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資工系陳泰良、余俊佑、宋相緯同學榮獲 2016 通訊大賽－智慧城市應用

服務設計競賽－佳作獎 (指導教授：李政崑教授 ) 

  

 

 

《秘書處》 
 105年度大學院校教師性別平等教育研討會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ieltX6_tv5ETz59DIYnyjGmi07RM7VMEksHIrCOGJgY/viewform?edit_request

ed=true#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院判決案例研討會，歡迎有興趣的教職員工生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chinesenpo.org.tw/hot_209800.html 

 

 

 

《學務處》 
 快來諮商中心 FB按讚，分享回答提問，美食禮券送給你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07195.php 

 

 個人武器裝備展示及射擊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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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下學期生活助學金開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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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發展研究院辦理「2017 冬季中華文化研習營遊學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530,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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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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大地之子教育基金會已開始受理 106年上半年度原住民教育輔導相關活動經費

補助，請於 12 月 9 日將相關資料交給課指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532,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學年度壁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601,r2469-1.php?Lang=zh-tw 

 

 新北市 2016國際身心障礙者日招募志願服務學習人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607,r2469-1.php?Lang=zh-tw 

 

 「日本國際藝術大賽~日本國際料理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659,r2469-1.php?Lang=zh-tw 

 

 AWI亞洲葡萄酒學會第五屆全國校際盃年輕侍酒師精英賽北區賽(12月 16日筆試)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665,r2469-1.php?Lang=zh-tw 

 

 【銳變】服務－學習多元實踐與反思 輔仁大學服務－學習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667,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暨財團法人華碩文教基金會青年國際志工團徵選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702,r2469-1.php?Lang=zh-tw 

 

 第 15屆中華文化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759,r2469-1.php?Lang=zh-tw 

 

 屏東大學辦理「點亮在地，探索屏大」UGSI在地深耕聯合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760,r2469-1.php?Lang=zh-tw 

 

 「人文養成．藝術育苗」藝術展演暨生涯博覽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762,r2469-1.php?Lang=zh-tw 

 

 105學年畢業成果展發表會－「逐花」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768,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書法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770,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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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日表演藝術 ──藝起來中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772,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辦理「2016 全國電腦輔助電路板設計技能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531,r2469-1.php?Lang=zh-tw 

 

 105 中原大學服務學習研討會－原敘˙跨域˙心動力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666,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桌球館與體育館間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施工日期：11月 22 日至 11月 28 日。 

2. 施工廠商：宏國營造有限公司，03-5752586。 

3. 承辦單位：營繕組魏哲勇，電話：03-5162285。 

4. 緊急通報：校警隊 03-5715131；校內直撥 33333。 

5.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10781,r992-1.php?Lang=zh-tw。 

 

 水木書苑續約評鑑調查問卷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BMAmtOT22enr3Bhkxc6nKAwBgBtgqFdn2EHq2SeJCIAVN7w/viewfor

m?c=0&w=1 

 

 

 

《研發處》 
 教育部智慧製造產業創新提升人才培育計畫辦公室舉辦 105年第 3場次種子師資培育研

討會，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e5537cb-0ecc-4442-be0c-ed2a78444c84&c=menu041 

 

 工研院舉辦「醫療器材產業投資者媒合座談」，有興趣者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ee235b44-b86c-4ee7-8863-c8003c9f97d1&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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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11月 11 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25 

 

 敬邀參加 11月 23日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區域產學合作中心辦理「商品化營運規劃」課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ca84e52-5e25-4f34-9f9f-9f0e76bd2b27&c=menu041 

 

 敬邀參加低碳中心 11月 25日舉辦之「2016國際低碳能源科技與產業政策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140.114.120.106/news/news.php?Sn=13 

 

 12月 18 日、12 月 24日財團法人醫學研究基金會舉辦【人體研究倫理講習班】、【人體

試驗研究倫理講習班】，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10555,r3516-1.php?Lang=zh-tw 

 

 科技部與以色列雙邊共同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間：12 月 16 日中午 12點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26 

 

 科技部公告 106 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申請案，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月 29日。請

系所中心於 12 月 30 日中午 12點前彙送申請名冊與相關證明文件至計畫管理組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329 

 

 科技部公告 106 年度「防災科技學門一般專題研究計畫」徵求課題與說明。校內上傳截

止日為 12月 29 日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330 

 

 科技部 106年度專題計畫申請案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月 29日。請系所中心於 12 月 30

日中午 12點前彙送申請名冊與相關證明文件至計畫管理組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328 

 

 科技部 106年度先導型、開發型(第 2期)及應用型(第 1 期)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106年 1 月 9日下午 5點前止受理申請(本校截至時間)，請鼓勵五加二新創產業領域、

數位經濟領域計畫提案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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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師範大學舉辦「2016 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暨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研發成果暨聯

合展示」，敬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8271c64-ba09-4590-89f3-d253d618906e&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2017年度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經費資助辦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47&lang=big5 

 

 科技部徵求 2017至 2018 年臺灣與蘇格蘭地區雙邊科技合作人員交流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48&lang=big5 

 

 Kyoto University Amgen Scholars Program 暑期研究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0&lang=big5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青年國際參與及交流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49&lang=big5 

 

 內政部移民署辦理「106 年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寒假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2&lang=big5 

 

 11月 23 日「青年築夢，創意無限－青年外交論壇」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1&lang=big5 

 

 

 

《圖書館》 
 11月 23 日至 11 月 27日三樓小舞台、藍色情挑團體室施工通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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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通中心》 
 計通中心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宣導課程」，敬請踴躍報名參加(名額有限)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10609,r237-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敬邀本校採購、資訊人員出席「創新軟體展示暨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bulletin.web.nthu.edu.tw/files/14-1912-110545,r5074-1.php?Lang=zh-tw 

 

 開放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教職員工生申請網際網路部分相關服務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10657,r237-1.php?Lang=zh-tw 

 

 

 

《人事室》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11 至 12 月專屬活動「尋找理財金雞母：預約 2017富

足年」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10598.php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函邀本校教師參與「105年度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升

等經驗觀摩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0497,r875-1.php?Lang=zh-tw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函該校工學院暨電資學院訂於 11 月 24 日舉辦「2016年教師多元

升等工程學門審查共識座談會」，敬邀本校教師及業務相關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0673,r875-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圖像的推理與表徵：科學哲學與科技史中的圖像」國際學術會議 

參考網址：http://wanghsienchun.wixsite.com/dia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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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科學院》 
 [晶元光電]105 年度獎助學金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nes.web.nthu.edu.tw/files/14-1227-110734,r5031-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跨域系列劇場《我和我的午茶時光》將於 11月 23 日在合勤演藝廳演出，即日起開放索

票。活動洽詢清大藝中 FB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nthuarts/photos/a.168799033256905.41627.168488656621276/890076621129139/?

type=3&theater 

 

 英文學術段落寫作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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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686


 

 

《藝文活動》 

意外製造公司 

可曾想過，若能選擇，你希望自己以怎麼樣的方式死去呢？ 

我們都是人生的旅行者，不過看待死亡的方式卻人人皆異。 

這位尋死難成的富家先生，前往專門替人安排死亡的公司， 

買下無法事先得知的「驚喜」方案， 

開啟了這趟驚喜度破表的旅程…… 

11月 22日，點一盞人生走馬燈，咀嚼人生的意義。 

 

說明： 

1. 時 間：11月 22日，晚上 6點 30分。 

2. 地 點：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0

7067,r491-1.php?Lang=zh-tw。 

 

 

呂燕卿創作展—韶光如詩 

 

 藝術家是社會美學的導向，創作是藝術家生命的成熟觀 

 自是我我創作之實踐是以累積長時間投入與細節貫徹，堅信一

生創作真正的經典，在於好奇、熱愛、勇於追求生命的存在，激

發自我女性特質的美學觀念，經年累月創作的專注，精煉的融合

的方法論，母性的力量，成就了每件作品的生命。 

 她信仰存在主義哲學與知識論，融合西畫與國畫精神，認為風

格是運用媒材形式的方式，膠彩與版畫都要具當代性，創作理念

以多重觀點詮釋母體成長經驗-探索「我是誰？」的存在價值，常

以「愛情」、「脈絡」、「省思」，融入我者、你者、他者三面

向之思維，再賦與詩意(節錄自藝術家創作理念)。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06年 1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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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58,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數位時代閱讀產業之新想像》人文與科技的共創：以內容為主的體驗和展集 

 

說明： 

1. 講 者：丁維欣教授／阿拉斯加大學藝術系。 

2. 時 間：11月 23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大圖書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ils.nthu.edu.tw/files/14-1082-110357,r400-1.php?

Lang=zh-tw。  

 

 

天工巧手．穿越古今──國立清華大學書畫藏品修復展 

 

說明： 

1. 講 者：林煥盛 助理教授／雲科大文資系。 

2. 時 間：11月 24日，下午 2點到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

r.php?with=single&class=47。  

 



 

 

專利技術與市場對接方法及案例解析 

 

說明： 

1. 講 者：王本耀博士／工研院產業學院副執行長。 

2. 時 間：11月 28日，下午 2點到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 育成中心(近光復路校門) R115。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1_5jy

aF8hIFFQo97TIrtKIzyrkNcomJCAYH7IHpEmkfVOfA/viewf

orm。  

 

 

科技人文講座六：工業基礎技術 決戰【亞洲．矽谷】 

 

說明： 

1. 與 談 人：李家同教授／清華大學、 

廖婉君司長／科技部工程司、 

謝弘輝 總經理／ARM。   

2. 時 間：11月 29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110025,r69-1.p

hp。  

 

 

 

 

 



 

 

蹦跳新加坡：艾兒莎教你如何利用個人部落格走向世界 

說明： 

1. 講 者：艾兒莎。 

2. 時 間：11月 24日，下午 3點 30分到 5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名人堂。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rlYlhnAr0HkReVMLDzVR3tSqQyAflr9W0Flo3kZbKIZWaKQ/viewform?embe

dded=true。  

 

【數學系專題演講】Recent Progress in Mirror Symmetry Conjecture 

說明： 

1. 講 者：Prof. Huijun Fan。 

2. 時 間：11月 21日，下午 3點 30分至 4點 30分。 

3. 地 點：Lecture Room B，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45。  

 

【數學系專題演講】Modified Bessel func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a 

geometricvariational problem 

說明： 

1. 講 者：Prof. Yung-Sze Choi。 

2. 時 間：11月 21日，下午 4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Lecture Room B，綜合三館 4F。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46。 

 

【化學系專題演講】Responsive Supramolecular polymers constructed by 

orthogonal self-assembly 

說明： 

1. 講 者：Prof.王樂勇／南京大學。 

2. 時 間：11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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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zh-tw。  

 



 

 

【電資院專題演講】《TEEN系列講座》量測產業的趨勢及相關物聯網的解決方案 

 

說明： 

1. 講 者：羅大鈞先生／清華電機 92B。 

2. 時 間：11月 23日，晚上 7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215教室 。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ES5nYQ16UiiS

jZyaIXHQxXJ2de1scM1Omy-AYR0vFg8aVzQ/viewform。  

 

 

【外文院專題演講】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 NEW PARADIGM? 

 

說明： 

1. 講 者：柯宜中副教授／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 

2. 時 間：11月 23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人社院 B304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10521,r5517-1.p

hp?Lang=zh-tw。  

 

 



 

 

【科管院專題演講】科技解密：清華教師如何爭取並善用人文司資源 

 

說明： 

1. 講 者：洪世章司長／科技部人文司。 

2. 時 間：11月 25日，中午 12點 15分。 

3. 地 點：台積館 6F孫運璿紀念中心。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DqCiJ_POBLB

G2kYbjzfVwwhBPhNGUVp67ZrzNpx-j7Ww-gg/viewform?c=0&w=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