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卅載忘年情誼 馬英九總統繫念探望沈君山校長 

「四年臥床人依舊，回春靈藥何處求，寄語卅載忘年友，五

湖四海盡神遊。」這是馬英九總統日前探訪沈君山校長，當場

所題詩。訴盡對老友長期臥床的傷懷，同時也寄望老友盡情神

遊五湖四海，怡然自得。馬總統感性地說，「距離上一回探視，

已經四年；四年來，經常會想到老友。」 

1月 25日近午，靜謐的西院宿舍區，悄然來了貴客，馬總統

再度探望卅年好友沈君山校長。由本校周懷樸副校長及張祥光

總務長代表接待，並由周副校長向馬總統說明平日沈校長作息、

照護狀況。沈校長氣色不錯，馬總統則坐在輪椅旁，與老友話

家常，當談到過去趣事，沈校長也似乎若有所感地「眨眼回應」。

總統說，看到老友身體狀況維持很好，相當欣慰。 

沈君山前校長，是傑出物理學家，同時也是圍棋業餘六段棋

士和橋牌的高手，於 1993年當選本校第一屆民選校長。沈校

長曾連續三年獲得美國圍棋冠軍本因坊頭銜，亦曾代表國家贏

得兩次世界橋牌賽亞軍，當選七次國家橋牌選手，十大傑出青

年。其任校長期間，適逢台灣校園民主運動的高潮期，清大校

園發生不少民主抗爭運動，幸賴沈校長的溫和開明處理；而今

日清華能發展成注重通識、理工人文並重的研究型大學，沈校

長亦厥功甚偉。沈校長除於 1988年短暫入閣出任政務委員外，

皆在清華校園度過。然因長期關注國事，對民主發展及兩岸關

係皆有獨特之貢獻。也因此，馬總統談起此行目的，亦強調「要

讓沈校長知道，我們沒有忘記他，沒忘記他對國家的貢獻」。 

當日，馬英九總統除了親筆題詩，也以真摯、飽滿的柔和語

調親自朗誦，並致贈營養品及 2015年國旗圍巾，同時細心地

為沈校長圍上圍巾。諸多細節，在在顯露出彼此細膩而雋永的

情誼。最後，周副校長則代表清華，致贈與沈校長淵源甚深的

「奕園陶版」作為回禮。 

馬總統由周副校長陪同離開沈宅。 馬總統親筆贈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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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本校劉仲明傑出校友榮任工研院院長 

  

賀 動機系王偉中教授榮獲 2015 美國實驗力學學會(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Mechanics, SEM) Zandman Award-運用光彈貼片在量測發展上的重要貢獻 

  

賀 動機系王偉中教授榮獲 2015 美國實驗力學學會(Society for Experimental 

Mechanics, SEM) Tatnall Award-對於 SEM有奉獻的及傑出的貢獻 

  

賀 工工系許棟樑教授與本系學生參加 2015 第七屆系統性創新研討會榮獲佳績 

  

賀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詹鴻霖教授榮獲得中國生物學會傑出研究獎 

  

 

《秘書處》 
 創校 105 週年暨在台建校 60 週年精神口號徵選 

參考網址：http://goo.gl/GtAsNm 

 

《教務處》 
 104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初試)試場分配表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81880,r323-1.php 

 

 104學年度碩士班考試電子計算器(參考使用清單)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81878,r323-1.php 

 

 104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成績複查辦法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81851,r323-1.php 

 

 不分系招生丙組(美術)104 學年大學個人申請補充說明 

參考網址：http://st.web.nthu.edu.tw/files/14-1884-81915,r3381-1.php 

 

 秉持著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的概念，OCW再度推出【數位教材專區】具焦清華學

子的學習歷程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mediaList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mediaList&classid=5&keyword=&order=hot&b=DGHEGW/c%d1023774782016063/vfghy/26098641543288/DFGBW03032-13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mediaList&classid=5&keyword=&order=hot&b=DGHEGW/c%d1023774782016063/vfghy/26098641543288/DFGBW03032-13


 

 

《學務處》 
 學生宿舍洗烘衣機加裝水電錶施工時程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1893,r2223-1.php 

 

 春節宿舍關閉日期：2月 16日，下午 2點閉館至 2 月 22 日，早上 8點開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1897,r1538-1.php 

 

 轉知環安中心 1 月 26日來函通知：請加強宣導執行節水抗旱措施，以降低乾旱之影響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1899,r2223-1.php 

 

 國際學生宿舍(鴻齋)住宿申請要點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81855,r1538-1.php 

 

 2月 1日至 2月 8日，教務處於桌球館進行試務工作期間，使用館內設施，請保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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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中心 102 演藝廳即日起開放借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1898,r3455-1.php 

 

 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大專院校服務性社團支持補助計畫開始申請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1894,r3455-1.php 

 

 教育部為鼓勵青年對居住問題踴躍提出意見，舉辦「500 青年 X 72小時－CCPf腦力大

挑戰」線上論壇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1832,r3455-1.php 

 

 函轉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針對 H5N2及 H5N8禽流感說明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81828,r1204-1.php 

 

 票券商業務人員專業科目測驗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1887,r2469-1.php 

 

 台北市野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理處辦理「2015年水資源教學巡迴方案--【水牛車到

您家】」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81864,r2469-1.php 

 

 



 

 

《總務處》 
 工科新館停電公告 

說明： 

1. 地 點：醫環系和工科新館。 

2. 時 間：2月7日(六)，早上8點至下午５點。 

2月12日(四)，早上8點至2月16日(一)早上8點。 

3. 校內聯絡人：莊明揚，校內分機：62283。 

4. 參 考 網 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81867,r1602-1.php。 

 

 各餐廳(賣場)2 月份營業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ezfiles/11/1011/attach/59/pta_34944_5559336_07308.pdf 

 

 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於 2月 5日，因計通中心主機代管機房維護工程，會有短暫中斷

情形，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參考網址：http://edoc.web.nthu.edu.tw/files/14-1208-81907,r11-1.php 

 

 中央研究院 104 年發文代字表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81841,r27-1.php 

 

 函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核准台正字第 8199號等 8種產品使用正字標記；廢止台正

字第 7906號等 5種產品使用正字標記 

參考網址：http://purchase.web.nthu.edu.tw/files/14-1029-81860,r88-1.php 

 

 函轉「違反政府採購法分批採購、圖利特定廠商案例」1 則，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同仁 

參考網址：http://purchase.web.nthu.edu.tw/files/14-1029-81858,r88-1.php 

 

 配合新竹市政府公告：本市 103年 12月份各類道路交通事故(包含酒後駕車)肇事時段、

路段(口)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81940,r51-1.php 

 

 公告：交通安全廣播宣導委製電台(公司)資料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81942,r51-1.php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81867,r1602-1.php


 

 

《研發處》 
 Funding Opportunity (ITRI) [Regular Proposal]工研院量測中心 104 年度分包研究

計畫，請於 2月 10 日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84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 [ Colleg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Research Projects ]

科技部公開徵求 104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自 12月 11 日起開放線上申請；學生

與指導教授須於 2月 4日下午 5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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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Funding Opportunity (TH) [Commissioned Reserch Projects]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辦理

之「台灣原住民史專題計畫」2項委託研究案，歡迎參與投標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86 

 

 Funding Opportunity(MOI)[Commissioned Reserch Projects]內政部辦理「我國人口

教育作法之探討」委託研究計畫案，請踴躍投標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887 

 

 科技部自 103年度起推動「鼓勵企業參與培育博士研究生試辦方案」，歡迎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46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日本芝浦工業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26&lang=big5 

 

 104年斯拉夫研究夏令營獎學金，校內申請截止日至 2月 4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25&lang=big5 

 

《計通中心》 
 主機代管機房維護工程 

說明： 

1. 計通中心訂於2月5日(四)，早上10點至12點、下午2點至4點進行主機代管網路設備調整工程，屆時主機代管網路服務會有

短暫中斷情形。 

2. 本校連絡人：賴志學，分機31084。 

3.  參 考 網 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81903,r791-1.php。 

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81903,r791-1.php


 

 

 

 my 伺服器系統更新，暫停服務六個小時 

說明： 

1. 為更新 my 系統以改善服務效能，本組訂於2月3日(二)，早上9點至下午3點停機六小時進行軟硬體更新。 

2. 聯絡人分機：31000或31234。 

3.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50127_01。 

 

《圖書館》 
 國際網路線路暫停服務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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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某 IP違規大量下載 OSA 電子期刊，請讀者務必遵守使用資料庫使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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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室》 
 國家文官學院訂於 2 月 3 日下午 1點 30 分，辦理「悅」讀大賞活動，歡迎同仁踴躍報

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81874,r2506-1.php 

 

《理學院》 
 103上專題演講次數與成績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40621,r292-1.php 

 

《工學院》 
 日本荏原公司徵才活動公司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81876,r3361-1.php 

 

 104學年度工工系碩士在職專班逕行錄取暨初試合格名單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81806,r2714-1.php 

 

《電機資訊學院》 
 103下博士學位考試(校外口試)注意事項、論文封面、Turnitin 原創性報告範例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81892,c3670-1.php 

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50127_01


 

 

 

 103下電機系碩博士班研究生開學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81877,c3670-1.php 

 

《生命科學院》 
 生科院職涯發展中心「就業講座」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44 

 

《科技管理學院》 
 台積館停電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81809,r1853-1.php 

 

 台積館清洗地板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81810,r1853-1.php 

 

 台積館春節假期管制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81811,r1853-1.php 

 

《共教會》 
 臺灣海洋大學「2015 年海洋教育融入十二年國教」學術研討會徵稿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81906,r150-1.php 

 

《藝文活動》 

2015全國跨域創新設計展演競賽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及技術創新與創業研究中心為促進跨領域間之觀摩與交流，將於 5月 22日至 23日舉行『全國跨域創新設計

展演論壇』。 

說明： 

1. 截稿時間：2月 28日(六)。 

2. 地 點：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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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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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資訊》 

《紀錄亞洲》新書座談會 

  

《紀錄亞洲》既是以文字來描述亞洲各國紀錄片的發展歷程，也是在顛覆、去

中心化亞洲這個概念。亞洲各國掙脫殖民或專制統治、發展經濟的歷程與條件各

有不同，政治、階級、生態矛盾也是面貌各異。紀錄片作為一種屬於西方的科技

媒介，在亞洲各國發展的取徑、條件與困境也各有不同。 

說明： 

1. 時 間：2月 13日(五)，下午 1點至 1點 45分。 

2. 地 點：台北國際書展(世貿一館)，「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展位 C317。 

3. 參考網址：

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81789,r778-1.php。 

 

 

《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新書發表會 

 

黃一農院士是學術界的傳奇人物，從物理學家跨界成為歷史學家，他利用大

數據 (Big Data) 進行「e 考據」，從海量的資料挖出驚人新發現。黃院士透過

大量新發現的滿漢文檔案，對百年來爭論不休的紅學與作者曹雪芹個人身世之

間虛實糾葛的命題，提出重要答案。 

說明： 

1. 主 講 人：黃一農院士。 

2. 時 間： 2月 14日(六)，下午 2點至 2點 45分。 

3. 地 點：台北國際書展(世貿一館)，「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展位 C317。 

4. 參考網址：

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81788,r778-1.php。 

 

 

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81789,r778-1.php
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81788,r778-1.php


 

 

【教學工作坊】2月 5日 Zuvio雲端教學反饋系統－師生互動好幫手 

 

說明： 

1. 時間：2月 5日(四)，早上 10點至 11點 30分。 

2. 地點：第二綜合大樓 2樓電腦教室。 

3.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725

3。 

 

 

 

 

【研討會】2015 Winter Mini-workshop on Soft-matter & Biophysics 

說明： 

1. 時 間：2月 5日(四)，早上 9點至下午 5點。 

2. 地 點：國立中央大學科四館物理系。 

3. 參考網址：http://phys.cts.nthu.edu.tw/actnews/?Sn=225。 

 

The China Jingping Underground Laborratory and CDEX Dark Matter Experiment 

說明： 

1. 講 者：Prof. Qian Yue／ASIAA／University of Illinois。 

2. 時 間：2月 4日(三)，下午 1點 30分開始。 

3. 地 點：物理館 620。 

4. 參考網址：http://www.astr.nthu.edu.tw/files/14-1276-81605,r4705-1.php。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7253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7253
http://phys.cts.nthu.edu.tw/actnews/?Sn=225
http://www.astr.nthu.edu.tw/files/14-1276-81605,r4705-1.php


 

 

Ultrafast structural and carrier dynamics probed by time-resolved x-Ray 

diffraction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說明： 

1. 講 者：湯朝暉教授。 

2. 時 間：2月 12日(四)，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台達館璟德講堂。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63。 

 

The Free－Volume Properties and Barrier Performance of Polyesters 

說明： 

1. 講 者：Dr. Hsinjin (Edwin) Yang(楊欣晉)。 

2. 時 間：2月 3日(二)，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台達館 R421。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68。 

 

攀登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巨峰：重現伊能嘉矩的踏查蹤跡 

說明： 

1. 主 講：陳偉智／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伊能嘉矩－臺灣歷史民族誌的展開》作者。 

楊南郡／南島文化工作室主持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關渡講座主持人。 

2. 時 間：2月 15日(日)，下午 5點至 5點 45分。 

3. 地 點：臺北世貿一館迷你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1778,r2733-1.php。 

 

 

 

 

 

http://www.ms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63
http://www.ms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68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81778,r2733-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