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李偉德捐逾億 「綠皮綠骨」清華綠能大樓正式啟用 

 在校友李偉德的慷慨捐助下，本校綠能大樓 4月 24日落成

啟用，它不僅是棟節能減碳的綠建築，內部的研究及實驗室也

將開發下一世代的綠能技術，包括高效能電池、及利用太陽能

來充電的無線充電器等，堪稱一棟「綠皮綠骨」的大樓。 

 由校友李偉德捐資逾新台幣一億元建造的「李存敏館(綠色

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是本校在台建校一甲子以來，首棟

以個人名義捐建的大樓，也創下歷屆清大校友以個人名義的最

大筆捐款紀錄。 

 22日記者會中，賀陳弘校長表示，李學長以個人名義捐贈這

個建築物，難能可貴，也見證清華校友愛校更勝於愛家；李學

長指定建選低碳綠能大樓，回應社會重大議題，格外有意義。 

 李偉德學長表示，回報母校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他希望拋磚

引玉，讓社會各界回饋更多。他回憶父母當年顛沛流離，把孩

子從山東帶到台灣，他感謝父母的恩典，所以把這棟建築物依

父親的名字命名為「李存敏館」。 

 綠能大樓自 2014 年動土，去年底興建完成，為本校第六棟

綠建築。「希望該大樓成為有生命的建築，啟發學生的思想與

學習。」這是捐資者李偉德博士的期許，他希望綠能大樓可為

校園師生建置一個開放無界的半戶外交流平台，藉由引入自然

景觀，賦予傳統封閉獨立的研究室嶄新的生命力。 

 建築師張清華表示，綠能大樓強調低碳能源精神與永續開放

意象，結合綠能研究、教學實驗與學生活動。「考量地球自轉

與日照的方位，外層擴張網在東西向採用較高密度的設計。」

白色擴張網兼具遮陽、通風與美觀，能有效減低日照的熱輻射

量，在不減損室內照度的情況下，可節省 70%的空調能源。 

 張清華表示，綠能大樓的設計充分利用空間高度的概念，以 

風的動線串聯內外公共空間，在夏季時利用自然風對流減少冷

氣之消耗量。將來在館中更會增加一個由工科系自行設計的節

能管理系統，希望令工科館與綠能大樓每年省下約 1百萬元的

電費。 

 原科院曾繁根院長說，綠能大樓主要提供原子科學院本部、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院學士班、以及工程與系統科學系等

單位共用，從事最先進太陽能、氫能與核能等低碳綠色能源的

教學、研究、以及師生活動的空間。 

 這些先進研究包括：工科系半導體研究團隊與台積電合作開

發下個世代 10奈米低壓元件，將可使手機電池使用時間增加 1

倍以上；工科系太陽能研究團隊開發以太陽能為能源之無線充

電系統，未來可攜式 3C 產品可隨時隨地利用太陽能充電；研

發高效能重組式燃料電池，具有極高的能量密度，透過快速簡

便的甲醇充填程序，即可提供行動裝置一天以上的電力，非常

適合整合太陽能儲能系統。 

 李偉德為清大核子工程系第二屆校友，1969年畢業後即前往

美國求學，1975年取得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核子工程博士學位。

他畢業後，先在美國通用電氣公司核能部門身居要職，再自行

創業，從事建築開發等工作。2011年更以其在業界的卓越成就，

獲頒清大「傑出校友」。 

 李博士素來深受其父親李存敏先生的訓誨，兢兢業業，勤勉

不懈，尤其對其父親「武訓興學」的夙願，更是念茲在茲，謹

記不忘。在 2010年 5月捐出鉅資，興建「李存敏館(綠色低碳

能源教學研究大樓)」，以回饋母校，使後學者能夠擁有更佳的

學習資源與環境。同時為了紀念父親，他將該大樓命名為「李

存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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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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存敏館(綠色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 

 
由左至右分別為麗明營造劉叔綱總經理、原科院曾繁根院長、賀陳弘

校長、李偉德校友、張清華建築師、李敏主秘。 
  

 

 

 清華簡訊資料多蒐羅自各單位網頁，如有遺漏請多包涵。也歡迎有訊息刊

登需求的單位，每週四中午前提供資訊至 nthunews@my.nthu.edu.tw，資

料審核通過後即刊登於下週一簡訊。  

 

 

 

賀 簡禎富教授研究團隊執行台積電的產學合作計畫所衍生之研究成果和論文榮獲 

IEEE Transactions o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2015 年最佳論文獎 

  

賀 資工系陳聿廣同學榮獲 2016 TSIA博士研究生半導體獎(指導教授：張世杰) 

  

賀 電子所楊偉臣同學榮獲 2016 TSIA博士研究生半導體獎(指導教授：鄭克勇) 

  

賀 資工系學生詹易衡、張可人獲第十三屆育秀盃創意獎軟體應用銀獎(指導教授：王浩

全) 

  

賀 資工系博士生呂嘉維、歐家欣榮獲演算法學會最佳博士論文獎(指導教授：李家同、

唐傳義、盧錦隆) 

  

賀 工科系高啟豪同學榮獲台灣熱管理協會 2016 年度技術成果發表會最佳論文(指導教

授：林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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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口袋名單不嫌多，無涯學海任遨遊！清大【OCW App】上線囉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45 

 

 台聯大國際學生華語文演講比賽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206690636010808/ 

 

 中原大學舉辦「專業倫理」個案競賽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1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教學精進系列交流」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14 

 

 國立陽明大學舉辦成果發表會「理性與感性：科學與人文的二重奏」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12 

 

 萬能科技大學舉辦 105萬能盃全國英語網路自拍秀比賽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09 

 

 國立交通大學舉辦「MOOC 課程設計及 office mix 教學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08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舉辦全國精油皂手作創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08 

 

 弘光科技大學開設磨課師線上課程「護理史」及「嬰幼兒繪本賞析與閱讀」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3 

 

 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學會辦理「卓越教學品質研討暨專業學門教育認證授證典禮」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2 

 

 中原大學舉辦「104-2產業學院學程博覽會 」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1 

 

 國立臺灣大學舉辦「為何教學需要翻轉？FACULTY+推廣大會」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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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光大學辦理「自主學習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719 

 

 

 

《學務處》 
 105 學年度「旭日獎學金」申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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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六次齋長會議記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1-1159-10717-1.php?Lang=zh-tw 

 

 轉知衛生福利部公告最新民眾版心肺復甦術參考指引摘要表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2221,r1204-1.php?Lang=zh-tw 

 

 轉知新竹市衛生局 105年「無菸青春活力秀」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2310,r1204-1.php?Lang=zh-tw 

 

 「2016全國大專院校台灣旅遊景點英文解說 DVD製作比賽」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104,r2469-1.php?Lang=zh-tw 

 

 中國文化大學華語中心兒童華語夏令營教師徵選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105,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 105年度市長盃滑輪溜冰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150,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系列線上影音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14,r2469-1.php?Lang=zh-tw 

 

 旺旺公益青年送愛下鄉趣活動──2016年端午濟助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15,r2469-1.php?Lang=zh-tw 

 

 第 6屆新北市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74,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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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75,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 105年「全國語文競賽之閩南語朗讀文章」徵稿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76,r2469-1.php?Lang=zh-tw 

 

 嗡嗡嗡市政小蜜蜂──105 年度暑期市政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77,r2469-1.php?Lang=zh-tw 

 

 第三十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79,r2469-1.php?Lang=zh-tw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比賽日期更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80,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工業節能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82,r2469-1.php?Lang=zh-tw 

 

 105 年暑期青年休閒活動 全國大專康樂輔導人員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85,r2469-1.php?Lang=zh-tw 

 

 應用英語系第六屆【致理盃】英語悅讀魔法比賽-校際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86,r2469-1.php?Lang=zh-tw 

 

 無與倫比的美麗──手語翻譯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89,r2469-1.php?Lang=zh-tw 

 

 國際學生自製船模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92,r2469-1.php?Lang=zh-tw 

 

 兩岸賽──計算機能力與專業英文大賽(北京)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97,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院校數位行銷創新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98,r2469-1.php?Lang=zh-tw 

 

 大仁盃全國大專英語歌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300,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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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仁盃全國大專日語歌唱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299,r2469-1.php?Lang=zh-tw 

 

 「運動社團結合社區可運動空間」推動策略研究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2396,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女生宿舍：雅齋、靜齋、慧齋、文齋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 

說明： 

1. 施工期間：即日起至 9 月 25 日。 

2. 施工廠商：宏國營造有限公司，03-5752586。 

3. 承辦單位：營繕組 魏哲勇，電話：03-5162285。 

4. 緊急通報電話：校警隊 03-5714769、校內直撥 33333。 

5.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02242,r992-1.php。 

 

 5 月服務性及餐廳廠商營業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2295,r127-1.php?Lang=zh-tw 

 

 維護校巴搭乘秩序宣導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2111,r1065-1.php 

 

 轉知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宣導 104 年國稅宣導事項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02202,r47-1.php?Lang=zh-tw 

 

 

 

《研發處》 
 「2016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科技館」，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eb4d80b-0bce-4ac0-9ae6-e22e0145125a&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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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屆國家新創獎」即日起至 7 月 15日止開放學研機構參賽角逐，敬邀優秀研發

團隊踴躍競逐我國生醫創新研發之最高榮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1192 

 

 本校新成立之 Joan and Irwin Jacobs TIX Institute 徵求「產業學者」相關訊息供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2892059-6d9d-4075-8198-9687470a8d75&c=menu041 

 

 本校新成立之 Joan and Irwin Jacobs TIX Institute 徵求「以色列海外實習計畫」相

關訊息供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8c98ad3-8a4a-4a12-9ccd-b93090df4a7c&c=menu041 

 

 科技部 2017年「臺灣－越南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會」即日起至 5月 9日受理

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154 

 

  科技部人文司 106 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發展研究」及「心智科學腦影像研究」等

2 項專題研究計畫， 7月 25日下午 5 點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191 

 

 科技部 105年度開發型(第 3 期)及應用型(第 2期)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6 月 27日

下午 5點前止受理申請(本校截至日)，請加強鼓勵研發防震相關計畫提案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90 

 

 科技部徵求 106 年度「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挑戰」，7月 25 日下午 5點截止

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89 

 

 台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105 年度委託研究案「臺北市政府資料開放作業機制及

有效管理模式之研究」1 案於 5月 10 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93 

 

 生技研發成果技轉與授權實務暨 2016臺北生技獎說明會，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6fd4599-a412-43d4-8e94-436d3094ce55&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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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恆昌 光譜計畫──全國大專院校觀光公益營」提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89,r2469-1.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法國狄德羅巴黎大學(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e Paris Diderot 續簽學術

交流合作備忘錄與交換計畫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8&lang=big5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LSE Excellence Award 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3&lang=big5 

 

 蘭州大學金城書院錄取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4&lang=big5 

 

 2017－2018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獎助計畫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6&lang=big5 

 

  吉林大學第二屆臺灣學生北國風情暑期研習營 (海峽兩岸大學生創客論壇項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5&lang=big5 

 

 華東師範大學「感受江南」暑期課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7&lang=big5 

 

  蘭州大學第三屆海峽兩岸文化遺產友好使者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9&lang=big5 

 

  哈爾濱工業大學第二屆快舟學子夏季學期工科學校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8&lang=big5 

 

 

 

《圖書館》 
 歡迎報名圖書館利用說明會課程，只需短短 60分鐘，讓你成為圖書館達人 

參考網址：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month=5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589,r2469-1.php?Lang=zh-tw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08&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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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9&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318&lang=big5
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month=5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中國數字方志庫」，歡迎多多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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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ites JCR 舊版介面於即日起不再提供服務，歡迎使用新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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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FX 暫停使用公告 (5月 19日至 5 月 20 日暫停使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人社分館於即日起至 5月 13日舉辦主題館藏書展「日治時期臺灣文學作家」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ex_20160418.htm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文訊雜誌知識庫」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udndata.com/ndapp/magol/WsnTrial/Index 

 

 

 

《人事室》 
 欲報名實中國中(小)部、國小部轉學生及幼兒園部缺額遞補之同仁(不含專題計畫約用

人員等相關類別人員)，於 7 月 1日該校公告缺額後，速請於 7月 4日下班前送人事室

彙辦報名手續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267,r875-1.php?Lang=zh-tw 

 

 105年司法官特考及專技律師高考第一試自 5月 3日至 5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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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006,r875-1.php?Lang=zh-tw 

 

 現職機要人員如業經該部依公務人員俸給法施行細則銓敘審定，且迄今所敘俸級仍低於

原公務人員任用資格銓敘審定有案之俸級者，得於 105年 4月 20日起 3 個月內，依該

令規定申請改敘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2409,r87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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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Fun Even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77 

 

 

 

《電機資訊學院》 
 聯詠獎學金申請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2306,r2132-1.php?Lang=zh-tw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HPE) 校園招募學生實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02304,r2905-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民族誌巡迴影展：清大場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02327,r3644-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原子科學院獎勵研究生出國及發表論文細則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102278,r2285-1.php?Lang=zh-tw 

 

 2016 低碳綠能暑期學校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02144,r1602-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核能學會]5月能源永續系列活動──真相剪影──車諾比核災 30 周年紀實

攝影展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02400,r1602-1.php?Lang=zh-tw 

 

 醫環系大學部專題說明會於 5 月 10 日於醫環 110 教室舉辦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02330,r369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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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院》 
 English Corner 議題討論：語言隔閡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47 

 

 104(下)「臺灣產業創新的下一步」通識座談會，將於 5月 11日舉行，邀請您一同參與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news/cge1050511.pdf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禮賢藝刊》創刊號(第一期)徵稿啟事 

參考網址：http://www.art.ncku.edu.tw/journal/callfor-art.html 

 

 即日起至 5月 9 日，校隊進行「足球五人制」，體育館二樓(中場)晚上 8點至 11點暫停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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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至 5月 13日，材料系舉辦「系運會」，體育館二樓(左、中場)中午 12點至下午 1

點 20分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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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日，麒美食品進行「例行球隊練習」，棒球場上午 9點至 11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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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5日、5月 29 日，牙醫師壘球隊進行「例行練習」，棒球場上午 8 點至 9 點暫停開

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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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愛的萬物論 

愛情，能否有公式計算出一套最完美的答案，你和我，注定適合，不會分開？ 

經歷了風風雨雨，你會選擇多年陪在你身邊的，還是意外出現的那一個？ 

如何跨越愛的挑戰，克服困境，找到關於那些愛情裡你想知道的…… 

在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與他第一任太太的故事中~ 

或許你會有更多的發現！ 

 

說明： 

1. 時 間：5月 12日，晚上 6點 30分。 

2. 地 點：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889

4.php。 

 

 

【繆思影展】《計程車司機》Taxi D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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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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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8屆金穗獎入圍暨電影短片輔導金成果影展】 

 

 清大藝術中心每年參與由國家電影中心主辦的【金穗獎入圍暨電影

短片輔導金成果影展】巡迴，影展結合金穗獎入圍作品，與電影短片

輔導金的得獎作品。放映內容包含劇情片、動畫片、紀錄片、實驗片。

今年創作題材多元，包括族群意識、多元性別、政治議題，到娛樂導

向的青春戀愛物語或是驚悚鬼魅類型等等。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5月 7日，每天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88

25,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專利經驗分享座談會 

說明： 

1. 講 者：童迎祥博士。 

2. 時 間：5月 6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創新育成中心(南大門)R119 多功能廳。 

4.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a16bc6b-2745-4203-b256-38e910c21c22&c=menu041。 

 

 

 

 



 

 

【文化與學習講座】學習相愛與相處 

 

說明： 

1. 講 者：沈瓊桃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2. 時 間：5月 5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教育館 225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102157,r400-1.ph

p。 

 

 

 

 

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 

 

說明： 

1. 講 者：陳淑玫／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 

2. 時 間：5月 10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總圖書館 1F 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8215,r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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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Traveling waves of interface equations 

說明： 

1. 講 者：Prof. Hirokazu Ninomiya／Meiji University。 

2. 時 間：5月 9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1點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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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數學系專題演講】Stability of Boundary Layer Solutions of 

Poisson-Nernst-Planck Systems 

說明： 

1. 講 者：謝佳佑博士／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 

2. 時 間：5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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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化學系專題演講】Pencils, Paper and Movie Discs: Curious Minds and Materials 

Discoveries 

說明： 

1. 講 者：Prof. Jiaxing Huang／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2. 時 間：5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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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所專題演講】 Connecting dusty starburst galaxies and proto galaxy 

clusters: a case study at z=2 

說明： 

1. 講 者：Chao-Ling Hung。 

2. 時 間：5月 4日，中午 12點 20分至 12點 45分。 

3. 地 點：綜二 R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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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所專題演講】 Zodiacal Exoplanets in Time: how planetary systems evolve 

from infancy to maturity 

說明： 

1. 講 者：Andrew Mann。 

2. 時 間：5月 4日，中午 12點 45分至下午 1點 10分。 

3. 地 點：綜二 R521。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astr.nthu.edu.tw/bin/home.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操控 X光？談奈米科技如何解決此難題 

說明： 

1. 講 者：張傑 博士／SLAC National Accelerator Laboratory, Menlo Park, CA。 

2. 時 間：5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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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ously Integrated Nanoelectronics 

說明： 

1. 講 者：謝嘉民組長／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 

2. 時 間：5月 3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台達館 B09。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4。 

 

 



 

 

【材料系專題演講】Implant Product for Semiconductor 

說明： 

1. 講 者：孫學立 產品處長／Applied Materials。 

2. 時 間：5月 3日，下午 3點 20分至 6點 20分。 

3. 地 點：台達館 璟德講堂。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4。 

 

【材料系專題演講】無線通訊陶瓷元件 

說明： 

1. 講 者：簡朝和教授／清華大學材料系。 

2. 時 間：5月 6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台達館 璟德講堂。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44。 

 

【資應所專題演講】Signal Processing Architectures and VLSI for 

Energy-Efficient Intelligent Visual Perception System 

說明： 

1. 講 者： Professor Fei  Qiao／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2. 時 間：5月 4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台達館 105室。 

4. 參 考 網 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02220,r2619-1.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寬闊，文字與文學開展的文創故事 

 

說明： 

1. 講 者：陳世憲。 

2. 時 間：5月 11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0分。 

3. 地 點：綜一館 233遠距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

nt&id=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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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科系專題演講】細菌感染之分子機制－鮑氏不動桿菌感染及壞死性筋膜炎的分

子致病機轉 

 

說明： 

1. 講 者：林明鋒醫師／台大醫院竹東分院。 

2. 時 間：5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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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85-102308,r386

-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