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攬才不遺餘力 總統科學獎三位 清華奪兩席 
 九月初總統府公布「總統科學獎」得獎名單，本年度獲獎者

共三位，國立清華大學即勇奪兩席，獲獎者為生命科學院榮譽

講座教授伍焜玉院士及人類所所長黃樹民院士。總統科學獎是

我國科學界最崇高的獎項，獲獎實屬不易。為分享這份的榮耀，

清華大學於十月七日舉辦慶祝茶會。 

 賀陳弘校長表示，總統科學獎是學術榮譽的桂冠，今年三位

得獎人清華居其二，顯現清華的學術影響力非常強大。清華大

學的人文社會科學與生命科學，發展各約三十年、二十年，在

這短短的發展時間內，便奪得臺灣的學術桂冠，表示清華研究

環境，足以灌溉研究種籽長成豐碩的果實。 

 「生命科學組」獲獎者伍焜玉院士是血液腫瘤研究的權威，

他表示，在國外從事研究 40年後，被延攬回台 10年，對臺灣

生物醫學有一些貢獻而且被總統科學獎委員會認同，感到很光

榮、很榮幸。 

 伍院士指出，身為臨床醫師，最感欣慰的事就是能夠很快讓

研究成果應用到病患身上，例如早期所從事的研究發現，血小

板與心血管疾病的關係，以及發現阿斯匹靈能降低心血管疾病

風險等，這些發現都很重要，也很有成就感。他也提到，臺灣

的醫學科學研究近 15年發展很快，有些實驗室毫無疑問地在

國際上很有競爭力，例如江安世院長的實驗室。但他也要呼籲，

整個環境氛圍仍屬保守，建議可以往更大膽的方向邁進，在應

用醫學或農學方面，做出臺灣專屬的原創性研究。 

 總統科學獎自 2001年開始頒發，14年來黃樹民院士是第三

位「社會科學組」得獎者，可見在其他學門的強烈競爭下，社

會科學組獲獎相當不易。 

 黃樹民院士表示，相較於美國，臺灣的研究環境相對友善。

很感謝中央研究院李遠哲院長與翁啟惠院長給予極大的包容，

讓他盡情做喜歡的研究，也感謝賀陳弘校長給予機會，讓他甫

從中研院退休，馬上就到清華任職，持續喜愛的學術工作。 

 31年前黃樹民院士曾經到廈門島的一個村莊進行田野調查，

當時正值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農村剛從公社轉型為鄉鎮。在島

上停留七個月，拍下大量幻燈片。1989年黃院士以在此研究的

資料寫成一本書 The Spiral Road: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 Through the Eyes of A Village Leader ，

之後並出版中文版《林村的故事》。這本著作至今仍是美國的

中國社會研究課程中一本重要教科書。 

 今年 2月黃院士返回該村莊，給村民播放 31年前拍攝的幻

燈片。住洋房、開跑車的年輕一輩村民莫不大感驚奇，原來他

們的上一輩過著赤腳、種田、拿鐮刀收割稻穗的日子。村民很

興奮，因為他們從未有過這樣的資料，希望以這些資料為基礎，

創建一個博物館，並且也要蒐集、展示過往的生活工具。黃院

士表示，能夠為一座村莊保留歷史，是他從事學術研究三十餘

年，最有成就感的事。 

 談到對於後輩的期許，黃院士指出，研究人類學需要一個人

走出自己的文化，長期、專心投入陌生的文化環境中，這對現

下許多年輕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他希望年輕學者能

夠長時間把自己放在一個環境中，專心研究，也不用盲目追求

流行的題目。 

 總統科學獎的設立，是為了提升臺灣在國際學術界之地位，

並獎勵數理科學、生命科學、社會科學及應用科學領域中，在

國際學術研究上具創新性且貢獻卓著之學者，尤以對臺灣社會

有重大貢獻之基礎學術研究人才為優先獎勵對象。每兩年頒發

一次，本年度預定於年底舉行頒獎典禮，每位獲獎人將由總統

親自頒發獎狀、獎座及獎金新臺幣 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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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焜玉院士。 黃樹民院士。 

 

 

 

賀 工工系葉維彰教授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工業工程獎章(學術貢獻類) 

  

賀 科管所謝佩珊(指導教授：林福仁)、孫禎罄(指導教授：張元杰)，工工系許佑維、

傅秀婷(指導教授：林則孟)榮獲溫世仁服務科學論文獎 

  

 

 

《秘書處》 
 【代發教師會活動通知】10 月 16日，於名人堂舉行「第七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第 2次

校長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secretary.web.nthu.edu.tw/files/13-1160-93553.php?Lang=zh-tw 

 

 【性平會】敬邀參加 2015 女性影展-清華巡迴第一場【給兒子的備忘錄】10 月 22 日下

午 3點 30分-人社院 C411 教室 

參考網址：https://mail.google.com/mail/u/0/#inbox/15046329cdc8d1a4 

 

 

 

《教務處》 
 9月 30日「清大與竹教大恢復合校籌備工作公聽會」紀錄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93513,r1504-1.php?Lang=zh-tw 

 

 圖書館基礎科目課業輔導課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551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2VjcmV0YXJ5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TYwLTkzNTUzLnBocD9MYW5nPXpoLXR3&b=DGHEBW/c%d1023775663016063/vfghy/26099523493096/DFGBB140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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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2VuY29t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NC0xMDk5LTkxNzM4LHI4MDUtMS5waHA/TGFuZz16aC10dw==&b=DGHEFW/c%d1023775662016064/vfghy/26099521525836/DFGBB14056-16
https://mail.google.com/mail/u/0/#inbox/15046329cdc8d1a4
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93513,r150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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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04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開課於即日起至 10月 23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94,r3455-1.php?Lang=zh-tw 

 

 大學校院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學生畢業後申請在臺實習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Details.aspx?id=GL000516 

 

 內政部辦理 104 年大專校院在學役男申請於大學第一、第二學年暑假接受二階段常備兵

役軍事訓練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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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齋(與仁齋間) 一臺鍋爐嚴重漏水，該鍋爐已損壞無法修護，必須重新採購更換，目

前仍有一臺鍋爐可供應熱水，若熱水供應不及，請同學至另一側盥洗，造成不便尚請見

諒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93302,r2223-1.php?Lang=zh-tw 

 

 諮商中心【限量燙金裝飾畫：手作紙課程】，10月 21 日晚上 6 點 30分至 8點 30分，帶

您玩弄紙創意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1811.php 

 

 諮商中心系列電影【我和條子的 700 天戰爭】，10 月 13日晚上 6點 30 分，邀您看電癮，

現場還有義工與您同樂分享唷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91805.php 

 

 104學年新生家長座談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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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資訊月──第九屆彩繪機殼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263,r2469-1.php?Lang=zh-tw 

 

 轉知教育部「青年從事校外志願服務活動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363,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金車教育基金會志工培訓計畫，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365,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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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學年度運動舞蹈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474,r2469-1.php?Lang=zh-tw 

 

 台灣俚語 Youtube 創意影片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475,r2469-1.php?Lang=zh-tw 

 

 愛上安心騎──自行車生活禮儀與安全騎乘指南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476,r2469-1.php?Lang=zh-tw 

 

 第五屆少年拍──影音敘事人才培力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477,r2469-1.php?Lang=zh-tw 

 

 「感動 99 綻。微光」全國影片校園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478,r2469-1.php?Lang=zh-tw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志工招募說明會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08,r2469-1.php?Lang=zh-tw 

 

 「2015面山教育與救難機制國際論壇」活動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09,r2469-1.php?Lang=zh-tw 

 

 221世界母語日創意概念影片徵選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20,r2469-1.php?Lang=zh-tw 

 

 「2015第二屆金映獎創意短片競賽《回味》」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21,r2469-1.php?Lang=zh-tw 

 

 朝陽科技大學辦理「2015 全國賣吶炬達人創新行銷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25,r2469-1.php?Lang=zh-tw 

 

 勤益科技大學舉辦「2015 年愛寶盃智慧機器人全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29,r2469-1.php?Lang=zh-tw 

 

 嘉南藥理大學舉辦「2015 全國兒童教玩具競賽暨應用研習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31,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辦理「桃園市旅外大專院校學生聯合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3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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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東吳凌耀盃羽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41,r2469-1.php?Lang=zh-tw 

 

 聖約翰科技大學「2015全國觀光盃自遊台灣遊程規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45,r2469-1.php?Lang=zh-tw 

 

 康寧大學第一屆北區康寧盃銳劍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44,r2469-1.php?Lang=zh-tw 

 

 輔英盃全國大專院校排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43,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辦理「2015 全國大專院校行銷贏家模擬決策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47,r2469-1.php?Lang=zh-tw 

 

 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會「2015 第五屆三好校園共識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49,r2469-1.php?Lang=zh-tw 

 

 政治大學「服務產業專業經理人的必修四堂課」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50,r2469-1.php?Lang=zh-tw 

 

 中國青年救國團──中華民國 105年青年獎章授獎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51,r2469-1.php?Lang=zh-tw 

 

 中央研究院「104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52,r2469-1.php?Lang=zh-tw 

 

 臺灣燈會國內表演團體徵選原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54,r2469-1.php?Lang=zh-tw 

 

 莎貝莉娜台灣旅遊瘋手作文創旅遊故事創意四格漫畫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55,r2469-1.php?Lang=zh-tw 

 

 假日表演藝術──藝起來中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57,r2469-1.php?Lang=zh-tw 

 

 2015年永安石斑魚節──「永安印記」攝影比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93559,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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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合辦「1025臺灣光復檔案展」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93333,r27-1.php?Lang=zh-tw 

 

 11月 4日辦理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教育訓練 

參考網址：http://edoc.web.nthu.edu.tw/files/14-1208-93522,r11-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10月 24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93483,r127-1.php?Lang=zh-tw 

 

 北大門(即日起至 10 月 15 日)交通管制訊息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92258,r51-1.php?Lang=zh-tw 

 

 10月 21 日開放腳踏車認養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93445,r51-1.php?Lang=zh-tw 

 

 

 

《研發處》 
 104年度 THOR緊急應變演練公告 

參考網址：http://thor.web.nthu.edu.tw/files/14-1028-93306,r56-1.php?Lang=zh-tw 

 

 C. S. Wu Science Award 吳健雄學術基金會 2016 年第 9 屆「台灣傑出女性科學家獎」、

「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及「孟粹珠獎學金」開放甄選，本年度遴選「生命科學領域」

的傑出女性科學家，受理申請自即日起至 11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2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之「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徵求案(11月 10

日止)，請踴躍參加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3 

 

 105年「補助期刊編輯費用」申請案，自 10月 20 日起至 11 月 10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509 

 

 科技部人文司《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6 卷 4期內容已上線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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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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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人文司公告 104年度「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人員」申請案，

請詳閱公告內容，並請協助於第二期申請 11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034 

 

 

 

《全球事務處》 
 哈佛燕京學社獎助計畫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27&lang=big5 

 

 Summer Course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Static and Dynamic Analysis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32&lang=big5 

 

 UIUC Summer Program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31&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法國里昂第一大學續簽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30&lang=big5 

 

 英國文化協會 2015 British Council IELTS 雅思秋季巡迴教育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129&lang=big5 

 

 德國德勒斯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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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8&lang=big5 

 

 

 

《計通中心》 
 「東院架空纜線汰舊換新」作業施工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93487,r79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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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歡迎報名參加文化部「公有文創資產授權推廣計畫」管理機關徵選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6 

 

 圖書館閱報區位置暫時調整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5 

 

 歡迎參加「整個城市，就是我的許願池──華藝中文電子書系列抽獎活動」，好禮超多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3 

 

 「你好清大人：清華新鮮人書展」即日起至 10月 27日 主題書展@知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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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西文圖書閱選活動】即日起至 10月 14 日，地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川堂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3 

 

 新增試用資料庫「BBC寰宇知識教育影片庫」、「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及「大公報」3

種，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人事室》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辦理各類藝術之課程推廣，參與之學員可登入公務人員時數，部分

課程可登入教師研習時數，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3399,r875-1.php?Lang=zh-tw 

 

 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104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報

名簡章及相關事宜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3406,r875-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為推薦長期參與人權、公益或弱勢議題之法學、社會學、管理

學或其他專門學識之學者專家為該會第 5 屆董事被推薦(舉)人，請本校協助轉知及推薦

相關人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3492,r875-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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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文官學院為推動終身學習並建立書香社會，謹訂於 10月 20日晚上 7點至 9點，辦

理「每月一書」導讀會，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3401,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第 15屆「公教杯」全國軍公教人員國際標準

舞友誼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3292,r2506-1.php?Lang=zh-tw 

 

 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轉衛生福利部為推動公務人員肥胖防治政策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93301,r2506-1.php?Lang=zh-tw 

 

 

 

《主計室》 
 本室於 10月 14 日、15日辦理計畫類(A、B、J、H)經費報銷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93275,r1160-1.php?Lang=zh-tw 

 

 

 

《工學院》 
 經濟部工業局主辦跨界超越競賽，敬邀師生共襄盛舉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93239,r3361-1.php?Lang=zh-tw 

 

 敬邀參加「2016 JIMTOF 大學生見學團」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93287,r3361-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104學年度第五屆清華大學資工系大學部最佳專題獎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3360,r64-1.php?Lang=zh-tw 

 

 104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 CPE 檢定報名表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3297,r6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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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度電資院獎助學生赴明尼蘇達大學交換申請自即日起至 10月 23日止，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踴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3295,r64-1.php?Lang=zh-tw 

 

 Tufts University 招生訊息，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報名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3293,r64-1.php?Lang=zh-tw 

 

 2015全國跨領域智慧電子應用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3423,r3304-1.php?Lang=zh-tw 

 

 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短期留學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93245,r58-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104年全校運動會教職員工大隊接力指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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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全校運動會報名即日起至 11 月 2 日，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組隊參加英語團闖關競賽，高額獎金等著你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13 

 

 語言中心英語學習諮詢預約系統已開啟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15 

 

 2015秋季新制競寫辦法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628 

 

 104學年度不分系課業輔導開課資訊 

參考網址：http://st.web.nthu.edu.tw/files/14-1884-93271,r3381-1.php 

 

 105學年度第一次實習分發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93276,r4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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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ll 2015 學術英文簡報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17 

 

 清華大學多益(TOEIC)校園團測報名(即日起至 11 月 10日止)：歡迎全校學生教職員踴

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app/news.php?Sn=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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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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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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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教育與學習實務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彭森明／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2. 時 間：10月 15日，下午 1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圖書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93369,r400-1.php。  

 

科技人文系列講座二──醫療與健康照護是 IC產業的救兵嗎 

說明： 

1. 主 持 人：吳誠文副校長／清華大學。 

2. 與 談 人：王堯弘醫師／台大醫學系、呂建德／台中市社會局局長、鄭桂忠／清大電機系教授、郭博昭／陽明大學腦科學

研究所教授。  

3. 時 間：10月 13日，晚上 6點至 9點。 

4. 地 點：清大蘇格貓底咖啡屋。 

5.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92867,r273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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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Equiangular lines and spherical designs 

說明： 

1. 講 者：Prof. Wei-Hsuan Yu(俞韋亘)／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19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4F Lectute Room B。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88。  

 

【化學系專題演講】Structures and Chiralities in Thiolato-Bridged 

Coordination System 

說明： 

1. 講 者：Prof. Takumi Konno／Osaka University, Japan 。 

2. 時 間：10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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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ualization, Biodistribution and Cargo Delivery of 

Extracellular Vesicles 

說明： 

1. 講 者：賴品光教授／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2. 時 間：10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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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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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系專題演講】35 Years of Magnetic Heterostructures 

說明： 

1. 講 者：Ivan K. Schuller。 

2. 時 間：10月 12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3. 地 點：台達館 B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yeRxIZca5FlsgKSwJCewCfHP5UPKUULfLr2sqcPMZ2Y/edit。 

 

【工工系專題演講】多階規劃與我的相關研究工作 

說明： 

1. 講 者：溫于平教授／清華大學工工系。 

2. 時 間：10月 14日，下午 2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107。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93535,r2715-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Architectural-Level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of On-Chip 

Networks and Caches. 

說明： 

1. 講 者：李濬屹教授／清大資工系。 

2. 時 間：10月 14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93338,r67-1.php?Lang=zh-tw。 

 

【電機系專題演講】Domain Adapt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Visual 

Classification 

說明： 

1. 講 者：王鈺強博士／中研院資創中心副主任。 

2. 時 間：10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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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30-93255,r2629-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Use Machine Learning to Crunch Big Data 

說明： 

1. 講 者：李育杰教授／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2. 時 間：10月 16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2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bin/hom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