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交梅竹賽 五五波平手圓滿落幕 

暌違兩年，本校與國立交通大學兩校對抗競賽的梅竹賽，

圓滿落幕，最後清華與交通分別拿下 5點正式賽（清華：棋

藝、網球、女籃、男排、桌球，共五點。交大：羽球、棒球、

男籃、橋藝、女排，共五點），雙方打成平手，共同贏得梅

竹賽的總錦標。 

「特別感謝梅竹英雄，你們運動家精神讓我非常敬佩，你

們奮鬥的表現，讓我永遠難忘。」賀陳弘校長表示，梅竹互

有勝負，最珍貴的是，凝聚了兩校跨世代的情誼，球場上的

對手都是大家將來最好的朋友。梅竹賽是屬於同學的，「自

己活動自己推」，應該堅守屬於自己的價值，開心比賽。梅

竹必定成功，梅竹永遠勝利！ 

清交兩校之間的梅竹賽由來已久，起源於民國五十八年。

於每年三月間，舉辦大型學藝、體育活動「梅竹賽」，期許

學生在各項領域均衡發展。梅竹賽的名稱，是紀念對於兩校

有卓越貢獻的清華前校長梅貽琦先生與交大前校長凌竹銘

先生。「梅竹」同時也象徵兩校友誼永固、合作無間、克服

困難的精神。 

為期三天的賽事於 9日在交通大學體育館圓滿落幕，閉幕

表演由清、交兩校啦啦隊帶來動感表演，嗨翻交大體育館，

清華師生在畢業校友海鷗‧K人聲樂團帶領下，一同起立唱

校歌。雖然比賽時劍拔弩張，但最後頒獎典禮時，清交師生

展現梅竹精神，為彼此鼓掌喝采。 

今年共有 5場表演賽及 10場正式賽，共計 15座獎盃。本

校贏得田徑、桌球、棋藝、網球、女籃、壘球與男排等項目，

交通大學則贏得劍道、羽球、橋藝、圍棋、女網、棒球、男

籃與女排等項目。 

 
兩校共同贏得梅竹賽的總錦標。 

 
本校啦啦隊與吉祥物龐達熊都到場為選手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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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今年試辦 「擴大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倍率為 5倍」 

為落實多元入學、適性揚才精神，繼推行繁星、旭日、拾

穗等多元選才措施之後，本校今年試辦「擴大個人申請第一

階段篩選倍率為 5倍」，為國內各大學中唯一擴增篩選倍率

的學校。 

本校擴增篩選倍率之主要目的，是為扶助弱勢及落實適性

選才的精神。目前在第一階段三倍率篩選之下，「學測成績」

實質限縮了二階段參加甄選人數，同時也壓縮選才的範疇，

國內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學生的學測考試成績，相對於一般生

偏低，將不利於經濟弱勢學生進入第二階段。因此本校藉由

篩選倍率的擴大、配合優先錄取機制，扶助經濟弱勢子弟。 

基於大幅增加篩選倍率，將增加二階段甄選試務負荷，需

要增加審查及面談的委員，以及面臨如何降低家長與考生二

階段複試的時間及費用等問題。因此，本校的試辦計畫，是

一個折衷方案，小幅放寬第一階段篩選倍率由三倍擴增為五

倍，同時配套設立招生專責辦公室，提高審查信效度，強化

適性選才，達到學生來源的多元化，擴大學生視野。 

本校本年度計有電資學士班、化工、化學、物理系物理組、

數學系數學組、外語系等 6個學系組，擴大篩選比例為 5倍。

招生組表示，雖然試辦五倍率計畫，造成試務工作加重，亦

增加許多人力、物力的額外付出，但為減輕考生負擔，報名

費將調降為原來的 60%(例如：三倍率篩選報名費 1000元，

五倍率報名費僅需 600元)，歡迎對這些系組有興趣的考生

踴躍選填，增加通過篩選進入優質大學就讀的機會。 

 
學習資源中心 旺宏館。 

 
名人堂。 

  

 

 

 

 

 

 

 

 



 

 

多元彈性優質環境  本校轉系比例低 

台灣 1/3 大學生認為選錯了系、某頂大申請轉系學生

比例甚至高達 1/4。本校不設申請轉系的成績門檻，而且

各系也尊重轉系學生意願，申請轉系同學不到一成，就

學穩定性很高。 

清華有七成學生是甄選入學，教育部全國資料顯示，

目前入學管道中，繁星及個人申請就學穩定性高於考試

分發，因為考試分發能填志願數很多，依分數排序選填

志願，分到志趣符合的學系不確定性很高；而甄選入學

管道能填志願數少，同學選擇校系時很慎重，一般校系

也要求同學提供學習動機及讀書計畫作為選才參考，學

生學系雙方符合機會比較大，因此學生就學情況相對穩

定。 

其次，本校提供了優質彈性多元學習環境，副校長周 

懷樸表示，面對轉系問題，不僅是學生要選擇志趣符合

學系，學校也要提供彈性學習空間。清華有二成的學生

是大一不分系及學院招生，經過探索課程後，在大二或

大三才自由選擇適合學系或專長，這些學生很少有轉系

問題。 

此外，清華各學系的必修限制少、選修空間大，提供

跨領域學位學程多，同學只需修畢本科系基礎課程，即

可跨院系修習跨領域學程，在修課多元彈性的狀況下，

申請轉系同學亦自然減少。 

賀陳弘校長認為，應該跳脫選校或選系的傳統制式思

維，多元彈性的優質學習環境，才是幫助同學適性適所

學習發展的關鍵，而各大學在招生上也應該要專業化，

精準多元適性選才。 

 
清華大禮堂。  

校友體育館。 
 

 

 

 

 

 

 

 

 

 

 

 

 



 

 

《教務處》 
 2015春新制競寫辦法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74 

 

 歷屆競寫題目與得獎作品連結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75 

 

 本學期「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經費補助」受理申請至 3月 27 日，請有需要的老師於期

限內提出申請喔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276 

 

 《週五下午》課程，若欲辦理加簽，需要任課教師簽章，可參見課務組網頁建議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4-1073-81748,r206-1.php 

 

 輔仁大學舉辦「互動式課程設計與教學品保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06 

 

 輔仁大學舉辦「高等教育跨國學習品質保證之機會與挑戰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05 

 

 高雄醫學大學舉辦「創新教學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0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舉辦「教學實務公開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04 

 

 高雄醫學大學舉辦「示範教學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02 

 

 元智大學舉辦一系列多元文化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301 

 

《學務處》 
 清大工科小梅竹，部份場地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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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104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甄選活動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880,r3455-1.php 

 

 103學年度第三次定期社辦整潔比賽成績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875,r3455-1.php 

 

 2015 Summer Institute in Taiwan (SIT) 工作人員招募開跑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402,r3455-1.php 

 

 本學期尚有床位，如有需求者請至住宿組洽各承辦人申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2837,r1538-1.php 

 

 3月中至 4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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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59-82648,r2223-1.php 

 

 校外租屋安全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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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好點子群眾集資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668,r2469-1.php 

 

 TiC智能城市與物聯網創新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671,r2469-1.php 

 

 第五屆臺南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676,r2469-1.php 

 

 群英行腳──大專英樂夏令營志工團隊甄選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06,r2469-1.php 

 

 星星相惜讓愛走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07,r2469-1.php 

 

 青年壯遊好夥伴(Tour Buddy)服務網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08,r2469-1.php 

 

 綠色教室建構計畫──全國大專院校創新應用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17,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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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屆矽膠創意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75,r2469-1.php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4 年校園講座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76,r2469-1.php 

 

 教育部補助學校辦理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77,r2469-1.php 

 

 擁抱山水 健康樂活 菊島(澎湖)海洋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78,r2469-1.php 

 

 「成功修煉場」校園巡迴演講申請活動開跑了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96,r2469-1.php 

 

 東元科技創意競賽《Green Tech》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99,r2469-1.php 

 

《總務處》 
 歡迎使用校園公車 LINE 及 APP 查詢系統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2658,r127-1.php 

 

 場地借用查詢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82270,r127-1.php 

 

 本校校園車輛管理辦法及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修訂後條文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82738,r51-1.php 

 

 配合臺灣鐵路局宣導：行經鐵路平交道請務必遵守交通號誌以請確保民眾生命、財產之

安全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82742,r51-1.php 

 

《研發處》 
 「台灣憲政改革：當前辯論與未來發展」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82761,r406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2775,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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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科國司 104年第一期「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自即日起至 3月 31 日止

受理申請（本處截止時間為 3 月 31 日下午 5點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97 

 

 科技部工程司徵求「高速雲端光資通訊網路之關鍵性模組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4月 10

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02 

 

 科技部科教處徵求「科普資源整合運用推廣計畫」3月 31 日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01 

 

 科技部徵求「台法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截止日期展延至 4月 26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00 

 

 教育部國際司 104年第一期「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自即日起至 4 月 30日

止受理申請（本處截止時間為 4月 24日下午 5點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99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辦理之「台灣客家研究專題計畫」委託案(3 月 31日止)，歡迎參與

投標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98 

 

 提醒您！國家衛生研究院「105年度整合性醫藥衛生科技研究計畫申請」3 月 10日下午

4點前上網登錄申請意願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889 

 

 提醒您！歐盟 Horizon 2020 癌症轉譯研究計畫公開徵求計畫書 3月 16 日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879 

 

 提醒您！科技部公告 104 年「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意者請

將申請案提送至延攬單位相關會議，進行學術審查。校內送件截止日為 3月 24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891 

 

 轉知： 3 月 27 日臺灣大學研究倫理中心舉辦「研究倫理專題講座(6)質性研究的研究

倫理注意事項與倫理審查重點」，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82727,r351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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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mR3ZWIubnRodS5lZHUudHcvTGlzdF9EZXRhaWwuYXNweD9nPTImdD0yJmk9ODg5&b=DGHEIW/c%d1023774958016063/vfghy/26098818486397/DFGBB146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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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mR3ZWIubnRodS5lZHUudHcvTGlzdF9EZXRhaWwuYXNweD9nPTImdD0yJmk9ODkx&b=DGHEIW/c%d1023774959016064/vfghy/26098819497439/DFGBB14632-07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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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第一梯次輻射防護教育講習簡章及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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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度科技部國際合作「歐盟奈米材料研究計畫」公開徵求計畫書 6 月 9日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903 

 

《全球事務處》 
 香港大學碩士(MPhil)及博士(PhD)學位課程說明會，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53&lang=big5 

 

 美國 ALLEX全額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52&lang=big5 

 

 104學年匈牙利政府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54&lang=big5 

 

《計通中心》 
 歡迎使用 Office 365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82625-1.php?Lang=zh-tw 

 

《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科技部「產學專利申請&加值行銷與發展新創事業培訓班」（完全免費），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35fb0e3-5110-4865-9e3b-067ac84e7d44&c=menu041 

 

 敬邀參與微流體產學技術聯盟創新技術應用產學媒合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b8146d4-5d42-4800-a871-3722a601c500&c=menu041 

 

 

《圖書館》 
 SciFinder Future Leaders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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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nN0ZGMud2ViLm50aHUuZWR1LnR3&b=DGHEGW/c%d1023774957016063/vfghy/26098817475242/DFGBB1463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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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54&lang=big5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82625-1.php?Lang=zh-tw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35fb0e3-5110-4865-9e3b-067ac84e7d44&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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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EndNote 線上教育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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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0日資料檢索的第一步(館藏資源及服務介紹)──總圖場，歡迎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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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12日資料檢索的第一步(館藏資源及服務介紹)──人社場，歡迎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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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下學期圖書館資源利用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month=3 

 

 檔案局舉辦「『五』動檔案．記憶飛揚」活動，歡迎利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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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財團法人富邦文教基金會函，有關該會辦理「蔡萬才台灣貢獻獎」之推薦，請各單位踴

躍推薦符合資格之人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726,r2506-1.php 

 

 銓敘部令以，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關務類關稅統計科考試及格人

員得適用統計職系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2657,r3174-1.php 

 

《工學院》 
 微流體創新技術應用產學媒合會活動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2780,r3361-1.php 

 

 福井大學短期交換方案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2779,r3361-1.php 

 

 新世代綠色化工產業論壇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21 

 

 103學年度下學期Ａ、Ｂ、Ｃ類獎助學金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152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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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金】動機系大學部學生暑期國際交流獎學金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1029 

 

 TiC100智能城市與物聯網創新競賽最高獎金 100,000 元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2510,r2714-1.php 

 

 3月 14日工程一館停水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2850,r2714-1.php 

 

 103學年度「奈微所論文競賽」開始報名囉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82749,r1494-1.php 

 

 103學年度第 2 學期應雲崗獎學金(清寒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089 

 

 課輔及讀書會活動開始囉！3 月 30日中午 12點線上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090 

 

《電機資訊學院》 
 【獎學金公告】電資院優秀學生獎學金(含朱順一合勤獎學金)(系截止日期：3 月 10日

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82851,c3670-1.php 

 

 【獎學金獲獎公告】2015 暑期海外名校體驗學習獎學金(乙組)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82860,c3670-1.php 

 

 104年電資院「大三優秀學生獎學金」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u-eecs.web.nthu.edu.tw/files/14-1190-82566,r1919-1.php 

 

《人文社會學院》 
 認知與心智科學中心第三期電子報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nthuccms/newknowledge/e-paper/003 

 

 政治經濟專業學程 政治學領域＆畢業系友職涯座談 

參考網址：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4-1147-82831,r1561-1.php 

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089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2l0ZXMuZ29vZ2xlLmNvbS9zaXRlL250aHVjY21zL25ld2tub3dsZWRnZS9lLXBhcGVyLzAwMw==&b=DGHEOW/c%d1023774957016063/vfghy/26098817486817/DFGBB05800


 

 

 

 「心理疾病哲學：寒假讀書會」討論會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2757,r4275-1.php 

 

《原子科學院》 
 陳守信中子科學與技術榮譽講座演講活動將於 4月 29日舉行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82830,r2286-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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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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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1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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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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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898-827

72,r11-1.php。 

 

一場有組織的演說──如何成為風靡全場的優秀演說家 

 

說明： 

1. 講 者：賴建坤。 

2. 時 間：3月 10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299。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772,r11-1.php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82772,r11-1.php


 

 

Is the concept “cultural flesh” possible? 

說明： 

1. 講 者：劉國英教授。 

2. 時 間：3月 25日下午 3點 15分。 

3. 地 點：交通大學人社一館 316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82631,r4225-1.php  

 

偏差：活動影像與梅洛龐蒂的中晚期哲學講座 

說明： 

1. 講 者：龔卓軍。 

2. 時 間：3月 13日下午 1點到 3點。 

3. 地 點：交通大學人社一館 316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2888,r2733-1.php。  

 

我的媒體經驗：一起去人少的地方，找寶藏 

說明： 

1. 講 者：張正。 

2. 時 間：3月 11日下午 3點 30分到 5點 20分。 

3. 地 點：總圖書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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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亞洲系列講座】從綠色小組到紀錄觀點──談臺灣的紀錄片 

說明： 

1. 講 者：鄭文堂導演。 

2. 時 間：3月 12日晚上 7點半。 

3. 地 點：清大水木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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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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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New Approaches for Synthetic and Chemical Biological 

Studies of Biofunctional Molecules: From Natural to Non-Natural Products 

說明： 

1. 講 者：Prof. Kazunobu Toshima。 

2. 主 持 人：汪炳鈞。 

3. 時 間：3月 11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4.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5.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 

 

【化學系專題演講】Biosynthesis of β-amino acid containing macrolactam 

antibiotics 

說明： 

1. 講 者：Prof. Fumitaka Kudo。 

2. 主 持 人：林俊成。 

3. 時 間：3月 11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4.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5.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鋁合金點接合之疲勞分析 

說明： 

1. 講 者：中正大學機械系 林派臣副教授。 

2. 時 間：3月 1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1011。 

 

【物理系專題演講】Magnetic Micro/Nano-structures for MEMS/NEMS applications 

說明： 

1. 講 者：衛榮漢教授。 

2. 時 間：3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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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系專題演講】Band Theoretical Studies of Anomalous Hall Effect in 

Spintronic Materials 

說明： 

1. 講 者：郭光宇。 

2. 時 間：3月 10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物理館 R620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nthu.edu.tw/seminar/cm-phys/2015/Condensed2015%20spr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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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phys.nthu.edu.tw/~colloquium/Colloquium2015S.htm
http://www.phys.nthu.edu.tw/seminar/cm-phys/2015/Condensed2015%20spring.htm
http://www.phys.nthu.edu.tw/~colloquium/Colloquium2015S.htm


 

 

【統計所專題演講】CIX - a Cryptocurrency Index 

說明： 

1. 講 者：Prof. Wolfgang K. Härdle。 

2. 時 間：3月 16日下午 2點 20分 3點 1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82843,r585-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