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與竹教大跨領域交流 科技藝術迸發無限想像 

 促進清華大學與新竹教育大學的交流，清華大學二十餘位教

職員 3月 25日前往竹教大參加「跨領域經驗分享座談會」。竹

教大老師依藝術、體育、教育等領域一一分享研究與推廣成果，

並提出未來可能與清華合作的研發方向，參與活動的清華教師

也給予回饋。之後，在主人的引領之下，作客的清華教職員參

觀竹教大校園，進一步認識佳鄰。 

 領隊參觀竹教大的清華副校長吳誠文說，因為電機系與竹教

大交流較少，在此之前從未來拜訪過竹教大校園，倒是因為兩

校的音樂交流而有初步的接觸。 

 新竹教育大學副校長林紀慧表示，這次由竹教大各院介紹院

系特色，期待透過互動、對話以增進瞭解。 

 新竹教育大學擁有教育學院、理學院、人文社會與藝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本於師範，跨越文教，特別在藝術推展與運動

技術研發擁有亮眼的成果。身兼金工藝術家的藝術與設計系副

教授江怡瑩指出，藝設系的前身是美勞教育系，轉型成藝設系

後著重於「創作」與「設計」兩方面，連續 8年參加「新一代

設計展」，獲獎連連。創意落實實踐的教育方向，也讓學生更

容易與產業連結。 

 音樂系教授蘇郁惠專長是指揮與教育研究，也鑽研音樂演奏

者健康促進，她表示，音樂與心理、社會、健康都能有所連結，

音樂與科技的結合可以解決人類身心靈的問題。 

 竹教大體育系不僅培育出許多優秀運動員，對運動器材科技

研發也充滿企圖心，專長在運動生物力學的體育系教授邱文信

說，希望朝材料學、人因科技方面發展，讓運動器材研發有更

穩固的基礎。 

 華德福教育研究發展中心主任成虹飛與環境與文化資源系 

主任陳鸞鳳，介紹已推廣 10年的華德福教育，以及著重在地

文化連結的環境社會教育。成虹飛特別強調竹教大對於臺灣實

驗教育的影響力，他說，華德福教育重視生命韻律與大自然的

配合，在藝術、音樂、農耕活動的陶冶下，培育擁有自信與創

造力的孩子。竹教大推廣華德福教育 10年有成，是一顆美好

的珍珠。 

 清華副校長周懷樸表示，從竹教大教師的分享中，看到許多

跨領域合作的可能性。他特別提到，清華是華德福教育的受益

者，因為從拾穗計畫招收進來的學生中，有些便來自於實驗教

育所培育出的特殊才能學生。 

 清華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副教授王福年說，音樂與大腦神

經科學的結合會是有趣的發展。清華教務長戴念華則提到，校

內的認知與心智科學中心正朝向藝術治療方向發展，相信也有

跨領域合作的機會。 

 在熱烈討論後，清華教職員漫步竹教大校園中，也參觀了正

在進行中的 A3計畫交流展，這是竹教大以及日本上越教育大

學藝術學系共同舉辦，參展作品皆為 A3尺寸，以巡迴展出的

方式，促進臺灣與日本兩地藝術校系間的彼此交流。 

 竹教大校園內還有一個美麗的場所：澤’ZE文創實習商店。

名字源自於知名水彩畫家也同時是前竹教大教授李澤藩。此處

展覽販售竹教大師生所創作的獨一無二藝術商品，要將文化藝

術推展至生活的每個角落。 

 在座談中，竹教大藝設系江怡瑩引用愛因斯坦說的話：「邏

輯可以帶你從 A到 B，但是想像力可以帶你恣意遨遊。」清華

副校長周懷樸也以此話為這次活動作結，跨領域合作可以帶來

無限的想像，相信也能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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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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教育大學學生為清華的訪客介紹A3計畫交流展作品。 新竹教育大學副校長林紀慧（站立者）簡介學校特色。 

 

 

 

賀 生科院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劉姿吟助理教授論文獲刊登於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 

  

賀 工工系瞿志行教授、學生黃柏源獲得中華民國專利，案件名稱：「擴充實境中基於深 

度攝影機之遮蔽效果優化方法」 

  

賀 工工系廖慧容博士生 EEI 課程研究成果(授課老師：張瑞芬教授、指導教授：侯建良

教授)獲 TAIT/WIC 2016 Best Paper Award」 

  

賀 工工系大四張筱青、張凱茵、張欣怡於 3 月 19日以其工工專題成果(指導教授：王

明揚教授)參加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榮獲大學生組第一名 

  

 

 

《秘書處》 
 4 月 23日，清琴音樂會，限時開放免費索票中 

參考網址：http://dud.web.nthu.edu.tw/files/87-1675-1870.php?Lang=zh-tw 

 

 

 

《教務處》 
 清華磨課師 NTHU MOOCs 粉絲團來啦 

參考網址：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general/home/announceInfo/75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HVk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Njc1LTE4NzAucGhwP0xhbmc9emgtdHc=&b=DGHEEW/c%d1023785062016063/vfghy/26108921524201/DFGBB14056-17
http://dud.web.nthu.edu.tw/files/87-1675-1870.php?Lang=zh-tw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general/home/announceInfo/75


 

 

 [轉知]交通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作業及時程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01371,r219-1.php 

 

 [轉知]陽明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逕修讀博士學位申請作業及時程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01372,r219-1.php 

 

 亞洲大學舉辦「創新教學新境界－亞洲大學暨中國醫藥大學 磨課師課程成果分享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93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活動講座」第二第三場次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92 

 

 國立政治大學外語學院北區大學外文中心辦理「磨課師教學經驗分享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90 

 

 慈濟大學辦理磨課師推廣活動「單元設計－製作如何吸引學生的破冰影片拍攝實務工作

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89 

 

 樹德科技大學磨課師開立四門新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88 

 

 

 

《學務處》 
 3 月失物招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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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諮商中心臉書按讚分享抽好禮活動 PART2，美食、咖啡券等你拿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8913.php 

 

 國立清華大學 104學年度下學期「新生複檢及 B型肝炎疫苗注射」暨「教職員工生眷優

惠健檢」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7825,r1204-1.php?Lang=zh-tw 

 

 清華羅浮群「不」藉捐血驗愛滋之愛心捐血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1318,r1204-1.php?Lang=zh-tw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01371,r219-1.php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01372,r219-1.php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93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92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90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89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688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8913.php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7825,r1204-1.php?Lang=zh-tw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01318,r1204-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啦啦隊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83,r2469-1.php?Lang=zh-tw 

 

 MAKE UP FOR EVER TAIWAN 合辦「身體彩繪」研習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86,r2469-1.php?Lang=zh-tw 

 

 海洋文化攝影比賽徵稿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87,r2469-1.php?Lang=zh-tw 

 

 移民署辦理「105年防制人口販運海報設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88,r2469-1.php?Lang=zh-tw 

 

 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學系舉辦「2016全國高中職大專院校攝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89,r2469-1.php?Lang=zh-tw 

 

 「2017中正梅花展－梅花藝事」徵件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90,r2469-1.php?Lang=zh-tw 

 

 沈光文文創家飾設計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91,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市庇護天使工作影像繪畫比賽徵選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92,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啦啦隊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83,r2469-1.php?Lang=zh-tw 

 

 臺灣綜合大學系統舉辦 2016 英語暑期學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348,r2469-1.php?Lang=zh-tw 

 

 水展覽 FE Talks 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395,r2469-1.php?Lang=zh-tw 

 

 第一屆東海盃全國大專院校保齡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396,r2469-1.php?Lang=zh-tw 

 

 探索記憶－發掘消逝的在地故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39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8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86,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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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9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9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28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34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39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39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01397,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國立清華大學食品安全異常通報及處理流程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1333,r127-1.php?Lang=zh-tw 

 

 104 學年度畢業生學位服借用作業通知 

參考網址：http://property.web.nthu.edu.tw/files/14-1024-101362,r52-1.php?Lang=zh-tw 

 

 防空演習通知：4月 18日實施萬安 39號北部演練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01303,r51-1.php 

 

 依行政院推動 ODF-CNS15251 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學校配合公文附檔格式事

項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01376,r27-1.php?Lang=zh-tw 

 

 內政部營建署函為 89年度(含)以前辦理之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利率及 94 年度

(含)以前辦理之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利率，自 3 月 30 日起依規定由原年息 1.277%調

整為年息 1.207%通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01364,r127-1.php?Lang=zh-tw 

 

 敬邀參加：4月 12日「104 年度外僑綜合所得稅申報實務講習會」(此活動核給公務人

員學習時數 2小時)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101390,r47-1.php?Lang=zh-tw 

 

 

 

《研發處》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辦公室遷移公告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52ce66e-9dbc-4a43-9753-7246bb5fd1f6&c=menu041 

 

 清華大學光電研究中心及光電工程研究所將於 4月 28日，舉行林本堅院士學術沙龍，

主題為「清大光電領域發展及未來沙龍話題發想」，歡迎學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限制十

位教師、三位學生) 

參考網址：http://thoric.web.nthu.edu.tw/files/14-1893-101426,r400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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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補助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大學校院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受理申請

(敬請於 5月 23 日下午 5 點前備齊申請文件送研發處)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80 

 

 科技部工程司推動「學研合作 5G產業技術開發專案計畫」自即日起至 5月 17日下午 5

點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79 

 

 【研發成果說明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農業產學合作提案暨研發成果制

度評鑑說明會」，請踴躍參加(4月 15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78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量測中心 105 年度分包研究計畫至 4月 1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77 

 

 科技部人文司徵求 105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旗艦計畫。(請於 4月 13 日，下午 5 點前

填妥校內申請表)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1130 

 

 科技部徵求 106 年度「自由型卓越學研計畫」，請於 4月 14日，下午 5 點前提送一頁校

內構想書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1146 

 

 

 

《全球事務處》 
 中央財經大學台灣大學生北京企業文化行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88&lang=big5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陸港澳交換生家族輔導員徵選(至 5 月 27 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00&lang=big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80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79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78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177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1130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1146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28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00&lang=big5


 

 

《計通中心》 
 【校園授權軟體新增通知】Microsoft Visio 2016 Professional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01278,r240-1.php?Lang=zh-tw 

 

 【校園授權軟體新增通知】Microsoft Project 2016 Professional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01274-1.php?Lang=zh-tw 

 

 【校園授權軟體更新通知】Symantec Endpoint Protection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01277-1.php?Lang=zh-tw 

 

 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教育訓練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1368,r791-1.php?Lang=zh-tw 

 

 

 

《圖書館》 
 「Taylor & Francis 期刊」2016上半年有獎徵答活動開鑼 

參考網址：http://59.120.40.122/signup/tnf/2016spring/FT1.html 

 

 資料庫試用暨有獎徵答──「呷 KMCC配 MARS」開跑囉 

參考網址：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6_KMCC_MARS/index.html 

 

 

 

《人事室》 
 國家文官學院訂於 4 月 22 日舉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觀摩活動」敬邀本校教職員

踴躍報名參加，請轉知所屬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355,r875-1.php?Lang=zh-tw 

 

 105 年科技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教學研究費支給基準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331,r915-1.php 

 

 105 年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基準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330,r915-1.php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01278,r240-1.php?Lang=zh-tw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01274-1.php?Lang=zh-tw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01277-1.php?Lang=zh-tw
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01368,r791-1.php?Lang=zh-tw
http://59.120.40.122/signup/tnf/2016spring/FT1.html
http://www.sris.com.tw/Events/2016_KMCC_MARS/index.html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355,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331,r915-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01330,r915-1.php


 

 

《理學院》 
 國立清華大學「微感測器與致動器產學聯盟」活動邀請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01323,r3361-1.php 

 

 

 

《工學院》 
 動機系暑期海外課程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26 

 

 

 

《電機資訊學院》 
 105 年「朱順一合勤獎學金」及「電資院優秀大三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1408,r2132-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敬邀參加 4月 24日「清大生科院院友回娘家」活動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10 

 

 

 

《科技管理學院》 
 105 年清大科法所實習法庭表演賽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01195,r1828-1.php?Lang=zh-tw 

 

 

 

 

 

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01323,r3361-1.php
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426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1408,r2132-1.php?Lang=zh-tw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10
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01195,r1828-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104 學年度 TOP 潛力教師獎發表流程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1329,r48-1.php?Lang=zh-tw 

 

 105 學年度第二次實習分發說明會來囉~~敬請把握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1335,r48-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繆思影展】《七年之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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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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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1329,r48-1.php?Lang=zh-tw
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01335,r48-1.php?Lang=zh-tw


 

 

校慶系列活動文學音樂劇《少年台灣》 

 《少年台灣》以蔣勳描繪台灣印象的動人同名文學作品為藍本，將其筆下關於「長久生活在土地裡的人的記憶，那些聲音、氣

味、形狀、色彩、光影」，融入舞台呈現，將文字化為戲劇片段與音樂篇章，創作新風格的文學音樂劇，成功轉化純文學作品為表

演藝術。 

 

說明： 

1. 時 間：4月 15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大禮堂(索票入場)。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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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8-101006,r11-1.php?Lang=zh-tw。 

 

 

 

 

模仿遊戲 

意想不到的人，才能成就意想不到的事。 

你可曾經有不被理解的時候， 

你可曾經為了融入人群而改變自己， 

在生命中，你曾堅持著守護過什麼嗎？ 

誰能做到為了守護理想， 

而放棄自身的利益與需求？ 

 

說明： 

1. 時 間：4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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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1-98893.p

hp。 

 

 

 

 

 



 

 

「調和的靈感」－森下幸路＆蘇孟風 小提琴、吉他二重奏 

 

 日本小提琴家森下幸路目前擔任大阪交響樂團首席，台灣知名留法

吉他家蘇孟風為多項國際大賽的得主。兩位音樂家於日本、台灣等地

多次合作演出，皆獲得樂評與觀眾高度讚譽和熱烈的迴響。此次音樂

會將演奏帕格尼尼帶有炫技風格的《協奏風奏鳴曲》，與多位二十世紀

作曲大師融合民族元素創作的樂曲，包括法雅的西班牙民歌集，皮亞

佐拉華麗的阿根廷探戈，與巴爾托克神秘熱情的東歐舞曲。 

說明： 

1. 時 間：4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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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98-98955

,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藝術畫作欣賞之擴增實境悅趣探索設計研究 

說明： 

1. 講 者：廖冠智教授／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所。 

2. 時 間：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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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82-101326,r400-1.php。 

 

 

 

 

 

 

 

 



 

 

毒品、永續農業與文化複製：一個泰北金三角民族誌 

 

說明： 

1. 講 者：黃樹民院士。 

2. 時 間：4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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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wVz7I7dFXlfeJyBvHxJ

ISEMq7kVRMGsS7A4Cn4d3Gg/viewform?c=0&w=1。 

 

 

Public Speaking Workshop: "Develop and Deliver a Great Speech" 

 

說明： 

1. 講 者：林越晨／清華大學經濟系。 

2. 時 間：4月 18日， 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

https://www.facebook.com/nthuclc/photos/a.14152134321

09479.1073741828.1415211325443023/1554106164886871/?t

ype=3&theater。 

 

 

 



 

 

Open data to open innovation 

說明： 

1. 講 者：張維志 先生／opendata.tw 計畫發起人、包元輝 先生／open ncu主要負責人、Tritry Team。 

2. 時 間：4月 19日， 上午 8點 40分至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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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opendata/。 

 

別處學不到的溝通奧秘 

 

說明： 

1. 講 者：郭育志先生。 

2. 時 間：4月 20日， 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教室。 

4. 參考網址 ：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

l&id=10069。 

 

 

放鬆身心之睡好睡滿 

說明： 

1. 講 者：吳家碩 心理師。 

2. 時 間：4月 20日， 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行政大樓 168階梯教室。 

4.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h2_pTRah0Bz8rQMI9J11kWmcPNGwfpMmBGw3rTdvXU/viewform?c=0&w=1。 

5.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8899.php。 

 



 

 

【數學系專題演講】An application of the coalescence theory to branching 

random walks 

說明： 

1. 講 者：洪芷漪／國立中山大學。 

2. 時 間：4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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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數學系專題演講】Chaotic cosine operator functions on groups 

說明： 

1. 講 者：陳中川 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2. 時 間：4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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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化學系專題演講】Science of Synthesis, the only full-text resource for 

evaluated methods in synthetic organic chemistry 

說明： 

1. 講 者：Dr. Marcus White／Scientific Editor Thieme Chemistry。 

2. 時 間：4月 15日， 上午 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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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清大化學博士職場經歷分享 

說明： 

1. 講 者：Dr. 楊鈞耀系友／聯華電子。 

2. 時 間：4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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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Artificial muscles: materials and mechanics 

說明： 

1. 講 者：施文彬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2. 時 間：4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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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專題演講】Decision Making for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s 

說明： 

1. 講 者：陳柏華 博士／國立台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2. 時 間：4月 13日，下午 2點 20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01394,r2715-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TEEN系列講座》與創投有約 

 

說明： 

1. 講 者：廖湘如 女士／清華大學電機 86B、89M。 

2. 時 間：4月 20日，晚上 7點 30至 8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215。 

4. 參考網址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ECc1G1zW8kIMwVQLnMAYz

0Sz0vk0CJq4xOXxH5fUF7I/viewform。 

 

 

 



 

 

【資工系專題演講】機器程式設計師 

說明： 

1. 講 者：葉振忠 執行長／美商西思艾科技(CSI)。 

2. 時 間：4月 13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 B1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01321,r67-1.php?Lang=zh-tw。 

 

【資應所專題演講】Innovation Through Principles 

說明： 

1. 講 者：Prof. Shengdong Zhao／NUS-HCI Lab,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School of Computi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 時 間：4月 13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台達館 1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01365,r2619-1.php?Lang=zh-tw。 

 

【人社院專題演講】時代趨勢下泰雅族語的傳承 

 

說明： 

1. 講 者：達少˙瓦旦／原民電視台記者暨泰雅族語主播。 

2. 時 間：4月 13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205。 

4. 參考網址 ：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01215,r2733-

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異邦想像與美人圖的易代擬態：晚清民初文學與視覺文化的變

遷軌跡 

 

說明： 

1. 講 者：呂文翠／中央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2. 時 間：4月 1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310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1319,r11-1.p

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影格與音軌－電影的詩藝與政治 

 

說明： 

1. 講 者：陳平浩老師／影評人。 

2. 時 間：4月 14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509。 

4. 參考網址 ：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01388,r

11-1.php?Lang=zh-tw。 

 

 

 

 



 

 

【歷史所專題演講】史學、史料和史識 

 

說明： 

1. 講 者：邢義田院士／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 

2. 時 間：4月 13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302。 

4. 參考網址 ：

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01405,r3414

-1.php?Lang=zh-tw。 

 

 

【人類所專題演講】萬用人類學的美麗與哀愁──學位之後的各種可能與形成 

 

說明： 

1. 講 者：錢乃瑜、賴萱珮、邱星崴、魏明毅。 

2. 時 間：4月 13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04。 

4. 參考網址 ：

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101347,r2262-

1.php?Lang=zh-tw。 

 

 



 

 

【服科所專題演講】資訊服務理論與實務講座：大智移雲的創新應用發展 

 

說明： 

1. 講 者：黃正傑博士／鼎新電腦專案辦公室 應用架構師。 

2. 時 間：4月 13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台積館 903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

http://www.iss.nthu.edu.tw/news-and-events/yanjiang413

sanzixunfuwulilunyushiwujiangzuodazhiyiyundechuangxiny

ingyongfaz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