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緯、施義成學長與廖湘如學姐獲第 16屆傑出校友榮譽； 

蔡進步學長獲頒特殊貢獻獎 

  本校 4月 26日慶祝創校 104週年暨在台建校 59週年。校

慶大會中表揚核子工程系 75級王緯學長、材料科學工程學

系 76級施義成學長、電機工程學系 86級廖湘如學姐為傑出

校友；另外，巨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蔡進步學長

也因長期對母校務發展有重大特殊貢獻，獲頒發「特殊貢獻

獎」。 

  王緯學長於 1984創立 Midwest Air Technologies(MAT)

公司，經過 30年經營發展成為投資控股集團，是芝加哥地

區少數族裔所擁有最大的公司。該集團旗下擁有數十家公司，

遍及美歐亞三洲，銷售各式機械零組件、機電產品、汽車減

震系統及煞車零組件等。在王學長領導之下，2006年該集團

在印度投資設立亞洲最大的汽車剎車零件工廠，2015年再併

購德法二大歐洲汽車煞車零件工廠，成為歐洲汽車煞車零件

最大供應商之一，公司營運蒸蒸日上、績效斐然。 

    王學長畢業 40年，創業有成，感念母校栽培，用實際行

動表達對母校之回饋及培育學弟妹們之熱忱，捐款做為培植

學弟妹們之基金。他是一位深具儒家思想之儒商，行事低調，

對母校師長常懷感恩之心，尊師重道，足為學弟妹之表率。 

    王緯學長在致詞時表示，大一新生訓練時，老師帶著所有

學生到梅園向梅貽琦校長鞠躬，畢業時再回到梅園向梅貽琦

校長道別，這傳統是提醒清華的學生要飲水思源，他相信這

也是一個重要的待人處事原則。 

  施義成學長是現任美商科林研發亞太區副總經理暨技術

長，過去他在美國矽谷、紐約 IBM研究中心與貝爾實驗室任

職期間，研發砷化鎵 (GaAs) 與矽 (Si) 半導體材料特性與

其製程，共發表超過三十篇的技術論文、四項專利。 

    歷任旺宏電子資深協理、台積電資深處長。開發量產高密

度 (256M) 唯讀記憶體晶片，當時贏得全球市場佔有率

53.6%，並創造旺宏電子一年營收超過十億美元的新紀錄；

學長任職台積電期間帶領團隊建立需求預告，產能規劃，訂

單快速回應，生產流程控管與達交率預測一條龍的自動化流

程。並建立成本里程規劃，生產力及人力效率評估的機制。

外派至新加坡合資晶圓廠，大力改進製造品質，連續創造獲

利新高。 

     施學長在校慶大會上致詞表示，全校第一個成立系友會

的學系是材料系，他擔任會長的七年間，很積極將系友與母

校連結在一起，邀請系友回母校演講，將最新的產業動態分

享給老師與學弟妹，經過與業界溝通進而激發創新的火花。

此外，在多位系主任與教授、系友會的努力下，也曾爭取到

非常優秀的高中生就讀清華材料系。常有人問他在工作相當

繁忙的狀況下，何以能抽出時間付出給校友會，他認為，只

要把清華事擺第一位，就能挪出時間。 

  廖湘如學姐從電機系畢業後在竹科從事 IC設計工作，12

年時間由工程師晉升到研發部副總，成就豐碩。2000年創辦

華聯創投集團，擔任董事總經理，期間管理五個創投基金，

共協助 20餘家公司上市上櫃及 6家企業併購。所管理之華

昇創投為國內第一家專門從事私募基金投資的創投公司。廖

學姐目前擔任漢鼎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業務部總經理。漢鼎

於 1985年設立，為大中華區第一家引進美式創投管理模式

的創投管理公司，總共管理 27億美元資金，投資 380家具

潛力的企業。 

  2010年廖學姐集結電機系 86級同學力量，設立電機系 86

級獎學金，資助家境清寒且認真向學、或遭逢重大變故急需

救助的學生。2009年加入清華企業家協會 (TEN)，並於去年

11月接任會長。除了凝聚會員間向心力外,還與北京清華企

業家協會 (TEEC) 維持密集的往來及互動。TEN成立至今已

邁入第七年會期，會員數達 11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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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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協助母校發展，2011年 3月與 TEN多位資深學長共同發

起成立清華管理顧問公司，管理大清華基金的投資，並將獲

利所得部分捐給學校運用，成立至今三年共捐贈 2100萬元

給學校。今年廖學姐籌組水木創業顧問公司，並擔任董事長，

對學校想創業的師生及校友團隊，提供創業輔導、安排創業

導師、協助取得創業資金。 

   廖學姐在致詞中指出，從大學開始她一直在男女比例懸

殊的環境下求學、擔任研發工程師，即使在臺灣創投界也少

如她一般工程背景的女性，她很感謝有清華電機這塊招牌讓

她工作一路順遂。她曾是工程師，也曾自己創業並助人創業。

現在最想做的是結合清華企業家協會的力量，為學弟妹建構

創業的平台。從營造創業風氣、提供創業輔導與投資等，建

構完善的清華創業基地。她強調，獲得傑出校友殊榮的這天

只是開始，希望未來對學校有更多貢獻。 

蔡進步學長為巨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巨沛 

公司在蔡學長的領導下，提供客戶具高度競爭力的產品及完整

的售後服務。自創業以來，他一貫秉持對半導體科技專業的技

術以及對客戶誠信的原則，從事半導體封測設備與材料代理、

銷售技術服務等。 

擁有半導體專業數十年經驗，蔡進步學長重視產業動態及產

業技術效率的提升，秉持誠信對待與努力打拼的精神，永續經

營持續成長對社會國家發展盡一份心力。有感於母校的栽培，

蔡學長於 2009年接下動機系系友會會長一職，於「動機系系

友獎學金」及「系友捐贈」等均慷慨解囊，嘉惠學子。他也與

系友共同集資，成立動機系具特色與指標性的「行動通訊電聲

實驗室」。除對母系的貢獻外，學長亦十分關心母校的發展與

建設，自 2009年以來，舉凡校友體育館、清華名人堂、葉公

超講座等母校所需之處，學長皆不遺餘力，鼎力相助。為表彰

蔡學長長期對清華校務發展之重大特殊貢獻，特頒發「特殊貢

獻獎」以為感謝。 

 

  
核子工程系 75級王緯學長。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76級施義成學長。 

  
電機工程學系 86級廖湘如學姐。 動機系蔡進步學長。 

 

 



 

 

104年全大運 清華健兒締造連 3年奪 16金的歷史紀錄！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 5月 6日圓滿閉幕，也是本校

運動健兒參與全大運最豐收的一年，繼 102年 16金 3銀 9銅、

103 年 16 金 4 銀 6 銅的佳績後，104 年再奪 16 金 9 銀 11 銅，

總奪牌數年年晉升。今年全大運共 161所參賽學校中，本校獲

得第八名，非體育科系學校中排名第二，優異的表現，令人大

大喝采。 

 今年比賽又遇陰雨綿綿，田徑隊雖然發揮受限，但仍穩定展

現實力，拿下 9金 5銀 1銅的佳績，特別是巾幗不讓鬚眉，一

般女子組賽事就獨得 8金。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汪天韻同學三度

披戰袍，參加一般女子組 800 公尺及 1500 公尺比賽，雖是帶

傷上場，但仍展現過人毅力，連續第三年勇奪雙金；醫學科學

系吳玫萱同學則在一般女子 400 公尺二度蟬聯冠軍，另在 400

公尺跨欄項目亦有斬獲，103 年僅列第 5 名，104 年跨進個人

項目第 2面金牌。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郭亦心同學猛虎出閘，於一般女子

100 公尺、200 公尺首度摘雙金。另四女將黃金組合發威，汪

天韻、郭亦心、曾妍禎、吳玫萱於一般女子組 4×100公尺、4

×400 公尺接力時行雲流水，接棒無分釐貽誤，二個項目皆奪

下金牌。動機系唐萬宜同學拚出畢業前夕的代表作，400 公尺

跨欄贏得驚險，在全程皆落後的狀況下，憑著對勝利的堅持及

最後的直線加速，在終點線前以漂亮的身體壓線氣走對手，抱

得金牌。本校也在團體錦標中，拿下女子組第一名，男子組第

二名，成績斐然！ 

 游泳隊今年也揚眉吐氣，總計獲得 6金 1銀 9銅，電機工程

學系徐子翔同學在一般男子組自由式 200 公尺、400 公尺自由

式皆是四度連霸，且 400公尺刷新大會紀錄，可謂締造了個人

大學生涯紀錄的完勝。總計徐子翔大一至大四參與全大運，個

人與團體項目共奪得 14 面金牌，表現亮眼！動機系大一陳紀

昇同學初生之犢不畏虎，於一般男子組 50、200公尺仰泳項目

摘 2 金。還有徐子翔、陳紀昇、孫弘、蔡輔安等四戰將，於 4

×100 公尺、4×200 公尺自由式接力發揮默契，「無縫接軌」，

也奪得 2金。 

 桌球隊一般女子組實力堅強，在 98-102年的團體賽中連奪 5

年桂冠，103 年暫居第 2 名，104 年再度重返榮耀；男生組於

100-103 年連續 4 年榮獲一般男子團體組第 1 名，今年雖落於

第 2，但相信在教練高超的訓練作戰法及調度下，未來仍精彩

可期！  

 在 102 年全大運奪得 16 金，成績表現達到巔峰，103、104

年面對同樣的戰場，選手們只有更戰戰兢兢，更勤奮努力地鍛

鍊，才能維持戰果。選手們皆牢記著「沒有最強，只有更強」

的教訓，不斷挑戰自我，砥礪前進方有今日的成果。清華向來

重視體育發展，也給予實質的支持，展望未來，期許清華健兒

繼續堅持及努力，不斷突破，沒有極限！ 

 

 

 

 

  
周懷樸副校長率領隊伍雄糾糾地進場。 醫學科學系吳玟萱同學(中)於 400公尺跨欄項目拿下金牌。 

 

 

 



 

 

 

賀  資工系袁倫斌同學榮獲 2014 年「賴溪松教授論文獎」碩士組優等獎 (指

導教授：孫宏民 ) 

  

《秘書處》 
 歡迎收聽【清華人話世界】節目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87054,r4272-1.php 

 

 【轉知】2016 NGO CSW Forum 青年代表團甄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nthu.edu.tw/content_adm_gary.php 

 

《教務處》 
 「清華大學第二屆簡報大賽」初賽結果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88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暑期寫作中心英文短期研習課程表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84 

 

 明志科技大學舉辦「Altium Designer 認證暨監評說明會」： Applied Electronics 

Design PCB Layout 教師監評研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01 

 

《學務處》 
 

 104 學年度社團幹部交接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67,r3455-1.php 

 

 103 學年度下學期幹部獎懲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65,r3455-1.php 

 

 104 學年度下學期「教育家段茂廷先生紀念獎學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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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失物招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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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87054,r4272-1.php
http://www.nthu.edu.tw/content_adm_gary.php
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84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401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67,r3455-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65,r3455-1.php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艾森豪獎金協會兩岸青年領袖研習營──校內申請至 5月 13 日下午 4 點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6948,r2469-1.php 

 

 「提拔你我他、一起寫 Code 吧!」──「資策會 TibaMe 學習網」大專院校社團推廣補

助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6954,r2469-1.php 

 

 第 18屆菊島文學獎徵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6958,r2469-1.php 

 

 第三屆約翰盃全國大專校院溜冰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6964,r2469-1.php 

 

 104 年度舉辦之國際體育運動賽事一覽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056,r2469-1.php 

 

 2015 年暑期救國團「在台大陸學生精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086,r2469-1.php 

 

 單車成年禮(千里環島)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110,r2469-1.php 

 

 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召募第二期環境維護志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42,r2469-1.php 

 

 菊島(澎湖)海洋體驗營限定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53,r2469-1.php 

 

 變形金剛──舞台車車體視覺設計競圖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55,r2469-1.php 

 

 台灣發展研究院舉辦「夏季燕薊古都行──青年研訪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57,r2469-1.php 

 

 雲林科技大學舉辦「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59,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6948,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6954,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6958,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6964,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056,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086,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110,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42,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53,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55,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57,r2469-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259,r2469-1.php


 

 

 104 年度臺灣女孩日──「臺灣女孩亮起來，展現自信靚風采」繪畫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51,r2469-1.php 

 

 教育部大專青年偏鄉藝術教育工作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57,r2469-1.php 

 

 第五屆超級菁英盃模特兒選拔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59,r2469-1.php 

 

 第十四屆「行天宮人文獎」書法暨美術創作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58,r2469-1.php 

 

 愛學網 LOGO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61,r2469-1.php 

 

 第一屆海峽兩岸校園領袖傳統文化創意論壇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36,r2469-1.php 

 

 「青春創想秀」暨第三屆兩岸大學生公益社團活動策劃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73,r2469-1.php 

 

 103 學年度大專校院慢速壘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380,r2469-1.php 

 

 財團法人國合會招募海外服務工作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7426,r2469-1.php 

 

《總務處》 
 截至 5月 1日止匯入學校帳戶尚未辦理收帳之明細，請單位協助確認並請通知出納組辦

理收帳作業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86950,r47-1.php 

 

 轉知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宣導 104 年租稅宣導事項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87329,r47-1.php 

 

 水木書苑五月活動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6961,r12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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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東院與工研院換地案」公聽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property.web.nthu.edu.tw/files/14-1024-87412,r52-1.php 

 

《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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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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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 

 

 歡迎踴躍參加「微流體產業論壇」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e98e7b09-3f08-4798-b76f-603530b38262&c=menu041 

 

 科技部與原能會共同推動 105 年度「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自即日起公開徵

求計畫構想書，至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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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碩一「赴中國暑期機構實習」授理申請囉 

參考網址：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84957,r11-1.php 

 

 5 月 15日科技部人社中心將舉辦 105 年度「全球架構下的臺灣發展：典範與挑戰」跨

學門整合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491 

 

 敬請踴躍參加~談全球創業趨勢與貿易自由化下的因應策略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43f2fdf-462f-4272-a0ee-4579ac284d02&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104 學年赴俄羅斯研習俄語文交換獎學金甄選(5 月 1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23&lang=big5 

 

 轉知駐印度代表處教育組所報尼泊爾發生芮氏規模 7.9強震災情訊息及提供協助單位

聯絡資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22&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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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爾濱工業大學 2015快舟學子夏季學期工科學校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24&lang=big5 

 

 2015 暑期華北電力大學綠色能源學堂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89&lang=big5 

 

 2016 年赴陸港澳地區學期交換甄選說明會(5月 27 日)，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與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28&lang=big5 

 

  2016-2017年度傅爾布萊特獎助學金開放申請，歡迎師生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27&lang=big5 

 

《計通中心》 
 系所單位無線網路建置狀況及管理方式彙整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85887,r791-1.php 

 

《圖書館》 
 圖書館新增 OSA(美國光學學會)相關電子資源，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644 

 

 【賴伯里 Tour，非你 BOOK!】圖書館「導覽」志工熱情招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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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2日【商學資源嘉年華活動】闖 3關、抽禮券，台積館 1 樓限時登場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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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有關各機關學校辦理核發員工禮品(券)之獎勵案件，104年度已編列相關預算經立法機

關審議通過者，同意 104 年得依原規劃辦理獎勵；至 105 年以後，應依規定之獎勵額度

內辦理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6909.php 

 

 檢送「教育部表揚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及個人實施要點」及推薦表各 1份，請踴躍推

薦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86908.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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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縣政府辦理 104 年「戀夏協奏曲」未婚聯誼活動，歡迎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7427,r2506-1.php 

 

《主計室》 
 執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赴國外從事實驗、田野調查、採集樣本等移地研究衍生計

畫所需交通租金費用，得報經科技部同意後於國外差旅費內檢據覈實報支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87244,r1160-1.php 

 

《理學院》 
 5 月 13日，美國矽谷菁英創業暨就業分享講座(請先線上報名) 

參考網址：http://scidm.web.nthu.edu.tw/files/14-1168-87252,r11-1.php 

 

《工學院》 
 104 學年上學期生活助學金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92 

 

 中國上海交通大學 2015「海峽杯」兩岸青年創業領袖成長營，誠摯邀請台灣的大學生

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29&lang=big5 

 

 臺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合辦「104年度暑期實習計畫」，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93 

 

 博士生線上報名畢業典禮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94 

 

 研究生離校流程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96 

 

 台灣資訊整合協會 2015 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6998,r2714-1.php 

 

 配合全校污水納管工程施作，調整本校「工一館右側門旁」清運地點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7038,r271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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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Education Workshop──Creativity Plus 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7202,r3361-1.php 

 

 UMAP 亞太大學交流會暑期超短期交換計畫課程(SSTP)即日起至 6月 23 日前報名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7309,r3361-1.php 

 

 走吧！我們去海、港課輔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87366,r772-1.php 

 

 2015 年 QS世界大學排名出爐，清華化工世界排名第 45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app/news.php?Sn=1174 

 

《人文社會學院》 
 【清大亞太】5 月 26 日至 5月 28日【2015文化研究周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6996,r2648-1.php 

 

 文學作品讀法 期中戲劇表演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67 

 

 傑出人才基金會獎項申請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7302,r2733-1.php 

 

《原子科學院》 
 103 學年度原科院畢業禮讚暨傑出校友表揚活動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87422,r2285-1.php 

 

 103 學年度下學期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院曾德霖教授紀念獎學金申請開始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447 

 

 51 週年工科系慶活動影片與照片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86875,r1602-1.php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104年「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三學分)熱

烈招生中，報名截止：5 月 29 日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87251,r228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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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教會》 
 104 年大專校院運動會成績快報 榮獲 16 金 9銀 11銅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夜貓子電影院【溫德斯的寂寞公路──溫德斯電影精選影展】即日起至 5月 20日憑酷

卡進場 

參考網址：http://nightcats.blogspot.tw/2015/04/5.html 

 

 2015 全國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將於 5月 22日、23日進行決選，凡線上報名觀賽者，

皆可享免費午餐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78686,r11-1.php 

 

 5 月 16日，向度一課程整合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2015workshop/ 

 

 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五年精進計畫(草案)」公聽會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bin/home.php 

 

 社會學研究所舉辦排球交流賽，室外排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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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麒公司舉辦員工棒球賽，棒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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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所舉辦小光盃運動會，部份體育場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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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大學土木工程系舉辦 2015全國土木工程盃運動競賽，部份場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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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球校隊進行加強訓練，棒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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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舉辦老馬盃排球賽，體育館二樓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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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憶及出生 清華藝集首展 

 

清華藝集在這樣的春日出生 

讓學校裡面多了一抹清脆的美好 

創作者溯及自身的原初 

像是回流的鮭魚 尋到誕生之地 

這裡 是一個新的原地  

為了這微小願望 孜孜不息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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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898-85576.php?Lang=zh-

tw。 

 

《演講資訊》 

【2015台積心築藝術季系列講座】十二金釵誰登場──紅樓夢中人 

 

說明： 

1. 講 者：王安祈／國光劇團藝術總監、台灣大學戲劇學系

暨研究所特聘教授。 

2. 示範演員：國光劇團鄒慈愛、陳長燕、黃詩雅。 

3. 時 間：5月 13日，晚上 7點 30分至 9點 30分。 

4. 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5.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

79,r11-1.php。 

 

 

 



 

 

提升自我競爭力──拒領 22K的人生 

 

說明： 

1. 講 者：王乾任。 

2. 時 間：5月 12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 

4.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86。 

 

 

 

天祿琳琅──乾隆皇帝的善本藏書 

 

說明： 

1. 講 者：劉薔博士／北京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研究員。 

2. 時 間：5月 14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人社院 A302。 

4. 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494。 

 



 

 

不定語詞的歸宿：從看無人／*看沒人／saw nobody說起 

 

說明： 

1. 講 者：連金發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2. 時 間：5月 18日，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anchor492。 

 

 

 活路外交政策的成果與展望 

 

說明： 

1. 講 者：石瑞琦／外交部主任秘書。 

2. 時 間：5月 27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大第二綜合大樓八樓 國際會議廳。 

4. 參考網址：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87271,r40

68-1.php。 

 

 

 

 

 

 



 

 

中國國家與社會（二）：宗教發展 

 

說明： 

1. 講 者：古明君／清華大學社會所副教授、黃克先／臺灣

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2. 時 間：5月 26日，中午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203。 

4. 參考網址：

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87385,r11-

1.php。 

 

 

 

十九世紀中越鄉約簡介 

說明： 

1. 講 者：朱鴻林／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院長。 

2. 時 間：6月 1日，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76 

 

食品安全面面觀 全民一起來把關 

日期 主講人 講題 地點 

5月 13日，晚上 7點 李如英中醫師 

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

教師 

中醫與食安的二重奏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245教

室 

6月 10日，晚上 7點 楊振昌醫師 

陽明大學環境與職業衛生研

究所所長兼臺北榮總內科部

臨床毒物與職業醫學科主任 

食安與健康：從食安新聞事件

談起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245教

室 

 



 

 

打造人際溝通力 

說明： 

1. 講 者：黃玲蘭／心理師。 

2. 時 間：5月 14日，晚上 7點。 

3. 地 點：行政大樓 168階梯教室(軍訓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82715,r491-1.php。 

 

From IoT to Cloud: Challenges in Vertical Intelligent Systems 

說明： 

1. 講 者：陳添福 教授／交通大學。 

2. 時 間：5月 11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台達館 102室 。 

4.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87384,r69-1.php 

 

一個生醫 IC研發過程與系統中的角色扮演 

說明： 

1. 講 者：王朝欽教授／中山大學。 

2. 時 間：5月 18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台達館 102室 。 

4.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87388,r69-1.php 

 

【化學系專題演講】Transformation of Tetrafluoroethylene via Transition 

Metal Intermediates 

說明： 

1. 講 者：Prof. Sensuke Ogoshi／Osaka University, Japan。 

2. 時 間：5月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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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Quantitative uniqueness estimates for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and related questions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82715,r491-1.php


 

 

說明： 

1. 講 者：王振男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數學系。 

2. 時 間：5月 18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綜三館 R63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70。 

 

【經濟系專題演講】Technology Licensing, Entry Mode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說明： 

1. 講 者：楊雅博／高雄大學經管所。 

2. 時 間：5月 12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20分。 

3. 地 點：台積館 905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87237,r1727-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工具機機電一體化設計與模擬技術 Mechatronic Design and 

Simulation of CNC Machine Tool 

說明： 

1. 講 者：陳政雄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2. 時 間：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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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php。 

 

【哲學所專題演講】為什麼 是 道德的(Why Be Moral)? 

 

 

說明： 

1. 講 者：Dr. Shane Ryan／英國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 

現任東吳大學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2. 時 間：5月 13日，下午 3點 2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A306哲學所研討室。 

4. 參考網址：

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6905

,r4275-1.php。 

 

 

 



 

 

【台文所專題演講】台語電影的生存之道──跨域性與現代性的交織 

 

說明： 

1. 講 者：王君琦／東華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副教授。 

2. 時 間：5月 16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A309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551# 

 

 

【台文所專題演講】敘事力研習──文創刊物與社區報議題分析 

 

說明： 

1. 講 者：蔡佩均／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講師。 

2. 時 間：5月 20日，下午 2點至 5點。 

3. 地 點：人社院 C507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550#。 

 

 



 

 

【台文所專題演講】革命花蕊──社運中的文學 

 

說明： 

1. 講 者：羅毓嘉／作家、財經記者。 

2. 主 持 人：李癸雲／清大台文所副教授。 

3. 時 間：5月 27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2點 30分。 

4. 地 點：人社院 C404 教室。 

5.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549#。 

 

 

【台文所專題演講】詩裏香港：從金制軍到也斯 

說明： 

1. 講 者：陳國球／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講座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2. 時 間：5月 14日，下午 2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548。 

 

【資應所專題演講】Experience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說明： 

1. 講 者：Prof. Jr-Ping Wang／National Kaohsiung Marine University。 

2. 時 間：5月 13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3. 地 點：台達 105室。 

4.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87112,r2619-1.php。 

 

 

 



 

 

【通訊所專題演講】Rethinking Competitive──Ratio: Two Case Studies 

說明： 

1. 講 者：Prof. I-Hong Hou／Texas A&M University。 

2. 時 間：5月 14日，下午 4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613室。 

4.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85925,r338-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