面金牌、7面銀牌、10面銅牌以

及多達 22項決賽前八名次，並且包括 1項 1人刷新全大運大

會紀錄，14項 10人打破全校最高紀錄的亮麗成績。 

田徑場上，4面金牌得主及項目分別是由化工系簡星田的一般

男子組 1萬公尺競走（破大會紀錄）、化工所程紹奇一般男子

組 3000公尺障礙、醫科系吳玫萱一般女子組 400公尺，以及

由外語系薛宇涵、醫環系曾妍禎、醫科系吳玫萱、工工系郭亦

心等組成的一般女子組 4×100公尺接力項目中所獲得。 

其中，吳玫萱除在 400公尺獲得三連霸佳績；女子 4×100公尺

接力項目，也在行雲流水般的接棒過程中，蟬聯冠軍寶座。男、

女一般組選手也分別榮獲田徑團體總錦標第一名及第二名。 

游泳池畔亦有精彩表現，電機所陳香霖獲得一般女子組 50公

尺及 100公尺蝶式雙料冠軍，相較去年的第 3名次，本次比賽

展現驚人的進步幅度及近似蝴蝶飛舞般美妙的泳技之外，堪稱

清華泳隊的「蝶后」。 

另一面金牌得主乃是常勝軍電機所徐子翔於一般男子組游泳

200公尺自由式中勇奪。累積目前戰績，徐子翔在個人且同一

項目已經連續 5年稱霸，與本校田徑女傑化學所周沛瑜戰績並

列最優。在徐子翔的領軍之下，一般男子組亦榮獲游泳項目總

錦標第三名。 

桌球代表隊的表現也是可圈可點，經過 3天的過關斬將，一般

男子組及一般女子組榮獲團體賽雙料冠軍。隔日，男子選手再

接再厲，由電子所游家睿獲得一般男子組單打金牌，以及由物

理系蔡有泰及資工系鄭瑞翔聯手奪得一般男子組雙打金牌。 

在網球項目，工科系張哲榮歷經 4天 5場且在東台灣太陽烈日

的蒸烤下，為清華取得唯一的 1面金牌，過程之艱辛不可言喻，

創下清華參加全大運以來，單打項目的第一金，這面金牌的獲

得更顯彌足珍貴。 

另外，社團方面也獲得 2面銅牌，分別是柔道項目辜昱嘉獲得

女子組第三級銅牌，跆拳道項目黃英庭獲得男子組對打 58公

斤級銅牌，表現傑出。 

本校歷年在大運會表現都十分亮眼，已連續 3年在全國百餘所

學校排名第八、非體育科系學校中排名第二。體育室盧淑雲主

任表示，感謝校方對於清華體育的發展給予支援，也感謝校內

各系所教授們對選手的支持和鼓勵，期盼各隊教練與選手繼續

努力更上層樓，讓清華學子在全國競技場上持續發光發熱。 

本校田徑代表隊在全大運表現亮眼。 本校桌球男、女團體在全大運獲雙金。 



 

 

 
本校游泳代表隊在全大運獲佳績。 

 
本校網球代表隊在全大運展現一流球技。 

 

 

 

賀  化學系特聘講座教授鄭建鴻榮獲第十四屆有庠科技獎獎座  

  

賀  醫環系大學部邱哲民同學榮獲「 2016 捷克國際發明展」 1 金 2 銀 1 銅等

佳績  

 

 

 

《秘書處》 
 轉知經濟部來函有關財團法人台北市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籌設「阿嬤家：和平

與女性人權館」開館基金募集，歡迎踴躍響應並協助宣傳 

參考網址：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11010 

 

 【性平會】攝影徵選活動：性平專案－我眼中的性別平等（投稿截止日 7/15）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16i4vvZpSzVdvKpdaN-Ozm4rNX843SoBiABmbWryN5s/viewform?c=0&w=1 

 

 「2016諾貝爾大師在清華」演講活動--主講者：Prof. Jerome Friedman (Nobel Prize 

in Physics, 1990)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FPQDZ04Hbp3igKa5mgJy9rg9nXM-Bk_jiPbBI0fHSQ/viewform?c=0&w=1&fbzx

=-182718432887129340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ZseWluZ3YuY2MvcHJvamVjdHMvMTEwMTA=&b=DGHEOW/c%d1023785284016063/vfghy/26109143517532/DFGBB14056-16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ZseWluZ3YuY2MvcHJvamVjdHMvMTEwMTA=&b=DGHEOW/c%d1023785284016063/vfghy/26109143517532/DFGBB14056-16
https://www.flyingv.cc/projects/11010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16i4vvZpSzVdvKpdaN-Ozm4rNX843SoBiABmbWryN5s/viewform?c=0&w=1


 

 

《教務處》 
 105學年度上學期線上課輔徵才開始囉！即日起至 9月 21日，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84 

 

 【暑修急救站】高姊姊開課──引領你(妳)如何有效學習微積分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06 

 

 【暑修急救站】豪豬教授引領你(妳)學物理豪好玩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57 

 

 逢甲大學「2016 高中課程創新教育論壇」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82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精進教師多元發展：質性文字探勘分析」教師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80 

 

 國立交通大學「開發共享版 moodle 數位教學管理系統」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79 

 

 遠東科技大學「104-105 教學卓越計畫研習活動──威力導演 13認證研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78 

 

 中國醫藥大學 「PBL 師資培訓：教案寫作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83 

 

 

 

《學務處》 
 中正大學辦理 105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3 年 7萬補助課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04810,r5651-1.php 

 

 7月 13日，心肺復甦術 CPR及 AED使用急救訓練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4832,r1204-1.php?Lang=zh-tw 

 

 [國際宿舍] 105 學年度清華大學國際學生宿舍住宿申請要點及時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4798,r1538-1.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84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2N3Lm50aHUuZWR1LnR3L29jdy9pbmRleC5waHA/cGFnZT1uZXdzQ29udGVudCZpZD0zMDY=&b=DGHEGW/c%d1023785282016063/vfghy/26109139522595/DFGBW03032-13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06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2N3Lm50aHUuZWR1LnR3L29jdy9pbmRleC5waHA/cGFnZT1uZXdzQ29udGVudCZpZD0zNTc=&b=DGHEGW/c%d1023785282016063/vfghy/26109139522618/DFGBW03032-13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57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82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80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79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78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83
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04810,r5651-1.php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4832,r1204-1.php?Lang=zh-tw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04798,r1538-1.php?Lang=zh-tw


 

 

 

 轉知 105 學年度台灣高鐵校外教學團體優惠專案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4761,r3455-1.php?Lang=zh-tw 

 

 國立中興大學舉辦 2016 全國大專校院禮賓人員服務研習暨交流博覽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4762,r2469-1.php?Lang=zh-tw 

 

 用 3C，幸福 3T Running Together 在高雄，與愛同行 mini馬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4769,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 105年少年盃、青少年盃、總統盃代表隊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4819,r2469-1.php?Lang=zh-tw 

 

 105年暑期防颱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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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肺復甦術 CPR及 AED 使用」急救訓練開課囉，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4832,r1204-1.php?Lang=zh-tw 

 

 

 

《總務處》 
 國立清華大學各單位貴賓車位保留申請表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1-1023-11355.php 

 

  

 北校區成功湖旁道路 A.C 修復工程(施工日期:105 年 7月 4 日至 105年 7月 8 日，早上

8點至下午 5點)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04923,r992-1.php 

 

 

 

《研發處》 
 國立清華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5學年第 1學期預定會期公告 

參考網址：https://rec.web.nthu.edu.tw/ezfiles/679/1679/attach/84/pta_47901_6632083_05605.pdf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4761,r3455-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476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476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4819,r2469-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WVvMjIud3dsYy5udGh1LmVkdS50dy9kb3NhLyM=&b=DGHEAW/c%d1023785285016063/vfghy/26109145491633/DFGBX02389-08
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1-1023-11355.php
https://rec.web.nthu.edu.tw/ezfiles/679/1679/attach/84/pta_47901_6632083_05605.pdf
https://rec.web.nthu.edu.tw/ezfiles/679/1679/attach/84/pta_47901_6632083_05605.pdf


 

 

 經濟部「國際人才白金卡」訊息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7482c36-3ecc-4389-b0ff-89ada92ed1ab&c=menu041 

 

 科技部瞻及應用科技司徵求「巨量資料產學共創合作」專案計畫，申請人校內截止日期

為 8月 4 日下午 5點，系所請於 8 月 5日中午 12 點前 E-mail 系上各申請之研究主題名

稱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41 

 

  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潘文淵獎」，於 8月 15日前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39 

 

 科技部公告 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案」，校內截止日為 8月 25 日下午 5 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42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撰寫格式已修正，自 105 年 7月 1日起實施線上繳交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40 

 

 修正「科技部補助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試行要點」第六點及第十七點，名稱並修正為

「科技部補助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作業要點」，溯自 105年 2月 1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43 

 

 教育部委請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委員會辦理各場次產學研交流系列課程，敬請現職專

任教師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d89275a-a9db-4bc5-91d1-8a95baa732e6&c=menu041 

 

 【擴增實境互動技術產學聯盟】於 8 月 3 日辦理免費「Unity for AR/ VR」的課程，歡

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YrNs6PWkE67mhQyZh4Nv45QZXyBxO3LSQBJxIuDTbs/viewform?c=0&w=1 

 

 「2016第十二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即日起開放報名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exhibition in Ukraine (2016)，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1f59c29-3fb2-4e15-810f-cbe89618aa88&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7482c36-3ecc-4389-b0ff-89ada92ed1ab&c=menu0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39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42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40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243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d89275a-a9db-4bc5-91d1-8a95baa732e6&c=menu04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vYrNs6PWkE67mhQyZh4Nv45QZXyBxO3LSQBJxIuDTbs/viewform?c=0&w=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1f59c29-3fb2-4e15-810f-cbe89618aa88&c=menu041


 

 

 Outstanding Conference Proceeding Paper Award 105 年度「國立清華大學國際會議

獲獎論文獎勵」，7 月 1日起至 7月 31 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 https://mg.mail.yahoo.com/neo/launch?.rand=cbchhdq8pcq6i#721672285 

 

 台灣休閒農業學會優良休閒農業碩博士論文獎勵自即日起申請至 105 年 8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1244 

 

 

 

《全球事務處》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來函有關馬來西亞雙威大學擬招募我國高級講師以上人員至

該校任教案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74&lang=big5 

 

 

 

《計通中心》 
 網路系統組線上服務系統更新，暫停服務兩個小時(7月 5 日)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4778,r791-1.php?Lang=zh-tw 
 

 校園網路與授權軟體服務品質問卷調查填卷者中獎名單公佈，恭喜各位得獎者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04846-1.php?Lang=zh-tw 

 

 105年 7 月 3日將進行「人社院 B區電信主纜線接續芯線維修作業」，該區將停話 1日 

      參考網址: 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60624_05 

 

 

《圖書館》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中國當代政治運動史數據庫」 

參考網址：http://ccrd.usc.cuhk.edu.hk/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Global Patents」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https://mg.mail.yahoo.com/neo/launch?.rand=cbchhdq8pcq6i#72167228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1244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74&lang=big5
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4778,r791-1.php?Lang=zh-tw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04846-1.php?Lang=zh-tw
http://ccrd.usc.cuhk.edu.hk/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6月 29日校史展示區校歌及清華情歌暫停播放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013 

 

 

 

《人事室》 
 國家文官學院為推動終身學習，建立書香社會，訂於 7月 26 日晚上 7 點至 9 點，辦理

「每月一書」導讀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4829,r875-1.php?Lang=zh-tw 

 

 國家圖書館書函以，該館訂於 8月 7 日及 8月 20日下午舉辦「暑期藝文會」演講活動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4795,r875-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美商國家儀器]NI News 學術中文版 2016 夏季號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04842,r1602-1.php?Lang=zh-tw 

 

 工科館及綠能大樓借場地事宜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530 

 

 

 

《生命科學院》 
 開課囉!! 虛擬教室_腦科學新知 7月份課程 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 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27 

《清華學院》 
 第 35期外語進修班~報名網址 (早鳥優惠即日起正式開跑!名額有限，要搶要快)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course/news.php?Sn=104 

 

 為配合 2017世大運整修工程，體育館二樓、體能訓練室使用調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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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013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4829,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4795,r875-1.php?Lang=zh-tw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04842,r1602-1.php?Lang=zh-tw
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530
http://www.lc.nthu.edu.tw/course/news.php?Sn=104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文獻回顧架構與寫作技巧(課程 A)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49 

 

  文獻回顧架構與寫作技巧(課程 B)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50 

 

  學術英文簡報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51 

 

 電機方程式: 研究方法之寫作篇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55 

 

 師培中心 104暑期開設「藝術智能與創造力」課程，歡迎同學修習 

參考網址: 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4856,r48-1.php?Lang=zh-tw 

 

 05學年度教育學程第二次招生報名至 7月 15日截止，動作要快喔！詳情請上師培中心

網站查詢 

參考網址: https://mg.mail.yahoo.com/neo/launch?.rand=cbchhdq8pcq6i#3021386325 

 

 

 

《演講資訊》 

「活水講堂」：不同凡「想」 x 不同凡響 : 發揮創意 改變人生 

說明： 

1. 講 者：王溢嘉。 

2. 時 間：7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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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2015fountainhead/index.html。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49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50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51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55
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4856,r48-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