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友請宵夜  做夥談創業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點燃校園創業熱情 

 為點燃校園創業熱情，本校推出「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由

校友補助費用，讓學生在咖啡館輕鬆舒適的氣氛中，跨領域交

流創業的每一步。首場活動於 3月 5日晚間 9時在旺宏館登場，

邀請 VMFive 創辦人本校資訊工程學系丁俊宏校友分享五次創

業心得，同學們把握機會積極發問，現場氣氛熱絡。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是由清華企業家協會（TEN）邀請校

友捐款，TEN暨清華學院率同數個社團（清華創業社、Coasis、

TEDxNTHU）共同創立，每隔週四晚間九時在旺宏館斯麥爾咖啡

館舉行。取名「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Quarter to TEN)」不僅

代表晚間 9時登場，四分之三餐費由 TEN贊助，學生僅需付費

50元，也期許學生「一步之遙，即可成為清華企業家」。 

 TEN陸惠慈副秘書長表示，清華企業家協會從支援清華創業

日、擔任育成中心企業導師、高峰論壇中的企業家午餐、到日

前成立水木創業顧問，無一不是想為清華或台灣多培養成功的

創業案例，成就棟樑。然而在推動過程中，卻隱隱感到潛藏危

機，清華校園內的創業風氣與熱情仍待加強。在多次和同學們

餐敘後，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的雛形慢慢形成，而這些參與討論

的同學們也逐步受到激勵，進而著手規劃。 

 首場活動報名額滿，現場仍有學生後補進場。積極推動創業

教育的科技管理學院史欽泰講座教授到場聆聽，他表示，清華

創業風氣已逐步改變，期許同學們在校友傳承下，朝創業成功

的路邁進。 

 歷經五次創業的丁俊宏校友與學弟妹分享心路歷程，同學們

也積極提問，欲罷不能。他說，創業是一種生活方式，一路走

來受到不少前輩幫助，他的 FB朋友圈幾乎都是創業人，讓他

一度以為大家都是這樣。直到某天看到妹妹的 FB話題，才發

現生活很不一樣。 

 他說，創業是一個不斷實作、改變的過程，當你對自己的東

西愈能掌握，就會愈有自信。閱讀創業書，重點不是書裡告訴

你什麼，而是你需要什麼。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成員、計量財務金融學系二年級學生李冠

儀表示，大學生上課遲到、只關心會不會點名，是缺乏對自己

生活的熱情，而各院系同學間互動少，也少有跨領域交流機會。

成立「九又四分之三月台」就是要點燃熱情，建立創新創業人

脈網絡。 

 李冠儀表示，未來活動除了議題演講，也分成「世界新知」、

「創業夥伴」、「企業家座談」及「自由座談」等小組交流，希

望大家在舒適的討論環境及充實的活動中，更加理解創業的每

一步，同時也認識未來可能一起創業的好夥伴。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首場爆滿，並且專心聆聽講者分享，並熱烈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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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工工系張國浩教授論文”Vehicle Fleet Sizing to Minimize Cost Subject to Time 

Constraint”IIE Transactions,46,301-312 (2014)，獲選為 2014 IIE Transactions 

Best Application Paper Award 

  

賀  社會所謝嘉心同學榮獲 2015 年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碩士論文優秀獎 

 

《秘書處》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校教師遴聘作業事項 

參考網址：http://secretary.web.nthu.edu.tw/files/13-1160-82940.php?Lang=zh-tw 

 

 創校 105 週年暨在台建校 60 週年精神口號徵選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show.php?op=showContent&id=17733 

 

 

《教務處》 
 104學年度(含上、下學期)赴國內大學學期交換，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83342,r2843-1.php 

 

 失學不遺憾終生 網路大學任您讀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10 

 

 清華大學第二屆簡報大賽活動辦法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76 

 

 3月 21日紫荊季專題演講「戴明鳳教授、楊佳嫻教授」，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xpo2012.web.nthu.edu.tw/files/14-1563-83186,r3371-1.php 

 

 學術論文寫作：文步、字彙與搭配關係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83 

 

 商用書信閱讀與寫作(中)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79 

 

 多益寫作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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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式課程】不再當迷途羔羊！牧羊人黃振昌帶你領略材料世界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311 

 

 【教學軟體】Zuvio 雲端教學反饋系統──教師使用意願調查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7600 

 

 恭喜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暨暑期學生讀書會優良小組獲獎組別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316 

 

 【學生讀書會】103 學年下學期審核通過名單及召集人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313 

 

 華語會話練習小老師將即日起開始服務囉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5-1149-83038,c3067-1.php 

 

 語言中心英語學習諮詢預約已經開始開放預約囉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news/news.php?Sn=92 

 

 教師多元升等工作坊──多元升等實務成果經驗分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07 

 

 中原大學舉辦雲端教學工作坊及數位教材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12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舉辦「教學助理培訓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1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舉辦「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10 

 

 電腦技能基金會舉辦「TQC App Inventor 專業認證教師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09 

 

 國立聯合大學舉辦教學助理培訓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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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新社團申請成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06,r3455-1.php 

 

 103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暨社團成果展示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92,r3455-1.php 

 

 59週年校慶園遊會──攤位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321,r3455-1.php 

 

 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及青年國際志工海外僑校服務計畫開始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82,r3455-1.php 

 

 3月份社團工作會報──會議記錄，請點選瀏覽重要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17,r3455-1.php 

 

 自來水公司現正執行第二階段限水巡查，於 3月 6 日抄表發現本校(含宿舍區)用水並未

有減少情形，本校已收到勸導單，但若再被巡查到有用水未減少情形，本校將會被強制

停水或減量供水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3109,r2223-1.php 

 

 鴻齋 104 學年度及暑期住宿床位公告：暑期住宿 7 月 1日起進住，104 學年度住宿 9月

1日起進住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3127,r1538-1.php 

 

 清華大學宿舍烘衣機收費調整說明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3079,r1539-1.php 

 

 即日起至 4月 30日進行清齋十樓室內整修工程，施工期間會有噪音產生，造成困擾，

請多包涵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3315,r2223-1.php 

 

 校友會進行老梅竹賽前特訓，棒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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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校隊舉辦清華校友盃桌球賽，桌球館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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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 103 學年度大專校院籃、排球聯賽，體育館 2 樓及羽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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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系舉辦小梅竹比賽，部份運動場地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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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詠科技進行壘球訓練，棒球場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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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導公司進行員工籃球訓練，體育館二樓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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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度運動急救訓練研習會第一梯次參加辦法(4 月 6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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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中心主題輔導【歡迎光臨！人生食堂】活動開跑囉，盛情款待，對你的 WAY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82716,r491-1.php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年實踐國際壯舉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954,r2469-1.php 

 

 104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前往高雄市山區辦理活動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67,r2469-1.php 

 

 走青春的絲路：田定豐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020,r2469-1.php 

 

 點亮生命精彩 星展影片 徵選活動 比賽資訊海報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72,r2469-1.php 

 

 2015暑假 HASSE 高階太空學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306,r2469-1.php 

 

 第二屆景文盃全國技專校院英語微電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54,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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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辦理「全國語文競賽──閩南語朗讀文章」徵稿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42,r2469-1.php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幹部愛滋防治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41,r2469-1.php 

 

 「伊起分享甜秘密──伊甸服務學習營隊分享」講座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19,r2469-1.php 

 

 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輔導學校廣播社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75,r2469-1.php 

 

 《3個諸葛亮──嬉皮笑臉喜劇》免費校園推廣票券，歡迎填寫資料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91,r2469-1.php 

 

 中華專案管理學會舉辦「2015 全國雲端專案管理實務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057,r2469-1.php 

 

 第 11屆龜甲萬盃國際料理比賽──學生組初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20,r2469-1.php 

 

 台電公司「第 15屆全國電力溝通宣導與多媒體廣告、平面海報設計創意製作競賽活動」

網路投票抽大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094,r2469-1.php 

 

 台灣燈會台中飛揚全國攝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095,r2469-1.php 

 

 新北市全國書法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096,r2469-1.php 

 

 世界工程師高峰會議 WES 2015 攝影比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00,r2469-1.php 

 

 彩虹拱門──瑰寶魔境(Rainbow Arch)動畫徵件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01,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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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力活」健康檸檬酵嘻嘻──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05,r2469-1.php 

 

 善耕台灣故事徵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13,r2469-1.php 

 

 萬名台灣青年學子清新福建修學之旅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14,r2469-1.php 

 

 2015全國大專院校第三屆數位行銷創新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000,r2469-1.php 

 

 青年壯遊臺灣──尋找感動地圖實踐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998,r2469-1.php 

 

 第五屆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17,r2469-1.php 

 

 中國人壽「俠客 CEO」大專院校社團活動贊助專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994,r2469-1.php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辦理「104 年臺灣原創流行音樂大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08,r2469-1.php 

 

 中華民國文化盃音樂大賽協會辦理「2015 文化盃音樂大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09,r2469-1.php 

 

 「幸福溫度、蒸愛無限」──大家源盃電蒸鍋創意料理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12,r2469-1.php 

 

 雲水菩薩志工陶成園暨關懷成長園隊輔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18,r2469-1.php 

 

 原訂假國立華僑高中體育館辦理之中華民國104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項目競賽，

因計畫更動，將調整至新北市板橋體育館舉行，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65,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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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九華山地藏庵辦理第一屆「服務利他」具體行動服務方案評審獎勵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353,r2469-1.php 

 

 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附設山地實驗農場舉辦「園藝紓壓體驗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85,r2469-1.ph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幸福校園科學築夢計畫──圓夢團隊演員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77,r2469-1.php 

 

 臺灣科技大學舉辦「2015TiC100 智能城市與物聯網創新競賽──北區校園自命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88,r2469-1.php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第八屆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族音樂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13,r2469-1.php 

 

 中央大學舉辦「2015 全國儲能應用專題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21,r2469-1.php 

 

 中興大學舉辦「金屬與鋼鐵產業知識技術深耕人才訓練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40,r2469-1.php 

 

 中國科技大學「玩品味品牌策劃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84,r2469-1.php 

 

 淡江大學「詞曲創作社」辦理 Live House 音樂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10,r2469-1.php 

 

 逢甲大學第 38 屆逢韻獎吉他歌唱大賽活動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980,r2469-1.php 

 

 修平科技大學舉辦「TKT 劍橋英語教師 Module 2 國際認證培訓班」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222,r2469-1.php 

 

 樹德科技大學「第十四屆畢業展──蒔世」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15,r2469-1.php 

 

 靜宜大學將舉辦十週年慶「十年一刻 群蝶童賀」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3178,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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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事務組已建置「場地借用查詢」系統，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3027,r127-1.php 

 

 即日起至 6月 28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3281,r127-1.php 

 

 3月份飲水機水質檢驗報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3108,r127-1.php 

 

 交通訊息：公告新竹市 104 年 1月度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包含酒後駕車)肇事時段及路口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83206,r51-1.php 

 

《研發處》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三年期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一點，

名稱並修正為「科技部補助特約研究人員從事特約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06 

 

 科技部公告 104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申請案，請詳閱

公告內容，並請協助於 3 月 2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07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有關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

人之資格)，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08 

 

 科技部「台俄(RFBR)雙邊研究計畫」7月 14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10 

 

 「台灣憲政改革：當前辯論與未來發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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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公告 104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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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求「802.11相關 Wi-Fi 暨行動裝置影音串流處理技術」之相關專利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4f8f76f-ca1e-4175-9303-4fda07837b4f&c=menu041 

 

 函轉衛生福利部修正「衛生福利部感染性生物材料管理作業要點」，敬請依規定辦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2982,c9701-1.php 

 

 4月 11日清華大學與馬偕紀念醫院跨院際聯合學術研討會，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3026,c2706-1.php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於 3月 26日、3 月 30日、4月 1 日、4月 11日，舉辦四場人體

臨床試驗教育訓練課程，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2981,c7545-1.php 

 

 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倫理基金會於 3月 22 日舉辦「人體試驗講習班」，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82971,c7545-1.php 

 

 逢甲大學辦理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第二期計畫」自

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採隨到隨審收件方式，請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11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西班牙金融研究學院等二所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57&lang=big5  

 

 歡迎本校留法校友師生參加 3 月 27 日留法校友酒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56&lang=big5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暑期營隊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55&lang=big5 

 

 香港中文大學合一論壇，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62&lang=big5 

 

 科技部補助「博士班研究生赴中歐國際維謝格勒基金會成員國進修研究計畫」，自即日

起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61&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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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Schwarzman Scholars)學位課程及獎學金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60&lang=big5 

 

  法國在台協會傅立葉碩博士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64&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義大利都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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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lang=big5 

 

 上海交通大學 2015 夏季小學期即日起報名(3月 23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65&lang=big5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Summer Schoo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66&lang=big5 

 

 合肥工業大學第九屆大學生徽文化研習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67&lang=big5 

 

《計通中心》 
 「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vTaiwan 線上意見徵集平台及線上諮詢會議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bin/home.php 

 

 本校「校園網路協進會」第六次會議報名網址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 

 

 【清華影音網】近期新增「乙未梅竹精彩影片」、「乙未梅竹精彩照片」、「新春團拜」，

更多精彩活動回顧，歡迎點閱 

參考網址：

https://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1lZGlhLm50aHUuZWR1LnR3

Lw==&b=DGHEFW/c%25d1023774967016063/vfghy/26098827485094/DFGBB14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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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清華最美的閱讀角落」攝影比賽 Reading Everywhere, Learning anytime 

閱讀可以在教室、宿舍、圖書館裡，也可以在湖邊、樹下、大草坪上……，邀您一起用照片記錄你心目中最美的清華閱讀角

落，寫下您的閱讀故事！ 

說明： 

1.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3月 25日晚上 11點 59分截止，以系統時間為準。 

2. 作品主題：以「閱讀」為主題，場景以清華大學校園為範圍，能呈現閱讀無所不在的喜悅及觸動人心的閱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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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Finder2015 年 1 月份起，解除同時上線人數限制，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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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一樓資訊島將於 3 月 17日進行維護，暫停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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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留念清華數位明信片暫停開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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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新知無時限，閱讀無紙境。讓讀者 i上電子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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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送中華文化總會辦理第八屆「總統文化獎」徵選辦法及相關表格，請踴躍報名或推薦

足為國人典範之個人或團體參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3264,r2506-1.php 

 

 考選部函，有關請本校協助利用多元管道登載國考狀元公仔貼圖及連結考試報名相關訊

息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958,r875-1.php 

 

 教育部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配合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發布「公務人

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及行政院院授人給字第 1040022565 號函訂頒「中央機關(構)

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健康檢查

相關函釋規定，均自即日起停止適用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3015,r317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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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警察特考、一般警察特考、鐵路特考及退除役特考自即日起至 3 月 19 日下午 5

點止受理網路報名，請有意報考之民眾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3035,r875-1.php 

 

 教育部書函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檢送「104 年度各醫院辦理『中央機關(構)員

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一類人員之健康檢查項目及收費標準一覽表」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3076,r3174-1.php 

 

 教育部函以，有關「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 24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解釋令」，原住民

族委員會於 104 年 2 月 26 日以原民社字第 10400066912 號令發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3277,r3174-1.php 

 

 「公務人員晉升官等(資位)訓練成績評量要點」自 104年 2月 13日公評字第 1042260072

號令修正發布一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3036,r3174-1.php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授獎活動」資訊，請各單位公告周知並

推薦合適候選人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3093,r2506-1.php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函，謹訂於 3月 20日於該校圖書館 8 樓視訊廳舉辦「多

元升等制度規劃及辦理經驗分享會」，敬邀本校教職員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3235,r2506-1.php 

 

《主計處》 
 有關鉅盈工程有限公司、煇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命令案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83016,r1160-1.php 

 

《工學院》 
 喬治亞理工學院暑期研習活動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3044,r3361-1.php 

 

 國立清華大學「微感測器與致動器產學聯盟」活動邀請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3158,r336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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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IPE大一同學線上報名──103學年學士班雙專長及分流座談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83153,r772-1.php 

 

 第十八屆有限元素法流體力學國際會議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1033 

 

 清華 IC 學堂：工業 4.0、物聯網與大數據產業論壇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o3pinl_03iDYNX3SCUMCsqHb83P9YHyMlVHmNHZciIs/viewform 

 

《電機資訊學院》 
 第十一屆南資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82948,r63-1.php 

 

 IEEE BigData 2015 Taipei Satellite Session 海量資料國際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83119,r63-1.php 

 

 信件領取公告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83031,r3119-1.php 

 

《人文社會學院》 
 「樂園的崩壞與世界觀的裂解：清代小說重探」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83086,r11-1.php 

 

 台灣古典文學專題變更上課時間 

參考網址：http://gpts.web.nthu.edu.tw/files/14-1202-82993,r2150-1.php 

 

《生命科學院》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預研生」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83103,r475-1.php 

 

《科技管理學院》 
 兩岸清華創業實驗室成員遴選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3-1174-8312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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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教會》 
 向度課程整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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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蔣勳美術史講座開放報名！3 月 21日起週六下午 2 點大禮堂【凝視繁華的孤寂者──

竇加】共 4場，採網路報名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huarts/photos/a.168799033256905.41627.168488656621276/590079417795529/?

type=1&theater 

 

 綠音計劃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83346.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琉柱風華】張全成創作個展 

 

 水墨琉璃作品中結合水墨與彩繪意象的方式賦予波瀾壯闊的視覺饗宴，色

澤斑爛、恣意縱橫、色彩無限地延展馳騁。而神像與達摩系列作品，藉由金

屬氧化與還原的運用，結合清玻璃的澄淨透徹，間或運用特殊材質更上層樓，

媒材多樣化往往催化出新穎冥想力量，流露真摯情感。高溫塑型分秒必爭，

也是無法修飾或重來的創作過程，造型樸拙，剎那即是永恆。此展運用斑駁

生鏽的廢鐵作為支架，鐵件的粗獷與澄澈透亮的玻璃互相映照，更能彰顯材

質屬性與藝術創意。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4月 1日。 

2. 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272,r11-

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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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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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p。 

 

【我的，後花園】蔡潔莘微櫥窗展覽 

 

 "後花園就是我的小天地，在這裡得到平靜及愉悅。"有人說創作是私密的，

也有藝術家以觀者的身分陳述各樣的議題。而我比較喜歡將創作比喻成後花

園，因為花園是怡情與觀賞同時並存的，希望創作不只是帶給我自由與快樂，

也能與觀者一同分享。慣用紙漿作創作，喜歡紙給人樸直又厚實的溫度，而紙

漿呈現的拙趣感，很貼近作者想表達“簡單”、“原初”的美好與感動。 

說明： 

1. 時 間：3月 18日至 4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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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98-82410,r11-1.

php。 

 

紀錄亞洲 Window on Asia 

 

 AND基金洪孝叔女士將專程來臺參加巡迴展及專書發表活動，分享亞

洲紀錄片發展與推廣的心得。期望藉由此次影展讓觀眾認識亞洲紀錄

片，並省思臺灣的紀錄片工作者與創作環境。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5月 1日。 

2.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73,r

11-1.php。 

 

 



 

 

《演講資訊》 

台灣應用材料文藝季美術史講座──竇加的家族肖像 

  台灣應用材料文藝季喜逢 15周年，15年來持續深耕台灣藝術人文，也承蒙一路上陪伴我們成長的愛藝朋友熱烈參與，讓文

藝 季成為科技企業佳話。2014年是西方十九世紀藝術家竇加誕生 180週年之慶，今年美術史講座聚焦《竇加》，由美學大師

蔣勳解 析藝術家橫跨平面的油畫、粉彩、素描與立體的雕塑作品，詮釋這位從貴族世家出走到庶民人間的畫家其凝視繁華的

心境眼界。 

 

說明： 

1. 講 者：蔣勳。 

2. 時 間：3月 21日下午 2點到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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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72,r11-1.php。 

 

【紀錄亞洲系列講座】亞洲紀錄片的創作、產業與發展 

說明： 

1. 講 者：洪孝叔、游惠貞。 

2. 時 間：3月 17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小劇場。 

4.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3-1898-82474.php?Lang=zh-tw。 

 

用影像在劇場寫詩──跨界創作歷程分享 

說明： 

1. 講 者：周東彥。 

2. 時 間：3月 24日晚上 7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 合勤演藝廳。 

4. 參考網址：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477,r11-1.php。 

 

 

 



 

 

實習教師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化學所郭家綾、中文系蔡恩心、工科所李函潔。 

2. 時 間：3月 19日晚上 6點 30分。 

3. 地 點：教育館 309R。 

4.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82990,r48-1.php。 

 

【物理系專題演講】Photochemical synthesis of phenacen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OFET devices 

說明： 

1. 講 者： Prof. Okamoto。 

2. 時 間：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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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2-Hydroxyphenyl Carbonyl: A Versatile Platform for 

Chirality Sensor and Ligand Design 

說明： 

1. 講 者： Prof. Hyunwoo Kim。 

2. 時 間：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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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gonucleotide-based fluorescent probe for sensing heavy 

metal ions and biomolecules 

說明： 

1. 講 者：曾韋龍教授。 

2. 時 間：3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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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科系專題演講】疾病機制講座 

說明： 

1. 講 者：溫岳峰醫師。 

2. 時 間：3月 18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生科二館 R213。 

4.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83050,r386-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Vision-based Motion Tracking of Microscopic Objects 

說明： 

1. 講 者：Prof. Chia-Hsiang Menq(孟嘉祥)。 

2. 時 間：3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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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