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創校 104週年暨在台建校 59週年 賀陳弘校長：在困境中挑戰更璀璨的未來 

本校 26日上午 10點舉辦校慶大會，超過 1千人齊聚大禮堂，

祝賀清華生日快樂。賀陳弘校長表示，清華致力於提供最好的

教育給需要的孩子，雖然現在國內環境未見寬裕，但「我們所

面臨的困境，未必將成為我們的困難，相信我們定能在挑戰之

中創造更璀璨的未來！」 

今年是清華創校 104週年暨在台建校 59週年，各項系列活

動陸續登場。昨日上午有「校慶環校路跑」及「105歲逆齡青

春超人趙慕鶴老師鳥蟲體書法特展」，下午的「傑出校友陳繼

仁博士追思音樂會」溫馨感人。校慶大會則在今日隆重登場，

包括考選部部長董保城、以色列駐台代表何璽夢等貴賓都到場

慶賀。 

「清華在教師學術表現與人才培育，一馬當先，不僅領袖國

內，也在國際煥發光芒。」賀陳弘校長提到，清華不僅有大樓，

有大師，更懷抱大愛。因為這樣的至愛，清華在選才育才，著

眼的是教育的本質，而非教育的表象，希望以真誠探索知識，

廣博利用以厚生，看待天下，而非看待眼下。 

校友會曾子章理事長、考選部部長董保城、以色列駐台代表

何璽夢、台聯大系統曾志朗總校長也受邀致詞。 

曾子章理事長表示，清華在賀陳弘校長帶領下，提出很多創

新的理念，校友也全力支持，明年是清華建校 60年，目前正

在進行「六萬校友集六億」的計畫，希望能集合校友的力量，

充實清華的教學資源，希望對學弟妹不管在創業或是學習都能 

有所幫助。 

考選部部長董保城說，清華是他的「母校」，因為這是他母

親從小最希望他能讀的學校，雖然沒有完成母親的心願，但今

天他以清華學生家長的身份前來，對清華全方位的教學環境非

常放心。他期許清華學子，能在就學期間多充實自己，讓自己

具備各種能力，面對瞬息萬變的未來及國際競爭。 

會中表揚動機系蔡進步校友特殊貢獻獎，及核工系王緯、材

料系施義成、及電機系/電機所廖湘如 3位傑出校友，也表揚

去年表現優異的學生及社團。最後在梅竹火力班的帶領下，全

場齊呼校呼、高唱校歌，一同向 60週年校慶邁進。 

校慶大會舉辦同時，場外的園遊會與校慶活動也熱鬧滾滾。

國際學生舉辦大遊行，展現多元繽紛文化，他們也在大草坪舉

辦泡泡足球、馬來西亞藤球等體驗活動，特別是泡泡足球刺激

有趣，引得參加者驚呼連連。 

圖書館別出心裁推出藏書票拓印活動，小朋友開心沾取顏料

拓印，玩得不亦樂乎。國際志工每年都會趁校慶活動展示過去

志工活動的成果。馬來西亞國際志工團以協助當地文史典藏工

作為主，去年曾獲得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服務創新獎。

校慶園遊會上他們展示與拉曼大學合作，在務邊 (Gopeng) 做

口述歷史，落實文化深耕等活動，並義賣馬來西亞手工藝品，

為下次再出發籌募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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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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與貴賓合唱校歌。 

 
馬來西亞志工團展示活動成績並義賣。 

 

 

 

 

 

 

 

 

 

 

 

 

 

 



 

 

AIT處長馬啟思於清華演講：我看到了臺灣世代的改變 

為拓展學子全球觀的思維，立足臺灣看世界，本校難得邀請

到美國在台協會馬啟思處長 (Christopher J. Marut) 於 4月

22 日蒞校發表專題演講「AIT領航者看美台關係三年來的發展 

(Three Years at the Helm of AIT: Reflections o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馬啟思處長以駐台三年期間，

看美台關係發展，也給予年輕人在生涯發展許多寶貴建議，並

提供學子在思考國際關係以及發展全球觀的新視野。 

本校司徒文 (William A. Stanton) 副校長 表示，馬啟思

處長來到清華大學演講別具意義，本週是清華校慶週，而清華

的創校歷史當中，美國扮演重要角色。1909年美國總統羅斯福

與國會決議退還庚子賠款，並用於助學基金，送中國學生赴美

求學；1911年中國以這筆基金成立「清華學堂」，之後逐漸演

變成為現在的國立清華大學。 

清華大學從創校就與美國建立關係，多年以來關係密切而不

間斷，校內有許多教授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從 1974年至今

有 33位清華人參與傅爾布萊特計畫 (The Fulbright Program)，

獲得獎助學金在美國教學研究或學習；此外，還有交換生計畫，

目前有 14位美國學生在清華念書，有 12位清華學生在美國求

學。更加特別的是，馬啟思處長是第一位來到本校演講的 AIT

處長，我們由衷期盼這會清華與美國之間建立的新傳統。 

馬啟思處長在演講中表示，世界上的人有 60%是 30歲以下的

年輕人，他們是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美國政府很重視年輕人

的發展。從去年的選舉活動中，他看見世代的改變，臺灣的年

輕人並不像一般所說的草莓族，而是堅強、有動力，擁有強大

的信念。他鼓勵臺灣年輕人不用為眼前所遭遇的困難而氣餒，

要堅定地往前走。 

馬啟思處長指出，臺灣是美國第十大貿易對象，美國則是臺

灣第二大貿易對象，從 2012年以來成長了 6%。臺灣跟美國一

直保持穩健的互動關係，包括貿易、安全、人道救援等，接下

來將要揭幕的內湖區 AIT辦公室，也是證明臺美關係穩健發展

的證明。對於未來的臺美互動，他抱持樂觀的態度。 

在演講後的問與答當中，不少聽眾提到美國對於臺灣加入亞

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所抱持的態度。馬啟思處長表示，

美國支持臺灣的各項國際合作，也建議臺灣在加入國際組織前，

要準備好面對內部會產生可能改變，迎接國際挑戰。 

馬啟思處長生於康乃狄克州，曾就讀聖母大學，在該校獲得

金融與企業經濟學商學士，之後並進入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攻

讀企管碩士。他也曾就讀羅德島紐波特海軍戰院，取得國家安

全與戰略研究碩士。 

馬啟思處長 29年的外交生涯，讓他具備了對亞洲事務的深

刻理解，其中也包括美台關係。馬啟思最近一次在國務院擔任

的職務為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的紐澳暨太平洋島事務處處長，

為美國亞太地區政策的主要智囊之一。在此之前，他曾任美國

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副總領事；香港總領事館是美國在全世界僅

有的兩個地位等同大使館一般獨立運作的總領事館之一。他也

曾在華府擔任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區域暨安全政策處處長。 

馬啟思處長早先的職務還包括了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

局中國和蒙古事務處副經濟處長、美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經濟

參贊、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經濟官、以及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科

技官。馬啟思處長也曾在美國在台協會擔任領事官和科技官。 

 

  
AIT處長馬啟思於清華演講。 AIT處長馬啟思（右五）與賀陳弘校長（中）及與會貴賓合影。 
 



 

 

賀  動機系蔡宏營教授榮獲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教學優良獎」  

  

賀  胡啟章教授著作獲選民國 104 年「石延平教授論文獎」  

  

賀  資工系簡錫安、韓儩源、陳曄泓同學及王廷基教授榮獲 2015 ACM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hysical Design "Best Paper Award" 

  

賀  工工系邱銘傳老師指導之大四工工專題生團隊 (華俊傑、江維庭、孫明逸 )

榮獲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主辦「 2015 E 化系統創意應用競賽」第一名  

  

 

《秘書處》 
 轉知行政院性別平等處彙整製作性別平等相關資源網站，請參考運用並廣為宣導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3-1099-85794.php?Lang=zh-tw 

 

《教務處》 
 清華新生看過來:基本科目線上修課及免修測試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66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桃竹苗線上課輔】開課了！有英文類及非英文類，歡迎使用 

參考網址：http://etutor.nthu.edu.tw/tutor/ 

 

 【開放式課程】搭上侯建良教授的觔斗雲，來趟物流之旅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14 

 

 國立交通大學舉辦「秀出熱情分享 OCW經驗與感動」徵文暨海報徵稿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67 

 

《學務處》 
 103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獎學金獲獎學生核發作業、公告，計 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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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暑期及下學年床位將於 5月 1 日開始申請，因床位調整關係，今年雅、儒齋僅保

留原齋原寢選項，不開放志願齋選項。填寫前請詳閱內容說明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5791,r1538-1.php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3-1099-85794.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66
http://etutor.nthu.edu.tw/tutor/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14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67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5791,r1538-1.php


 

 

 「大學院校與高中職伙伴關係建立──促進學生學習發展」研討會暨第 41屆第一次會

員大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489,r2469-1.php 

 

 西安交通大學手拉手，心連心，兩岸同胞情研習營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680,r4243-1.php 

 

 劍道社辦理「第 30 屆全國大專盃劍道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491,r2469-1.php 

 

 104 年度志願服務「基礎與特殊訓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493,r2469-1.php 

 

 青年領袖研習營第三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505,r2469-1.php 

 

 SOLIDWORKS 設計神人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506,r2469-1.php 

 

 國際操盤人暨經紀人聯合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509,r2469-1.php 

 

 投資理財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510,r2469-1.php 

 

 第二屆瑪利 MAMA盃「心智障礙應用 APP」校園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515,r2469-1.php 

 

 媒體先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547,r2469-1.php 

 

 教育部 TESer募集計畫獎金實習挖校園人才故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561,r2469-1.php 

 

 中港台文化交流團(香港站)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580,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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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581,r2469-1.php 

 

 蒙藏志工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607,r2469-1.php 

 

 創意媒材徵選──微電影，小確幸頒獎典禮暨主題分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615,r2469-1.php 

 

 第九屆「兩岸同心」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667,r3455-1.php 

 

 【暑假美、英海外研習團】免費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670,r2469-1.php 

 

 科技部人文社會學研究中心「學術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672,r2469-1.php 

 

 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 年度吾愛吾鄉──原住民族青年返鄉體驗工讀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685,r2469-1.php 

 

 投開票所監察員大專校院學生訓儲講習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754,r2469-1.php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舉辦「104 年暑期臺灣史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5756,r2469-1.php 

 

《總務處》 
 4 月 28日早上 9 點至 5月 4 日晚上 12 點進行風雲樓二樓及三樓餐廳續約評鑑投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5788,r127-1.php 

 

《研發處》 
 預計 6月 4日於新竹舉辦 2015年第二次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 

參考網址：http://nstdc.web.nthu.edu.tw/files/14-1004-85534,r3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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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訂於 5 月 23日舉辦「GCP 暨體細胞與基因治療臨床試驗

研討會」，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5535,c7545-1.php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共 4個場次)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85492,r3334-1.php 

 

 清華育成廠商回饋清華大學，清華育成中心精品優惠活動第二季開始了!(4月 27日預

購，5月 1日設攤)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c0d384f-39b4-434b-b7aa-6b354dc2a633&c=menu041 

 

 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中心 104 年度「博士級生技訓儲菁英培訓與就業輔導計畫」

申請，歡迎有興趣者參與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44 

 

 財團法人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第十一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6 月 1日起至 7月

31 日止開放甄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945 

 

 專利檢索實務，由於報名熱絡，已超過預定名額，報名已提前結束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eb06fe0-49bc-4228-a944-e0dc5d702836&c=menu041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辦理「補助學界成立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計畫申請說明會(5 月 4

日及 5月 8日)，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46 

 

 用六分鐘微電影，說台灣人才的故事，4 月 30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8a82075-3681-4448-9115-35a76fc5039d&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外交部出版「Taiwan A to Z」英文國情電子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06&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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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2015年臺法科技獎候選人」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05&lang=big5 

 

 「赴韓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開放申請(5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07&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汶萊大學等二所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09&lang=big5 

 

 本校近日已與大陸地區上海社會科學院及中國政法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10&lang=big5 

 

 英國將向來自非歐洲經濟區之暫時移民及學生收取健保費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12&lang=big5 

 

  YNEAN(Yonsei Northeast Asian Network)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15&lang=big5 

 

 德國德勒斯登經濟技術大學頂級企業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14&lang=big5 

 

 科技部與公益財團法人日本交流協會合作選送國內博士生暑期赴日本研究補助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13&lang=big5 

 

 東北師範大學海峽兩岸大學生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011&lang=big5 

 

《圖書館》 
 即日起至 5月 24日 TEDxNTHU 主題選書@圖書館知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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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禮相送~ AiritiBooks.com 華藝中文電子書「世界閱讀日，閱讀閱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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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用資料庫：「FUNDAY 線上外語學習平台」至 5月 31日止，請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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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Group Taiwan「學術資產大未來：活化研究資源與提升研究敏感度」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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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科技部 105年度(第 54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本校自即日起至 7 月

15 日止接受申請，請各單位依實際需要辦理推薦事宜，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5712,r875-1.php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為表彰並選拔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或成就之校友，即日起接受各界

推薦該校 104年度傑出校友人選，敬請踴躍推薦合適人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5582,r2506-1.php 

 

 「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業別及細項分類表」修正，並自 7 月 1 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5617,r875-1.php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 Q＆A(問答資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5644,r875-1.php 

 

 檢送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 104 學年度高中部免試入學單獨招生入學簡章乙

份，請填妥報名表並備齊相關資料於 5月 25日下午 5點前送人事室彙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5665,r875-1.php 

 

《共教會》 
 畢聯會舉辦畢業盃運動會，部份場館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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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舞社舉辦玄清交舞蹈賽，羽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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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賀由「清華藝術中心」及「技術創新與創業研究中心」主辦，「清華企業家協會」、「工

學院」及「育成中心」協辦之首屆「全國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現場決賽將在 5月

22 、23 日分別於學習資源中心一樓穿堂及合勤演藝廳展開。歡迎全體師生踴躍參與，

備有午餐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7868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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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教育第 83 期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85808,r48-1.php 

 

《理學院》 
 日本熊本大學 ISS暑期營隊 

參考網址：http://scidm.web.nthu.edu.tw/files/14-1168-85785,r11-1.php 

 

《工學院》 
 財團法人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推動博士級生技訓儲菁英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83 

 

 第 12屆國家新創獎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84 

 

 2015「Green Tech」東元科技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tecofound.org.tw/greentech-contest/2015/ 

 

 工學院『全球工程師』學生暑期海外實習──光寶科技暑期實習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85427,r772-1.php 

 

 第二屆美律電聲賽實作獎活動開跑嘍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85575,r772-1.php 

 

《電機資訊學院》 
 Nano Letter──超穎介面新突破(黃承彬老師研究群)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85184,r2900-1.php 

 

 中區大專院校程式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85815,r3304-1.php 

 

《人文社會學院》 
 5 月 20日，晚上 6 點 30 分，哲學學程課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5412,r427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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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獎助計畫(人社領域)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5574,r2733-1.php 

 

 畢業論文收取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5701,r11-1.php 

 

《生命科學院》 
 104 年度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暑期實習即日起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214 

 

 臺北市立動物園 104 年度暑期實習即日起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212 

 

 清華大學／交通大學 兩校生科院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23&action=view 

 

《原子科學院》 
 Summer School of Nuclear Engineering2015r 即日起開始報名，截止日：5 月 29 日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474 

 

 有意申請者核工所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碩士班研究生逕讀博士班，請於 7月 31日前備

妥所需資料至所辦公室續辦 

參考網址：http://www.nes.nthu.edu.tw/app/news.php?Sn=475 

 

 2015 暑期企業主題專區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83674,r3699-1.php 

 

《科技管理學院》 
 【電子報】103 學年度 科技管理學院暨各單位 4 月份電子報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85648,r18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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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藝文活動《第七感官》新媒體舞蹈劇場的現場感官衝擊 

 《第七感官》期望建置一個以觀賞者的觀賞經驗為主軸的全新表演場域。在這表演場域中，觀眾不僅止是一個抽離的觀賞角色，

藉由舞者的引導，使觀眾在這個互動式裝置場域中甚至主動的參與表演，這將使得觀眾的觀賞經驗變得獨特且記憶深刻。 

 坂井直樹 Sakai Naoki （日本知名設計師）：第七感官是一種與數位融合舞蹈的表演。因傳播藝術與前衛舞蹈的融合而產生的

空間曲折，也將帶給觀眾別有一番的不同感受。將來亞洲有機會出現更多不一樣的新東西。 

 

說明： 

1. 時 間：5月 2日至 5月 3日。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

2478,r11-1.php。 

 

 

 

 

 



 

 

【閑步花草】顏貽成個展 

 

我在都會生活中養花蒔草，作為和自然的對話， 

在野花雜草的凝視中，望向超凡脫塵之境； 

同時，以藝術的體悟，回顧生活現實，在信筆塗抹中觀照萬物。 

我在社會世俗和藝術品味之間來回擺盪， 

每一擺盪都是一趟探索；每個來回都是一種提升。 

而每一張畫則是發現、是積累、是朝往理想世界的趨近。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5月 7日中午 12點至晚上 7點。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06,r11-1

.php。 

 

 

經典貝多芬重現──克曼大師獨奏與三重奏 

 

 祖克曼一直被公認為樂壇奇蹟、名列當今世界十大小提琴家之一，所

到之處，巨星光環始終耀眼，才華過人，無論作為小提琴家、中提琴家、

指揮家、教育家或室內樂演奏家，祖克曼都倍受尊敬且實至名歸，他的

音樂成就太過卓越，讓其他人難以望其項背。  

 2015年祖克曼來台，帶來精彩的「貝多芬之夜」演奏祖克曼最受樂壇

讚譽之全貝多芬曲目。台灣樂迷除了得以一睹巨星獨奏風采之外，更能

親自聆聽祖克曼與兩位北美最重要獨奏家一同重現當年與杜普蕾、巴倫

波音同台演出的三重奏光景。 

說明： 

1. 時 間：5月 2日，晚上 7點半。 

2. 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3. 票 價：600、800、1200、1600、2000。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83883.

php。 

 

 

 



 

 

【痕跡】張詮個展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4月 29日。 

2. 地 點：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21,r11-1.p

hp。 

 

 

 

《演講資訊》 

Nelson Mandela, from Lawbreaker to Lawmaker 

 

說明： 

1. 講 者：主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 

2. 時 間：4月 30日，下午 2點。 

3. 地 點：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4. 參考網址：

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85362,r427

2-1.php。 

 

 

 

 

 

 



 

 

C式人生：勇敢追夢 

 

說明： 

1. 講 者：謝昕璇。 

2. 時 間：4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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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 

 

 

近現代上海文學文化──上海老歌二三事 

 

說明： 

1. 講 者：陳峙維／台大音樂所兼任助理教授。 

2. 主 持 人：楊佳嫻／清大中文系助理教授。 

3. 時 間：5月 1日，下午 2點至 4點。 

4. 地 點：人社院 B302A。 

5.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5468,r2648-1.php。 

 

 



 

 

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如何讓政府變聰明 

 

說明： 

1. 講 者：李鴻源教授／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 

2. 時 間：4月 29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台積館孫運璿演講廳。 

4. 報名網址：http://sunspeech.web.nthu.edu.tw/bin/home.php。 

5. 參考網址：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85545,r1853-1.php。 

 

 

 

 

 

 

 

 

 



 

 

Communication and Regime Stability in China 

 

說明： 

1. 講 者：Dr. Ashley Esarey。 

2. 時 間：4月 28日，中午 12點半至下午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203。 

4. 參考網址： 

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85168,r11-1.

php。 

 

 

你希望被感動還是被說服──詮釋學與質性研究的思考理路 

 

說明： 

1. 講者：楊明磊副教授／淡江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 

2. 時間：4月 30日，上午 9點至 12點。 

3. 地點：教育館 316研討室。 

4. 參考網址：

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85661,r400-1

.php。 

 



 

 

台灣鄉土文學與「地方精靈」 

 

說明： 

1. 講 者：李歐梵／中研院院士。 

2. 主 持 人：王惠珍／台文所副教授。 

3. 時 間：5月 4日，下午 3點至 5點。 

4. 地 點：人社院 C310。 

5.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5688,r11-

1.php。 

 

 

【2015學術午餐討論會，實踐環境永續的重要課題】北極熊的低碳旅程 

說明： 

1. 講 者：林瑞珠院長/台灣科技大學智慧財產學院。 

2. 時 間：4月 27日，中午 12點 30分至 2點。 

3. 地 點：旺宏館 1F清沙龍。 

4. 報名網址：http://www.blc.nthu.edu.tw/files/87-1184-1556.php。 

5.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85760,r806-1.php。 

 

我的繪畫旅行夢 

說明： 

1. 講 者：莊蕙如。 

2. 時 間：4月 30日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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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91-827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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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科院專題演講】Turning anti-aging gene against aging-related disease 

 

說明： 

1. 講 者：汪宏達副教授／清華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2. 時 間：4月 30日，上午 10點 10分。 

3. 地 點：生科二館。 

4. 參考網址：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3/seminar_news.php?

Sn=434。 

 

 

 

 

 

 

 

 

 



 

 

【台文所專題演講】當代詩的語言爽意：以臧棣為例 

說明： 

1. 講 者：楊小濱／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 

2. 主 持 人：李癸雲／清大台文所副教授。 

3. 時 間：4月 28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2點 30分。 

4. 地 點：人社院 A311教室。 

5.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539。 

 

【化學系專題演講】The Development of Catalytic Additions of Alkynes in Water 

說明： 

1. 講 者：Prof. Chao-Jun Li。 

2. 時 間：4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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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Sheet Fluorescent Microscopy for Fast 3D Live Cell 

and Tissue Imaging 

說明： 

1. 講 者：陳壁彰教授／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2. 時 間：4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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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所專題演講】Visualization of Evidence in Regression Via the QR 

Decomposi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W. John Braun。 

2. 時 間：4月 27日，下午 2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4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84543,r585-1.php。 

 

 



 

 

【統計所專題演講】Differential Equation-Assisted Local Polynomial 

Regress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W. John Braun。 

2. 時 間：5月 1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84565,r585-1.php。 

 

【歷史所專題演講】宋代新資訊結構的形成 

說明： 

1. 講 者：魏希德教授／荷蘭萊頓大學。 

2. 時 間：4月 28日，下午 5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A302研討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85401,r3414-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系統工程本質與實務 

說明： 

1. 講 者：馬萬鈞所長／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 

2. 時 間：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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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On the Shoe-Door Problem 

說明： 

1. 講 者：蕭守仁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2. 時 間：5月 4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綜三館 R63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467。 

 

 

 



 

 

【工工系專題演講】The Story of Lean Production 

說明： 

1. 講 者：王逸琦教授／逢甲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學系。 

2. 時 間：4月 29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5816,r2715-1.php。 

 

【奈微所專題演講】The Development of Micro Gas 

說明： 

1. 講 者：呂家榮教授／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2. 時 間：4月 27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1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8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85577,r1495-1.php。 

 

【電機系專題演講】硬體創業與群眾募資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Mr. Yen Tung／Cofounder and CEO of Sentri。 

2. 時 間：5月 1日，下午 2點 20分(2點 30分後不開放入場)。 

3. 地 點：台達館 1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85669,r2629-1.php。 

 

【資工系專題演講】 A Research Journey on Cloud Gaming 

說明： 

1. 講 者：黃俊穎教授／台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2. 時 間：4月 29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下室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84510,r67-1.php。 

 

 

 

 



 

 

【計財系專題演講】台灣共同基金市場 

說明： 

1. 講 者：梅以德副總／百達投顧。 

2. 時 間：4月 27日，下午 1點 1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台積館 2樓 206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85730,r1775-1.php。 

 

【計財系專題演講】權證、牛熊證產品設計與定價模型 

說明： 

1. 講 者：林健雄總經理／網龍科技。 

2. 時 間：4月 28日，上午 10點 10分。 

3. 地 點：台積館 2樓 223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85732,r1775-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