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傑出校友陳守信院士榮獲國際結晶學聯合會吉尼爾獎 

 為表彰本校傑出校友陳守信院士在小角度散射

(Small-Angle Scattering, SAS)領域之傑出貢獻與終身成就，

國際結晶學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Crystallography, 

IUCr)日前宣布現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核子科學與工程系榮譽

教授的陳院士榮獲國際結晶學聯合會 2015年吉尼爾獎

(Guinier prize)。 

 陳守信院士於今年 9月 17日於德國柏林舉辦的「2015年國

際小角度散射會議」(SAS-2015)進行得獎專題演講，並於同日

晚宴接受國際結晶學聯合會小角度散射分組主席 Prof. Jill 

Trewhella 及 SAS-2015會議主席 Prof. Peter Frazel 共同頒

獎。 

 小角度散射為研究具奈米尺度結構物質的最主要方法之一，

廣泛的用於膠體(colloid) 、高分子材料、生物材料(蛋白質、

DNA及細胞膜) 、奈米粒子等等研究。小角度散射技術最早由

法國物理學家吉尼爾在 1938年開始發展，因此國際結晶學聯

合會自 2002年設立吉尼爾獎，以資紀念其貢獻。吉尼爾獎為

小角度散射領域最高學術榮譽獎項，此獎項每三年一次在國際

小角度散射會議頒發給在小角度散射研究領域上，有重大突破

或傑出貢獻或終生成就的學者。 

 Prof. Trewhella 在陳院士得獎專題演講時稱讚陳院士同時

兼具了此三項得獎標準，並詳細介紹陳院士的研究貢獻，包括

在 50多年的研究生涯，對於小角度散射應用於軟物質的研究，

做出許多原創性的貢獻，開創了小角度散射應用於膠體、微乳

液等複雜流體(complex fluids) 的研究，另外也在近彈性散

射(quasi-elastic scattering) 研究上作出許多貢獻，並著

有超過 450篇論文，專書多本，及訓練出超過 45位的博士生，

其中有許多位在世界各處從事小角度散射的教學及研究，影響

深遠。 

 陳守信院士為 1956年清華在台復校成立的原子科學研究所

第一屆招收的研究生，1958年畢業後考取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

署獎學金赴美留學，取得美國密西根大學核子科學系碩士及加

拿大 McMaster大學物理系博士，其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為日後

因發展中子散射的貢獻獲得諾貝爾獎的 Prof. B. N. 

Brockhouse。 

 陳院士因其對發展及推動中子散射的貢獻，獲獎無數，包括

2006年發現水的第二個低溫臨界點 200K，因而於 2008年榮獲

美洲中子散射學會所頒贈的最高學術榮譽克利福得夏爾獎

（Clifford G. Shull Prize）。陳院士為本校傑出校友(2006)

及榮譽講座教授，長期擔任原子科學院諮詢工作，並捐款成立

「陳守信中子科學講座」，協助本校推動中子及同步輻射 X光

應用發展及人才培育，常回到清華進行學術活動，對本校貢獻

良多。 

 吉尼爾獎頒獎典禮網址連結：

http://www.iucr.org/news/notices/announcements/2015_g

uinier_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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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守信院士榮獲國際結晶學聯合會 2015年吉尼爾獎。 陳守信院士與IUCr 小角度散射分組主席Jill Trewhella教授(左一) 

及主持人 M. Gradzielski教授(右一)在得獎演講後合影。 

 

 

 

 

 

賀 材料系陳柏宇教授、工工系張國浩教授、奈微所鄭兆珉教授榮獲科技部 104年「吳

大猷先生紀念獎」 

  

賀 資工系邱俊嘉、羅逸翔同學及李潤容副研究員、朱宏國教授榮獲 2015 Pacific 

Graphics “Best Paper Award”  

  

賀 台文所紀宛蓉、陳玟蓁同學獲得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傑出碩士論文獎 

  

賀 科管所洪宇軒同學榮獲 2015 亞太電子琴社會組銀賞 

  

 

 

《教務處》 
 國立中央大學舉辦「ZUVIO 雲端即時反饋系統推廣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52 

 

 104 學年度上學期線上課輔開課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65 

 

 輔仁大學「磨課師課程說明會」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64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52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65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64


 

 

 

 輔仁大學舉辦「104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教學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63 

 

 逢甲大學磨課師(MOOCs)線上開放課程「併軌──發現社會企業 」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6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舉辦未來教室講座及教學科技應用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6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磨課師線上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60 

 

 中華大學區域教學計畫之電影欣賞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58 

 

 明新科技大學辦理「教師教學知能提升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57 

 

 中原大學磨課師 MOOCs線上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56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舉辦「104 年度自行車 C級領隊證照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53 

 

 

 

《學務處》 
 校園緊急救護教育訓練公告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3685,r2337-1.php?Lang=zh-tw 

 

 各齋舍公共區域無線網路建置工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3864,r2223-1.php?Lang=zh-tw 

 

 

 新進人員一般體格檢查 Q&A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3607,r120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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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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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56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553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3685,r2337-1.php?Lang=zh-tw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3864,r222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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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職勞工一般健康檢查 Q&A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3606,r1204-1.php?Lang=zh-tw 

 

 清齋頂樓基地台業者裝機工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3674,r2223-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劍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72,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壘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73,r2469-1.php?Lang=zh-tw 

 

 104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74,r2469-1.php?Lang=zh-tw 

 

 輔英科技大學學生社團排球社辦理「全國大專校院系際盃排球錦標」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601,r2469-1.php?Lang=zh-tw 

 

 弘光科技大學辦理「104 年臺灣技優護理師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602,r2469-1.php?Lang=zh-tw 

 

 菊輝資訊科技文教基金會辦理「公益旅遊行程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604,r2469-1.php?Lang=zh-tw 

 

 輔仁大學學生社團劍道社舉辦「第 24屆輔大盃劍道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605,r2469-1.php?Lang=zh-tw 

 

 「104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書法類決賽 

參考網址：http://web.arte.gov.tw/nsac/rules.aspx 

 

 「2016高雄獎」徵件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06,r2469-1.php?Lang=zh-tw 

 

 「尋找永安最佳拍攝點」之照片徵集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07,r2469-1.php?Lang=zh-tw 

 

 「醫療觀光與餐飲人才培育資源共享計畫」丙級美容證照輔導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08,r2469-1.php?Lang=zh-tw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93606,r120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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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60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605,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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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08,r2469-1.php?Lang=zh-tw


 

 

 

 發現台灣鄉村之美攝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09,r2469-1.php?Lang=zh-tw 

 

 成功大學辦理「2015 年秋季全民台語認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12,r2469-1.php?Lang=zh-tw 

 

 明新科技大學辦理「2015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13,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辦理「2015 全國大專智慧型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14,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辦理「放大想像，桃園可以不一樣──創意無限大」徵件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15,r2469-1.php?Lang=zh-tw 

 

 智慧 IN！盜版 OUT！──第六屆靜宜大專盃全國英文四格漫畫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16,r2469-1. php?Lang=zh-tw 

 

 醒吾科技大學辦理「2015 全國大專院校三創行銷企劃競賽(第四屆)」 

參考網址：http://md.hwu.edu.tw/files/14-1020-30986,r11-1.php?Lang=zh-tw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休閒產業與健康促進系執行 104年度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將於 12

月 9日辦理「休閒健康主題旅遊行程設計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43,r2469-1.php?Lang=zh-tw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與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及台灣工業機器人協會合辦「2016

年(第 11 屆)工業機器人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44,r2469-1.php?Lang=zh-tw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舉辦「休閒健康主題旅遊行程設計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45,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撞球聯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51,r2469-1.php?Lang=zh-tw 

 

 「2015邁向無暴力」V－Men路跑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6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0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1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1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14,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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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16,r2469-1.php?Lang=zh-tw
http://md.hwu.edu.tw/files/14-1020-30986,r11-1.php?Lang=zh-tw
http://md.hwu.edu.tw/files/14-1020-30986,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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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舉辦偏鄉教育媒合平臺──公益廣告徵選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68,r2469-1.php?Lang=zh-tw 

 

 大華科技大學辦理「2015 新竹縣野薑花創意餐飲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90,r2469-1.php?Lang=zh-tw 

 

 總統教育獎主題歌曲創作甄選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00,r2469-1.php?Lang=zh-tw 

 

 等你來 show大戲院微電影徵件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03,r2469-1.php?Lang=zh-tw 

 

 「2015紀錄片行動列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04,r2469-1.php?Lang=zh-tw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圓夢計畫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43,r2469-1.php?Lang=zh-tw 

 

 三峽教會建築空間創意設計學生競圖及展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44,r2469-1.php?Lang=zh-tw 

 

 2016 台灣燈會在桃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46,r2469-1.php?Lang=zh-tw 

 

 2015 年校際投資模擬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47,r2469-1.php?Lang=zh-tw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48,r2469-1.php?Lang=zh-tw 

 

 國際活躍老化平衡防跌指導員證照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52,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校院 3D網路商店創新經營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53,r2469-1.php?Lang=zh-tw 

 

 「2016年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及「BAP 國際電腦技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85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768,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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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配合全校污水納管工程，即日起至 11月 14日調整垃圾清運停車點通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3620,r127-1.php?Lang=zh-tw 

 

 北大門(即日起至 11 月 4 日)交通管制訊息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93655,r51-1.php?Lang=zh-tw 

 

 檔案管理局舉辦「我 eye 檔案樂活情報，歡慶 100 獎 100」網路活動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93782,r27-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10月 28日於物理館與蒙民偉樓間道路封閉，請配合改道 

說明： 

1. 施 工 廠 商：宏國營造有限公司，電話：03-5752586。 

2. 校內承辦單位：營繕組魏哲勇，電話：03-5162285。 

3. 緊急通報電話：校警隊，電話：03-5714769／校內直撥 33333。 

4. 參 考 網 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93808,r992-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11月 4日於醫輔大樓至教育館區域道路封閉，請配合改道 

說明： 

1. 施 工 廠 商：宏國營造有限公，電話：03-5752586。 

2. 校內承辦單位：營繕組魏哲勇，電話：03-5162285。 

3. 緊急通報電話：校警隊，電話：03-5714769／校內直撥 33333。 

4. 參 考 網 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93568,r992-1.php?Lang=zh-tw。 

 

 

 

《研發處》 
 誼騰動力 2015 技術論壇，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f9dab67-8dc7-48aa-ab29-ccdc1c7263bd&c=menu04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2015專利侵權鑑定實務研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7484f90-d950-4b0f-b803-77b862b8f97b&c=menu041 

 中研院國內院士季會第 48 次會議邀請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發表專題演講，歡迎踴躍參

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5 

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3620,r127-1.php?Lang=zh-tw
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93655,r51-1.php?Lang=zh-tw
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93782,r27-1.php?Lang=zh-tw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f9dab67-8dc7-48aa-ab29-ccdc1c7263bd&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7484f90-d950-4b0f-b803-77b862b8f97b&c=menu041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5


 

 

 

 「中台灣產業創新論壇」，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f3e4088-79f3-48d7-bf71-bf97c17c0e28&c=menu041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國立清華大學補助單位及教師聘用博士後研究人員」，即日起至

11 月 16 日止受理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09 

 

 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如期至科技部網站線上繳交報告(7月 31 日結束之計畫，

請於 10 月 31日前繳交成果報告)，請各單位定期清查所屬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報告繳

交情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6 

 

 科技部公告 105 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研究議題及申請方式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41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促進糾紛解決替代機制發展補助」，即日起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8 

 

 日本經濟新聞社第 21屆「日經亞洲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7 

 

 104 年度本校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停辦說明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9 

 

 【SPARK 計畫教育訓練課程】11月 6 日「醫療器材法規實務」，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21e1849-38f2-4553-bc91-e51607538c2e&c=menu041 

 

 萌芽中心課程~閉鎖型公司法修正與新創公司募資(3hr)，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1dd90ae-228f-4939-9d13-00cef4d65fbd&c=menu041 

 

 

 正覺教育基金會「認識藏傳佛教」研究計畫申請即日起至 12 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42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f3e4088-79f3-48d7-bf71-bf97c17c0e28&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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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5 日，104年度國立臺灣大學暨北區聯盟研究倫理教育訓練(二)，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3-1679-93839.php?Lang=zh-tw 

 

 智財課程「營業秘密法簡介」，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2aebfc5-561b-41e3-9870-561e9dd837c7&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2016－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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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雙邊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33&lang=big5 

 

 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來臺蹲點計畫(TEEP)」執行分享說明會，歡迎教職員踴躍報名參

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34&lang=big5 

 

 Tulane University’s Ph.D. program in French Studies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36&lang=big5 

 

  新加坡國立大學交換學生計畫說明會，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35&lang=big5 

 

 2015 歐洲教育展波蘭館訊息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37&lang=big5 

 

 

 

《計通中心》 
  整合型網站管理平台基礎班及行動版 M化教育訓練 

參考網址：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epage_2015-10-27 

 

 歡迎本校同學踴躍報名參加「第六屆簡報達人頂尖新秀爭霸戰之決戰 2016世界盃」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9370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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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將於 10月 22日在台北市長藝文沙龍官邸舉辦「2015詹宏志科技饗宴」，

歡迎本校資訊主管、教師、相關業務人員撥冗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93845,r240-1.php?Lang=zh-tw 

 

 

《圖書館》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劍橋區域研究檔案」，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dlib.eastview.com/browse/books/1670?searchLink=%2Fsearch%2Fsimple 

 

 研究方法工作坊，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goo.gl/forms/D94ev5Xzxb  

 

 歡迎報名參加免費 NEW TOEIC 模擬測驗──Easy test 學習測驗平台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4rEiEv2ZmnksUcgNSyCjc1Rq-sMm1Ubdh2ih0OZJnDA/viewform 

 

 

 

《工學院》 
 工學院學士班 Coaching Program 業界教練領航計畫師生相見歡活動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93851,r772-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秋季月涵學堂：繪本故事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93579,r11-1.php?Lang=zh-tw 

 

 104 學年度歷史研究所蕭啟慶院士獎學金獲獎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93673,r3414-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93642,r1860-1.php?Lang=zh-tw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93845,r240-1.php?Lang=zh-tw
http://goo.gl/forms/D94ev5Xz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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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院》 
 游泳池退費公告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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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1 日聯詠科技舉行「棒球隊練習」，棒球場晚上 7 點至 9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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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2 日台積電進行「運動會賽前練習」，田徑場下午 1點至晚上 6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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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3 日羽球校隊進行「清大 VS成大友誼賽」，羽球館全場晚上 8點至 10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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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4 日排球校隊舉辦「清大排球校友盃賽」，體育館二樓(全場)上午 8點至晚上 6

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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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清大陸聯會舉辦「清交陸生羽球賽」，羽球場部份場地及時段暫

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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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資工系舉辦「資訊工程盃賽」活動，部份場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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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日至 11 月 9 日西院網球場進行「室內面漆劃線工程」，網球場(室內全場)上午 6

點 30分至晚上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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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縫合微塵】陳建蓉個展 

 縫合法是一個水彩技法，指以每個單獨暈染而成的小區塊組合成一個畫面。色塊之間所留下若有似無的細線，如同跨界表演藝

術與視覺藝術，在兩個領域的創作上，緊守美感與獨創性， Walking on the thin line。 牡丹系列運用了類似縫合法的技巧，

每片花瓣各自描繪完成後，組成一幅完整的作品。在劇場的設計《李白夢杜甫》作品中，使用這系列作品-盛唐夢，創造出獨特的

詩意氛圍，繪畫與多媒體彼此緊扣著。本次展覽除了從劇照重溫演出的情況，並展出原作。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0月 28日。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9

1612,r11-1.php?Lang=zh-tw。 

 

 

| 書展選片 | 練習曲(單車環島日誌練習曲)Island Etude 

 「有些事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 

 為了避免日後後悔，或是再沒有機會旅行，即將大學畢業的聽障學生明相向學校請假，騎上單車，開始以高雄為起點的單車旅

行。明相的旅行線路正好是逆風向，一路上借宿、騎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旅行的過程中，明相遇到了一群追夢的電影

拍攝者；來自立陶宛的年輕女模特兒；即將退休的小學女教師；海邊遊玩的一家四口；一群討生活的失業女工……在沿途陌生人

的幫助下，明相最終完成了環島的旅行，回到了家。 

說明： 

1. 導 演：陳懷恩。 

2. 放映時間：10月 20日，中午 12點／10月 21日晚上７點。 

3. 地 點：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ridge.lib.nthu.edu.tw/reading/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156。 

 

 

 



 

 

女性影展【給兒子的備忘錄 Memo to My Son】 

 這個女人厭惡家庭生活。她的先生有時對她怒吼、有時為她接送，她的兒子親暱她、也霸佔她。我們一直看不清楚她的全貌，

那些局部鏡頭，讓她看起來有點像電視新聞裡的受暴婦女。在她那支離破碎的生活裡，她的身體被肢解，在裡面還能創作，還能

摸貓。除此之外，她只能不斷複述那些生硬的情緒。這部片記錄了那份生硬，也凝視著壓抑之重。只不過，當生活稱不上真正悲

慘，女人又該如何傾訴悲慘的感受？ 

 

說明： 

1. 放映時間：10月 2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20分。 

2. 地 點：人社院 C411教室。 

3. 映後講師：沈秀華教授。 

4. 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91738

,r805-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補救教學的運作機制與診斷報告的教學應用 

 

說明： 

1. 講 者：高淑芳教授／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

系。 

2. 時 間：10月 21日，晚上 6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教育館 311R。 

4. 參考網址：

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93250,r48-1.p

hp?Lang=zh-tw。 

 

 



 

 

頂尖科研、醫療與人文的對話──台灣的挑戰 

 

說明： 

1. 講 者：江安世院士／清大生科院院長，陳耀昌教授／台大醫學

院名譽教授。 

2. 時 間：10月 29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3633,r2733-1.ph

p?Lang=zh-tw。 

 

 

研討會──歷史與教育：從高中歷史課綱爭議談起 

 

說明： 

1.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1點至 3點 20分／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2. 地 點：第二綜合大樓 8樓會議廳。 

3.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nbZ_ajO4zytP2gyj8QUcU2G_

n-wLc16eeqpndQGzHyU/viewform?c=0&w=1。 

4. 參考網址：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93690,r4068-1.php?La

ng=zh-tw。 

 



 

 

玩幽默登上人氣王 

說明： 

1. 講 者：林祺堂老師。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1點至 3點。 

3. 地 點：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1814.php。  

 

Semiconductors: What’s Next? 

說明： 

1. 講 者：Dr. Aart de Geus／Synopsys CEO。  

2. 時 間：10月 20日，上午 10點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演講廳(B01)。 

4.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93253,r69-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Dicyanobenzene-, Diphosphine-, and N-Heterocyclic 

Carbene-Bridged EFe3Cu2(E = S, Se, Te) Complexes: Synthesis, Transformation, 

Semiconductivity, and Catalysis 

說明： 

1. 講 者：Prof. 謝明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2. 時 間：10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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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synopsys.com/Company/PressRoom/Documents/Bio/AartdeGeusBio-2014.pdf


 

 

【化學系專題演講】Mass spectrometry-based biomarker verification - 

Multiplexed quantification of biomarkers through targeted proteomics for 

translational medicine 

說明： 

1. 講 者：Prof. Yi-Ting Chen 陳怡婷／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系。 

2. 時 間：10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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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專題演講】創新與實作在高等教育的體現 

說明： 

1. 講 者：詹魁元教授／台灣大學 創新設計學院/機械系。 

2. 時 間：10月 21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701。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3787,r2715-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Frontiers of Ultrasound and Photoacoustic Imaging 

說明： 

1. 講 者：Prof. Roger Zemp／Dep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Alberta。 

2. 時 間：10月 21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台達館 919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3718,r2629-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How to Improve Your Capability of Science Research Writing 

說明： 

1. 講 者：陳豐彥助理教授／清大材料系。 

2. 時 間：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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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30-93584,r2629-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