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慶系列活動 大立光林恩平執行長與賀陳弘校長對談 
 本校 105週年暨在臺建校 60週年校慶主題活動，特別邀請

大立光林恩平執行長與賀陳弘校長對談「跨領域學習與生涯前

景」，兩小時座談吸引上百清華師生參與，聽眾也把握難得的

機會踴躍提問，分享人生智慧。 

 對談中，賀陳弘校長強調多專長的重要性。他提到，清華首

創雙專長，近來又推出多專長跨領域學習，讓清華學生在學期

間除了本科專業，還能依自己興趣，在創新、法律、藝術等不

同領域，培養跨領域的能力，因應未來更深入的研究及應用發

展。 

 賀陳校長以傑出校友玉山金控總經理黃男州為例，黃校友畢

業於動機系，卻到銀行任職，因為是否貸款給公司銀行需要更

專業的人來評估，需要更多不同專業的人才。就像化工系同學

如果選擇中文作為他的第二專長，未來如進入媒體業，在報導

時就能有更多深入、不同面向的看法。 

 「不懂就多發問！」林恩平執行長則分享自己轉職的歷程， 

他 40多歲從小兒科醫師轉戰光電產業，為了接班大立光，特

別赴美攻讀商管碩士。他笑說，「隔行如隔山，這輩子第一次

這麼認真讀書。」只能不懂就問。後來進入大立光後，對技術

完全不熟的他，像學徒一樣，跟著大立光技術長一步一步了解，

不懂就問，慢慢切入。 

 林執行長也指出「觀察」的重要性，以前當醫生時，看著病

人走進來的動作、病人的面容神情，大概就能猜到病情狀況，

這跟帶領一個企業解決問題很類似，不需要等到問題發生，而

是平時仔細觀察，在有徵兆的時候就解決。 

 對談也提供現場發問的機會，不少師生踴躍發問，互動熱烈。

活動發起人動機系蔡宏營主任表示，清華重視跨領域學習教育，

期待培養更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重要人才；林恩平執行長從小兒

科醫師轉戰光學產業，成功打造股王傳奇，即是好例。這次特

別請賀陳校長與林執行長對談，分享彼此的經驗跟理念。 

 

 

大立光林恩平執行長(右)與賀陳弘校長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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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資工系陳維駿、陳振群、廖書賢、王崴擎、劉厚勤同學榮獲 ASC16 世界

大學生超級計算機競賽一等獎 (指導教授：周志遠 ) 

  

賀  資工系陳維駿、于子軒、翁子皓、何憶琳、陳君豪、郭柏妤、尤立宇、

林俊辰、嚴武墨、王宇正、王甯雅、傅子睿同學獲 TSCC2016 全國學生叢

集電腦競賽佳作 (指導教授：周志遠 ) 

 

 

 

《祕書處》 
 轉知中央研究院「國內院士季會第 50次會議」訊息 

參考網址：http://bulletin.web.nthu.edu.tw/files/13-1912-103103.php 

 

 

 

《教務處》 
 5 月 27日，英語教學精進工作坊，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739 

 

 凌亂的天書筆記是否讓你感到無力想放棄呢? 【開放式課程】陪您一起力挽狂瀾、拯救

錯過的學習機會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50 

 

 【學生讀書會】104 學年度暑期學生讀書會開始申請囉！(即日起至 6 月 3日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742 

 

 大葉大學辦理「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6 

 

 輔仁大學舉辦教師專題講座「MOOCs 國際課程設計經驗分享-All the Nuts and Bolts」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5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舉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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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大學檢送磨課師推動課程「踏出磨課師的第一步工作坊」議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43 

 

 

 

《學務處》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啦啦隊錦標賽得獎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60,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得獎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61,r2469-1.php?Lang=zh-tw 

 

 清大畢業季活動開跑囉！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參考網址：http://nthugsa-2016.vm.nthu.edu.tw/home 

 

 104 學年度下學期宿費收費比例表(含暑宿)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ezfiles/159/1159/img/1020/10402ce.pdf 

 

 轉知「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桌上遊戲設計徵選比賽活動辦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2865,r1204-1.php?Lang=zh-tw 

 

 105 年暑期校園急救教育公告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2885,r1204-1.php?Lang=zh-tw 

 

 2016 復旦大學江南行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912,r4243-1.php?Lang=zh-tw 

 

 兩岸大學生創客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959,r4243-1.php?Lang=zh-tw 

 

 西安交通大學手拉手，心連心，兩岸同胞情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961,r4243-1.php?Lang=zh-tw 

 

 點燈人科系介紹影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877,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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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第二屆青年社團「公益行善」聯繫會報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942,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暑期大專青年假期巡迴演唱服務講習會實施要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960,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 105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市績優運動選手訓練補

助金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964,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第二屆青年社團公益行善聯繫會報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991,r2469-1.php?Lang=zh-tw 

 

 Unity Gamebike 健身車遊戲開發種子教師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22,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街舞舞者培訓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44,r2469-1.php?Lang=zh-tw 

 

 布同凡響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48,r2469-1.php?Lang=zh-tw 

 

 無菸青春活力秀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49,r2469-1.php?Lang=zh-tw 

 

 幸福 105 星兒暑期歡樂班志工招募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50,r2469-1.php?Lang=zh-tw 

 

 「105年度客語能力數位化初級認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70,r2469-1.php?Lang=zh-tw 

 

 中正大學「數位繪圖」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71,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辦理「105 年暑期知性生活教育巡禮探索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7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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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舉辦「2016 臺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74,r2469-1.php?Lang=zh-tw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會假佛光大學辦理「『第五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頒獎典禮」

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75,r2469-1.php?Lang=zh-tw 

 

 屏東縣政府檢送「2016年屏東縣旅宿體驗活動徵選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77,r2469-1.php?Lang=zh-tw 

 

 康諾保公司辦理「健髮成果分享者」 全國創意行銷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78,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全國語文競賽──客家語朗讀文章」徵稿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79,r2469-1.php?Lang=zh-tw 

 

 靜宜大學辦理第三屆瑪利 MAMA盃「心智障礙應用 APP校園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80,r2469-1.php?Lang=zh-tw 

 

 「2016年亞洲青年男子 U20排球錦標賽」志工招募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096,r2469-1.php?Lang=zh-tw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第八屆學生赴大陸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140,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一屆青年領袖外交事務研習營即將於本年度 7 月 27 日至 7月 29 日，於外交部外交

及國際事務學院展開，於外交部外交及國際事務學院展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3144,r2469-1.php?Lang=zh-tw 

 

 金門大學辦理「金門學概論特色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077,r2469-1. php?Lang=zh-tw 

 

 輔仁大學舉辦「全國性職涯發展平台──職涯工作坊」，敬邀各位教職員參與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03118,r565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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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經核准進入校區之機車，請遵守相關規定，違者取締受罰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02458,r51-1.php 

 

 國立清華大學各系所 105 年原電度分配及目標電度(試算) 

參考網址：http://general.web.nthu.edu.tw/files/14-1001-102923,r24-1.php?Lang=zh-tw 

 

 配合「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本校電子公文系統將

實施上傳可編輯之附件檔案為 ODF-CNS15251 格式，請查照轉知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03130,r27-1.php?Lang=zh-tw 

 

 本校三家薪資轉帳銀行及郵局，提供本校教職員工多項薪轉福利及優惠措施，詳如附檔，

請校內同仁及新進同仁多多參考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65258,r47-1.php?Lang=zh-tw 

 

 

 

《研發處》 
 歡迎師生多加利用「原創我挺你」社群粉絲專頁及宣導網站並參與贈獎活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367b2d1-a70b-41b4-95d3-9ec6476b0af9&c=menu041 

 

 國立清華大學學界科專優質專利授權公告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2e8e1a8-4872-460e-9a83-c12a132839a9&c=menu041 

 

 「5月 25 日學界科專專利公開說明會」，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9a690cb-34ab-4e76-9df3-a279d76515e0&c=menu041 

 

 科技部公開徵求「台韓雙邊合作研究計畫」，本校截止時間為 6月 13 日上午 8 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99 

 

 5 月 19日學術午餐討論會【談精準醫藥時代的緩和安寧、安樂死與器官捐贈】，歡迎踴

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3-1679-10107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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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2C)-SPARK Taiwan &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5月 27 日臨床試驗之申請、審查與進行，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87-1679-1903.php?Lang=zh-tw 

 

 科技部徵求 106 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構想書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1141 

 

 「民進黨新政府的挑戰與政策」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102420,r4068-1.php?Lang=zh-tw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敬邀參加「2016 SEMICON RUSSIA 俄羅斯電子設備產業參訪團」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bb06f46-c176-43b8-a93e-073c64dc0b7b&c=menu041 

 

 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高等教育人力躍升培訓及媒合平臺」媒合服務分區說明會，請學

校教師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7c34d80-241e-432c-b653-9ed0eb722e3a&c=menu041 

 

 【SPARK 計畫──研究倫理辦公室教育訓練課程】5月 27日「臨床試驗之申請、審查與

再進行」，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aspx?c=menu041 

 

 6 月 1日，科技人文講座五：智慧型機器人──明日世界 ING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3-1008-101558.php 

 

 

 

《全球事務處》 
 貝里斯大學「區域語文中心」獎學金自即日起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29&lang=big5 

 

 中國人民大學 2016 年「兩岸學子，彩虹計畫」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0&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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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徵求與中歐五國(捷克、保加利亞、匈牙利、波蘭、斯洛伐克)國家科學院雙邊合

作計畫人員交流 PPP 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2&lang=big5 

 

 Community and Technological Camp (CommTECH) Highlight 2016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8&lang=big5 

 

 財團法人中技社 2016在台外籍研究生(含僑生, 陸生與港澳生)企業參訪活動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6&lang=big5 

 

 PhD Summer School 2016 at Kauna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7&lang=big5 

 

 美國留學講座：從臺灣到華大 (From Taiwan to WUST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0&lang=big5 

 

 北京理工大學臺灣學生赴北理暑期電子設計實踐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9&lang=big5 

 

 

 

《圖書館》 
 人社分館──圖像大英：《欽藏英皇全景大典》的英吉利風情演講暨館藏介紹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ex_20160527.htm 

 

 5 月 26日，圖書館第 4期志工招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2015volunteers/ 

 

 

 

《人事室》 
 為落實終身學習，倡導閱讀風氣，本校訂於 5月 18日上午 10 點至 12 點，舉辦「105

年度公務人員指定閱讀專書導讀活動」，歡迎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872,r875-1.php?Lang=zh-tw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2&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6&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7&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4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39&lang=big5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ex_20160527.htm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2015volunteers/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872,r875-1.php?Lang=zh-tw


 

 

 105 年專技高考會計師、不動產估價師、專利師、民間之公證人考試，自 5月 17日起至

5 月 26日下午 5 點止受理網路報名，有意報考之民眾，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730,r875-1.php?Lang=zh-tw 

 

 國安局函以，該局業透過考選部舉辦 105 年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特考，請惠予協助辦理招

考訊息宣導有關事宜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970,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送行政院與考試院於 105年 4月 21日會銜發布施行之「從事研究人員兼職與

技術作價投資事業管理辦法」第 4條修正條文 1份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141,r3174-1.php?Lang=zh-tw 

 

 銓敘部令以，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期間，似宜視為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

服務法）所稱之公務員及該部相關函釋，自 105年 5月 3 日起停止適用用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137,r3174-1.php?Lang=zh-tw 

 

 

 

《環安中心》 
 【宣導】今年度本校垃圾量較去年同期有增加趨勢，務請加強宣導所屬教職員生確實做

好垃圾分類作業 

參考網址：http://nesh.web.nthu.edu.tw/files/14-1021-103150,r129-1.php?Lang=zh-tw 

 

 

 

《工學院》 
 工學院「全球工程師」學生暑期海內外實習第一階段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03018,r3361-1.php?Lang=zh-tw 

 

 【清大材料系】歡迎報名~暑期業界實習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53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730,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970,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141,r3174-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3137,r3174-1.php?Lang=zh-tw
http://nesh.web.nthu.edu.tw/files/14-1021-103150,r129-1.php?Lang=zh-tw
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03018,r3361-1.php?Lang=zh-tw
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53


 

 

《電機資訊學院》 
 「學生國際訪問獎」申請公告──資工系申請期限：9月 19日前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2926,r63-1.php?Lang=zh-tw 

 

 ARM Design Contest 2016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2983,r3304-1.php?Lang=zh-tw 

 

 飛捷文教基金會「Design for Taiwan」設計思考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2984,r3304-1.php?Lang=zh-tw 

 

 2016 1H 中心新秀招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3081,r3304-1.php?Lang=zh-tw 

 

 5G 技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3059,r67-1.php?Lang=zh-tw 

 

 台北經營管理研究院「第十屆台灣大學生赴大陸台商企業研習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03167,r2905-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第六屆兩岸清華研究生學術論壇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00566,r3644-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2016未來地球生態學程」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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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院》 
 5 月 19日、5月 23 日，男籃校隊舉辦「籃球聯盟賽」，體育館二樓(中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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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活動》 

【繆思影展】《晚春》Late Spring  

 

 這裡對「繆思」的定義，是指電影裡讓人印象深刻的男女演員，不

單指觀眾心目中的女神或男神，導演與演員的合作對彼此都留下美好

的經驗，而演員的本質也是導演創作的繆思，我們將於影展期間陸續

介紹這些演員與導演之間的故事。 

說明： 

1. 時 間：5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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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98-98823

,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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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在清華 

 

由清華學院主辦，歡迎本校學生具備樂器演奏或肢體表演能力者參

與。 

說明： 

1. 時 間：5月 18日、5月 23日、5月 31日、6月 7日， 

中午 12點至下午 1點。 

2. 地 點：旺宏館一樓穿堂。 

 

第二屆全國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 

 

 本屆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於 5.27、5.28兩日進行複審，參賽團

隊包括全國大專院校。複審內容除展示組與表演組分組現場競賽之

外，規劃精采跨域示範節目，示範展覽為【訊息變造者．陳怡潔個展】，

自 5月 9日起於藝術中心展覽，並於 5月 27日競賽開幕時作專題演

講；示範表演邀請自由人室內樂團，演出【夢幻巴洛克．維瓦第四季

與沙動畫的跨時空對話】。 

說明： 

1. 時 間：5月 27日、5月 28日。 

2. 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圖書館一樓穿堂。 

3. 報名觀賽：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MBOb2w4ycApwNZ2UgyU

4mw7ctBjRvEC4VpWFt4fPTHY/viewform。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1013

51.php?Lang=zh-tw。 

  

 



 

 

[活動延期公告] 校慶藝文活動《一代斯文》話劇欣賞 

 
 

 

 

 

 

 

 

 

 

 

 

 

 

 

 



 

 

《演講資訊》 

齊柏林的飛行視界 

 

說明： 

1. 講 者：齊柏林導演。 

2. 時 間：5月 18日，晚上 7點。 

3. 地 點：台達館璟德演講廳 。 

4. 參考網址：

http://cge.gec.nthu.edu.tw/news/cge20160518(1).p

df。 

 

 

派對經營者的藝術與科學──淺談班級經營 

 

說明： 

1. 講 者：鍾文宏老師／潮州高中。 

2. 時 間：5月 19日，晚上 6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教育館 310R。 

4. 參考網址：

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299

5,r48-1.php?Lang=zh-tw。 

 

 

「活水講堂」：燃燒你的熱血運動魂──運動行銷與你想的大不同 

說明： 

1. 講 者：高偉凱碩士／University of La Vern MSLM。 

2. 時 間：5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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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的第一個十年：實證經驗與未來發展 

 

說明： 

1. 講 者：黃居正副教授／清大科技法律研究所。 

2. 時 間：5月 27日，上午 10點 10分至下午 1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205 。 

 

「由阿司匹靈看植物中的靈藥」 

 

說明： 

1. 講 者：伍焜玉院士。 

2. 時 間：5月 27日，中午 12點至 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Jfng0sec1HnKoiAxHXsHQ

F_Ni6hPlMQUyaZM9B4bYKE/viewform?c=0&w=1。 

 

 



 

 

【數學系專題演講】Computation, Simulation and Visualization of Pulverizing 

Aircraft Mountain Crashes 

說明： 

1. 講 者：陳鞏 教授／Texas A & M University。 

2. 時 間：5月 16日， 下午 3點 30分至 4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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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數學系專題演講】On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trichartz inequality for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s 

說明： 

1. 講 者：Prof. Shaunglin Shao／Kansas University, USA。 

2. 時 間：5月 16日， 下午 4點 30分至 5點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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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化學系專題演講】Metal–Organic Frameworks：The Needs of Future 

說明： 

1. 講 者：呂光烈教授／中央研究院。 

2. 時 間：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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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sphorus in Sustainable Synthetic Applications 

說明： 

1. 講 者：Prof. Jan Weigand／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resden, Germany。 

2. 時 間：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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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Engineering a Vision for the Blinds 

說明： 

1. 講 者：范龍生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2. 時 間：5月 19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1-1265-9009.php?Lang=zh-tw。 

 

【材料系專題演講】NANOSTRUCTURES FOR FLEXIBLE AND HIGH-PERFORMANCE 

OPTOELECTRONIC DEVICES 

說明： 

1. 講 者：Zhiyong Fan／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SAR, China。 

2. 時 間：5月 17日，下午 3點 10分至 4點 10分。 

3. 地 點：台達館 401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8。 

 

【材料系專題演講】Design of Semiconductor Nanowires for Electronics, Sensors 

and Energy Harvesting 

說明： 

1. 講 者：Johnny C. Ho／Physics and Materials Scienc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時 間：5月 17日，下午 4點 10分至 5點 10分。 

3. 地 點：台達館 401會 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8。 

 

【工工系專題演講】Technology and Policy Options for a Low-Emission Energy 

System in Canada & How to Conduct Original Research in Graduate Studies 

說明： 

1. 講 者：Prof. Keith Hipel。 

2. 時 間：5月 17日，上午 9點 3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901。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3052,r2715-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Cloud Security 

說明： 

1. 講 者：Dr. Shang-Chieh Wu。 

2. 時 間：5月 17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617室。 

4. 參 考 網 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2941,r67-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影像物聯網邁向跨界應用和技術 

說明： 

1. 講 者：陸忠立博士／聯詠科技 iVoT產品事業部  Director。 

2. 時 間：5月 20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 B01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02873,r2629-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從台南維冠大樓倒塌看司法與工程倫理 

說明： 

1. 講 者：金文森教授／朝陽科技大學營建工程學系。 

2. 時 間：5月 27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 B01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02874,r2629-1.php?Lang=zh-tw。 

 

【資應所專題演講】Design for Manufacturability and Reliability in Extreme 

Scaling 

說明： 

1. 講 者： Prof. Bei Yu／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時 間：5月 17日，上午 10點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資電館 447室。 

4. 參 考 網 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02771,r2619-1.php?Lang=zh-tw。 

 

 

 



 

 

【資應所專題演講】Sky is Not the Limit: Semantic-Aware Sky Replacement 

說明： 

1. 講 者： Mr. Yi-Hsuan Tsa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eroed。 

2. 時 間：5月 24日，下午 4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109。 

4.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03121,r2619-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以文案召喚世界──寫給誰看? 

 

說明： 

1. 講 者：李屏瑤老師／小說家，文字工作者。 

2. 時 間：5月 19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509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3139,r11-1.p

hp?Lang=zh-tw。 

 

 

 

 

 

 

 

 



 

 

【外語系專題演講】與當代傳奇林朝緒 進入仲夏夜之夢 

 

說明： 

1. 講 者：林朝緒老師。 

2. 時 間：5月 18日，上午 10點至 11點。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A202 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03120,r551

7-1.php?Lang=zh-tw。 

 

 

【哲學所專題演講】體的解構與再結構──布希亞《消費社會》 

 

說明： 

1. 講 者：林薰香副教授／東海大學哲學系。 

2. 時 間：5月 25日，下午 3點 1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A306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03068,

r4275-1.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台語唱片的黃金年代 

 

說明： 

1. 講 者：陳明章／知名唱片收藏家。 

2. 時 間：5月 16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第二綜合大樓 105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48#。 

 

 

【台文所專題演講】「王默人周安儀文學講座」：從哪吒到玄奘 

 

說明： 

1. 講 者：蔡明亮導演。 

2. 時 間：5月 19日，下午 2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小劇場(大講堂)。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650#。 

 

 



 

 

【醫科系專題演講】肺癌：不同角度再探索 

 

說明： 

1. 講 者：梁勝鎧醫師／臺大醫院新竹分院胸腔科。 

2. 時 間：5月 18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生科二館 R213。 

4. 參考網址：

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103057,r386-

1.php?Lang=zh-tw。 

 

 

【科管所專題演講】技術商品化實作-系列演講：創業家演講（二） 

說明： 

1. 講 者：吳佩殷總經理／正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時 間：5月 20日，下午 2點 1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台積館 120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79SCof82R0CiShts48vJZuvqzDF_HpA_dEGHHJcs5U/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