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 15級畢業典禮 重視倫理、擁抱好奇心、秉持運動家精神 邁向成功之道 

本校 15 級畢業典禮於 6 月 13 日舉行，典禮分為研究

所與大學部兩場次，分別邀請政務委員蔡玉玲、信義房

屋董事長周俊吉擔任致詞嘉賓，勉勵即將踏入全新人生

階段的畢業生。今年本校大學部畢業生有 1694 位，碩士

班畢業生 1547 位，博士班 329 位。象徵大學部畢業生最

高榮譽的梅貽琦獎章得主，則有 7 位。 

賀陳弘校長期許畢業生以運動家精神來面對人生，他

表示，所謂的「運動精神」並非「勝者為王、敗者為寇」，

是參賽者確實竭盡了最大的努力，運動員之間相互學習、

相互尊重，「勝不驕、敗不餒」，既不因勝敗論英雄，也

不會因勝敗而屈辱對方。西方文化中的 fair play（公平競

賽）、game rules（遊戲規則）、team work（團隊合作）等

概念都來自「運動」。 

「知其不可而為之」是運動精神的極致。如果一切都

依照事先計算，會贏才去做，人生將失去許多價值、失

去許多奮鬥與驚嘆，成為無意義的日復一日。事實上，

人生並不能事事計算明白，而一定要接受預期和不預期

的挑戰，有承擔風險與責任的勇氣，運動精神越昂揚，

人生的價值越大。 

蔡玉玲政務委員表示，自己的兒子十年前從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學系畢業，不過，他並未從事機械相關工作，

而是創立一個推廣臺灣旅行，可以虛擬實境體驗旅遊的

網站。這並非是大學教育失敗，而是非常成功，因為大

學教育最重要的是教導思考，以及幫助學生找到追求理

想的熱情。蔡委員鼓勵學生順著內心最熱切的渴望，不

用害怕失敗，勇往直前。她特別強調，希望畢業生能夠

擁抱好奇心，好奇心是一股強大的動力，能為人帶來改

變，開拓人生道路。順著你的好奇心走，找到人生的熱

情，然後樂在其中，雖然不一定會因此賺大錢或功成名 

就，但絕對會因此感到最快樂，活得充實精彩。 

信義房屋周俊吉董事長分享自己創業的故事，期勉畢

業生「重視倫理」、「善待主要關係人」，即是邁向成功的

道路。他說，成功是什麼？你賺了錢、升了職，但是不

開心，算成功嗎？你開心賺了錢、升了職，但你身邊的

人不開心，算成功嗎？身邊的人可以指的是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你的客戶等等，跟你關係比較重要的人。 

周董事長指出，他所認知的成功，就是開心達成目標

的時候，重要關係人也跟一樣開心，或者至少得到公平

的對待。自己想成功的時候先幫別人成功，自己想得到

的時候先幫別人得到，這就是「推己及人」，就是兩千多

年前孔老夫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仁人」，而仁者無敵，

成功自然指日可待。他說，「與倫理有約」，其實就等於

「與成功有約」，只要可以愈早找出重要關係人，愈早理

解並滿足他們的需求，讓大家都開心，就能愈早體會成

功的滋味。 

研究所畢業生代表鄭文淇說，在清華求學，盡情遨遊

了這個知識殿堂，同時也學會了謙卑並且學習他人長處。

儘管瞭解研究所的路不如想像中簡單，挫折與考驗是家

常便飯，但是換個角度想，這也是培養能力的最佳時刻。

大學部畢業生代表蘇冠宇與鄭文淇，不約而同以清華校

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與所有畢業生共勉，即使遇

到挫折也要不屈不饒；而待人處事要猶如大地一般的寬

厚，仁慈包容。 

畢業典禮中也頒發象徵大學部畢業生最高榮譽的梅貽

琦獎章予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余佳穎、生醫工程與環境

科學系呂正偉、電機工程學系徐子翔、工程與系統科學

系張語珊、化學工程學系程紹奇、生命科學系馮聖富、

中國文學系楊彗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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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陳弘校長勉勵畢業生以運動家精神面對人生。 

 
清華合唱團同學畢業前一起跟沉思者銅像拍照。 

 

 

 

2015年 TEEC主題年會 賀陳弘校長闡述：「清華君子」使命與要義 

日前，北京清華企業家協會（TEEC）於上海嘉定舉行

主題年會，本校賀陳弘校長應邀參加並發表演說。擁有

深厚國學基礎的賀陳校長，引經據典且妙語如珠；信手

拈來，更題了一副對聯，獻給在座清華人：「煙雨朦朧黃

浦江，風雲叱吒清華人。」，橫批：「自強不息」，贏得滿

場讚嘆與掌聲。 

「這麼多海內外的清華人、清華校友聚集一堂，對任

何一位校長來說都是最值得驕傲與欣喜的。」賀陳校長

說，學生就是學校的產品，把優秀的產品集結展示，豈

不最令人驕傲？尤其，上海交通大學最新兩岸四地大學

排名，前兩名最好的大學都稱為「清華大學」，清華人的

優秀是無庸置疑的。 

賀陳校長表示，參加校長遴選時曾引用《詩經》《大雅》

的一句話作為標題：「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對於一所

百年名校，面對世界和社會情勢的轉變與挑戰，存不存

在新使命?這是他最念茲在茲的。如同明朝大儒黃宗羲所

說「學校，所以養士也」，士就是知識分子，士必使「治

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必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

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學校的使命非常深重，

必須轉移社會風氣，帶領國家社會進步。 

兩岸清華永遠的校長～梅貽琦校長名言：「大學者，非

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家耳熟能詳，這段

話其實是仿《孟子梁惠王》「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在春秋戰國時代，當時不論國界、人民、

甚至君臣都變動迅速，孟子所謂的「祖國」，不是由祖國

的老樹來定義，而是擁有不變的文化傳統和攜帶文化傳

統的知識分子(世臣)。梅校長引而為大學的描述，意喻大

學不應以物質建設來定義，而是以培養大師為依歸，一

切以人為本、以人為價值。 

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是易經描述君子

的樣貌，是中華文化重要精髓，以這樣的君子領導社會，

將使清華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君子在中國傳統文化，是

對照於小人；而君子與小人之辨，即義與利之辨。所以

《論語》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說「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乃至民間諺語亦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有領導

社會的責任，同時必須在心中堅守一種是非和文化的核

心價值。 

北京清華企業家協會（Tsinghua Entrepreneur & Executive 

Club，TEEC）與新竹清華企業家協會（Tsing Hua 

Entrepreneur Network，TEN），秉承「自強不息、厚德載

物」校訓，聯手共築清華人創新創業和資源的舞台，並

將成就實質回饋母校。本次 TEEC 年會，雙方並簽署合

作協議，為母校發展共盡心力，攜手為兩岸清華產學研

發展及學生培育共同努力。 



 

 

 
賀陳校長於 TEEC主題年會發表演講。 

 
賀陳弘校長(圖中)回應企業家校友提問。(圖右：北京清華大學程建

平副校長；圖左：TEEC前任會長方方學長)程建平。 

 

 

 

賀 資工系陳維駿、陳振群、許佑偉、吳岳涵、廖書賢、陳冠宇同學獲 TSCC(全國學生叢

集電腦競賽)冠軍(指導教授：李榮哲、周志遠教授) 

  

賀 資工系郭柏妤、王崴擎、劉厚勤、賴怡文、翁子浩、于子軒同學獲 TSCC(全國學生叢

集電腦競賽)亞軍(指導教授：李榮哲、周志遠教授) 

  

賀 資工系郭柏妤、張凱智、吳姿嫻、鐘隆翔、李青峰同學獲 ASC15(亞洲學生超級計算

機競賽)季軍、應用創新獎(指導教授：李榮哲、周志遠教授) 

  

賀 工工系學生郭亦心、楊育佳、顏嘉良參加 2015全國工業工程與管理大學生專題論文

與技術報告榮獲優勝(指導教授：林則孟教授) 

  

賀 工工系學生曾景暐、賴盈秀、鄭智鴻參加 2015全國工業工程與管理大學生專題論文

與技術報告榮獲優勝(指導教授：黃思皓教授) 

  

賀 工工系學生鄭尚宜、魏妤安、嚴敏誠參加 2015全國工業工程與管理大學生專題論文

與技術報告榮獲佳作(指導教授：黃思皓教授) 

  

賀 電機系碩士班林建呈、林文章同學、學士班李鎧翔同學與交通大學楊耿豪同學榮獲

第十五屆旺宏金矽獎優勝獎(指導教授：張孟凡、陳添福教授) 

  

賀 電機系博士班周廷奕、張光漢同學、碩士班王彥堯同學與電子所唐振庭同學榮獲第

十五屆旺宏金矽獎優勝獎(指導教授：鄭桂忠副教授) 

  



 

 

賀 電機系博士班陳信智同學榮獲 ICPE 2015-ECCE Asia - Best Paper Award: 3rd 

Prize(指導教授：鄭博泰教授) 

  

 

 

《教務處》 
 新制競寫初賽賽程含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98 

 

 玄奘大學舉行「教育部建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公聽會 」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67 

 

 華梵大學辦理「教師教學實務升等經驗分享」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65 

 

 弘光科技大學辦理「教與學」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70 

 

 僑光科技大學舉辦「教學實務升等的規劃與準備分享座談會」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74 

 

 

 

《學務處》 
 104年度暑期行李暫放辦法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8831,r1538-1.php 

 

 郵局返鄉包裹服務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9027,r1538-1.php 

 

 放棄 104 學年度床位辦法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8974,r153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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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7日文、靜、慧、雅等四齋進行年度及 5月份消防缺失改善工程 

說明： 

1. 現場負責人：楊先生 0988210581。 

2. 參 考 網 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9118,r2223-1.php。 

 

 「社會探險隊」開放報名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778,r2469-1.php 

 

 台北世界青年領袖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799,r2469-1.php 

 

 「『愛』迪生到校服務」公益學習活動第二階段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14,r2469-1.php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辦理「社團經營師第 10期認證學分教師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15,r2469-1.php 

 

 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辦理「第六屆原住民青少年獵人文化生活體驗營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17,r2469-1.php 

 

 中興大學創新產業推廣學院辦理大學生「創新 x創 YA聚樂營」營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16,r2469-1.php 

 

 逢甲大學辦理「Quantum GIS 地理資訊研習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18,r2469-1.php 

 

 「桃園市 104年補助辦理青年職涯發展及創業主題活動計畫」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53,r2469-1.php 

 

 打狗鳳邑文學獎徵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54,r2469-1.php 

 

 中華民國兒童教育推廣協會辦理「2015玩科學、組積木、變魔術」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55,r2469-1.php 

 

 青年發展署「104年公共事務青年人才培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56,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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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發展署「104年補助青年實踐國際壯舉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57,r2469-1.php 

 

 南華大學辦理「台灣生命第一屆殯葬文化創意展」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58,r2469-1.php 

 

 建國科技大學「社團經營師第 19期認證學分學生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59,r2469-1.php 

 

 旅外救助宣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60,r2469-1.php 

 

 靜宜大學外語教學中心舉辦「2015 IELTS 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62,r2469-1.php 

 

 第五屆全國桌上遊戲大專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69,r2469-1.php 

 

 第十一屆政大盃橋藝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70,r2469-1.php 

 

 大跑步計畫登錄系統「跑步大撲滿」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901,r2469-1.php 

 

 通用矽酮第三屆矽膠創意應用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886,r2469-1.php 

 

 新竹市 104年度市長盃自由車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972,r2469-1.php 

 

 青年發展署辦理「104年青年政策論壇──地方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980,r2469-1.php 

 

 104年教育部辦理「跨文化大使講座」，波蘭駐臺代表 Maciej Gaca (梅西亞)博士以「從

哥白尼到辛波絲卡──波蘭國家資產輸出之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981,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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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商業大學辦理 2015 兩岸大學生「國際貿易與商務」專題國內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8983,r2469-1.php 

 

 「2015亞洲藝術雙年展」志工招募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9009,r2469-1.php 

 

 104年度新竹縣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親子趣味競賽~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9013,r2469-1.php 

 

 

 

《總務處》 
 水木書苑暑假營業時間調整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8973,r127-1.php 

 

 6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報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8776,r127-1.php 

 

 清理屋頂、落水孔及周圍管溝通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9076,r127-1.php 

 

 化學館及工一館週邊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即日起至 6月 30日) 

說明： 

1. 施工廠商：宏國營造有限公司 03-5752586。 

2. 承辦單位：營繕組 魏哲勇 03-5162285。 

3.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88871,r992-1.php。 

 

 

 

《研發處》 
 公司設立實務與法規～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77718f1-ea4b-46ac-aa14-2e3ada49f664&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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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學界科專研發成果運用規範說明會」相關訊息供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5249ab8-5444-4209-a44f-c29304261b8c&c=menu041 

 

 【紫牛戰隊】決賽 CM DEMO DAY，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06b875b-9048-48a1-a646-5c8fa593e883&c=menu041 

 

 第十二屆國家新創獎自即日起至 7月 15 日受理申請，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bc140b3-838e-4b22-a6bb-00317cbd88d2&c=menu041 

 

 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5年度 Horizon 2020 先期規劃計畫，校內 9月 23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70 

 

 醫療器材開發產學合作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eb76a3a-8dea-4ad3-997c-da26046b539b&c=menu041 

 

 科技部「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第 2次徵求自即日起至 7月 28 日下午

6點止受理申請(本校截止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72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案之申請至 7 月 6 日截

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71 

 

 科技部補助 105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國內訪問研究計畫 7月 24日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76 

 

 「103年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訂於 7月 17日假劍潭海外青年活

動中心教學大樓舉行，歡迎有興趣者參閱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73 

 

 科技部與經濟部共同推動 105 年度「能源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自即日起公開徵求

計畫構想書，至 7月 7日下午 5點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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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29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倫理治理中心舉辦「研究倫理工作坊(三)」，敬請踴躍

報名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88991,r3516-1.php 

 

 亞太區仿生系統與醫療輔具夏季研習營 8 月 24日至 8月 31日在東華大學舉行 

參考網址：http://biopro2015.ee.nthu.edu.tw/static?target=home 

 

 

 

《全球事務處》 
 蘭州大學 2015 海峽兩岸大學生文化遺產傳承教育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67&lang=big5 

 

 有關國內學校與大陸地區學校締約合作應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66&lang=big5 

 

 清華建築與清華文化兩岸大學生主題交流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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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lang=big5 

 

 

 

《計通中心》 
 用戶服務區 6月 20 日關閉一天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88764-1.php?Lang=zh-tw 

 

 

 

《圖書館》 
 「G檔案──性別光譜」即日起至 7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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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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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 7月 9 日至 8月 16日圖書館於竹北縣史館舉辦之「東亞百年巨變：甲午戰爭、

乙未抗日紀念文物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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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9日至 6 月 21 日端午節連假總圖書館與各分館服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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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投票了嗎？2015臺灣十大非去不可圖書館大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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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103年度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決算業已公告於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網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8715,r875-1.php 

 

 

 

《主計室》 
 「因公赴國外出差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費率表」已修正(104 年 5 月 1日至 105 年 4

月 30日止適用)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88726,r1160-1.php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經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核實施要點」第三點，自即日起生效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88728,r1160-1.php 

 

 

 

《工學院》 
 IPE暑期自我提升規劃構想與實踐競賽及海外研修獎學金結果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88757,r772-1.php 

 

 104學年度逆風教育助學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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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實驗室環安衛管理人實務教育訓練及在職安全衛生訓練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88864,r1494-1.php 

 

 

 

《電機資訊學院》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103學年度青年論文獎推薦申請作業(7 月 22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88756,c3670-1.php 

 

 

 

《人文社會學院》 
 思想種子營計畫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8793,r4275-1.php 

 

 心理哲學──暑假讀書會，7 月 15日起，共四次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8979,r4275-1.php 

 

 

 

《原子科學院》 
 核工所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邀請陳春生大法官開授「NES 511000 原子能法專題」，歡迎

全校同學選修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news/news.php?Sn=482 

 

 

 

《科技管理學院》 
 104學年度科技管理學院暨各單位 5 月份電子報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88601,r185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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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教會》 
 端午節連續假期，體育場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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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館將進行場地維修，場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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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高壓變電站年度保養檢測，各運動場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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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4年度教職員工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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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與警世】林珮淳個展 

 

林珮淳教授所主持的「數位藝術實驗室」於 2001年成立於國立台

灣藝術大學多媒體動畫藝術研究所 (2011年將改名為新媒體藝術

所)，企圖整合校內外資源，以課程、展覽、表演、工作坊、研討會、

國際交流與競賽等方式，鼓勵學生投入數位藝術的研究與實驗創作，

透過多元的數位媒材與手法如電腦動畫、錄像藝術、互動裝置藝術、

網路藝術、新媒體公共藝術、互動多媒體舞蹈之跨領域創作等進行實

驗創作，提出具時代性的數位美學與創作觀，成為台灣數位藝術領域

重要的實驗室之一，本實驗室的成就也收錄於葉謹睿的「數位藝術美

學」、林珮淳「台灣數位藝術 e檔案」、邱誌勇「關鍵論述與在地實踐：

在地脈絡化下的新媒體藝術」以及王柏偉「新媒體展演藝術創意構想

及其與文化內涵之關係研究」等。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6月 17日。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3

9,r11-1.php。 

 

【那百分之一的白色名】李瑾怡個展 

 

那百分之一的白色名 

是這次展覽名稱 

意思是我用一百分的白 

去襯托那很重比例的藍綠 

然後 畫布有了自己空間 

有了自己的名字 

它說風景如何不怎重要 

重要的是你學會了走下一步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6月 24日。 

2. 地 點：旺宏館藝術創意空間。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1

9,r11-1.php。 



 

 

【書藝．殊異】郭家彤個展 

 

蘇軾之書論有云「楷如立，行如趨，草如奔。」 

宋徽宗的傲骨、王羲之的豪邁、褚遂良的典雅 

不同的字體除了帶給你不同的心境 

還帶給你一段時空旅行 

唐朝的華麗溫潤以及宋朝的坎坷艱辛 

在字體上表露無遺 

字體的書藝 

其實就藏在歷史的殊異 

值得我們一起細細品嘗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6月 24日。 

2. 地 點：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32,

r11-1.php。  

 

《演講資訊》 

【人社院專題演講】北歐為何成為例外？──冰島與希臘破產的不同命運 

 

說明： 

1. 講 者：簡錫堦／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 

2. 時 間：6月 16日，下午 3點 30分至 6點 20分。 

3. 地 點：人社院 A202。 

4. 參考網址：

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4-1147-88883,r1561-1.ph

p。 

 



 

 

【化學系專題演講】One-pot functionalization of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and 

the application in olefin oxida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Jonggol Tantirungrotechai／Mahidol University,Thailand。 

2. 時 間：6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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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High-throughput methods for the discovery and synthesis 

optimization of Bi-, Ce-, and Al-bas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說明： 

1. 講 者：Prof. Norbert Stock／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Inorganic Chemistry 

Christian-Albrechts-Universität zu Kiel, Germany。 

2. 時 間：6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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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專題演講】Search for new particles in boosted diboson events at CMS 

說明： 

1. 講 者：余欣珊教授／中央大學物理系。 

2. 時 間：6月 17日，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物理館 019 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nthu.edu.tw/~colloquium/Colloquium2015S.htm。 

 

【動機系專題演講】Thermal Transport under Mixed Convection Conditions 

說明： 

1. 講 者：Prof. Federico Toschi／荷蘭埃因霍溫理工大學。 

2. 時 間：6月 17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301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app/news.php?Sn=1073。 

 

 



 

 

【動機系專題演講】火焰影像分析及燃燒爐節能控制 

說明： 

1. 講 者：梁佩芳組長／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電能技術組。 

2. 時 間：6月 18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資工系專題演講】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for Medical Device 

Industry 

說明： 

1. 講 者：田鎮魁總經理／佳世達科技。 

2. 時 間：6月 17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88705,r67-1.php。 

 

【科法所專題演講】文化照顧在原住民族部落健康營造上的應用 

說明： 

1. 講 者：日宏煜教授／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助理教授。 

2. 時 間：6月 16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台積館 2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88801,r1828-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