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 6位教師獲 105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化學系江昀緯副教授、電機系翁詠祿副教授、英語教

學系楊蕙君副教授、工工系廖崇碩副教授、化工系衛子

健副教授、中文系顏健富副教授獲 105年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以下為 6 位老師的簡介(依姓氏筆劃順序)： 

 江昀緯 電子自旋與細胞自裁的新突破 

 江昀緯副教授 2006年獲美國康乃爾大學博士學位，隔

年獲聘至清華化學系任教。研究專長為物理化學與生物

跨領域研究，致力於發展磁共振光譜技術，將未成對電

子當作探針，用以解析生物巨分子的行為。 

 江老師實驗室主要從事光譜及大量生物醫學實驗，並

開發出多項獨特的電子自旋(ESR)技術，用來解析細胞自

裁過程中分子的動態，釐清細胞自裁與癌細胞生長的關

聯。著名期刊《Structure》就曾引文介紹江老師「直指

粒線體調控的核心」的研究。 

 近年來江老師學術表現屢獲肯定，包含清華新進人員

研究獎、水木文教基金會傑出年輕學者獎、生物物理學

會傑出年輕學者獎、化學學會傑出青年化學家獎章，並

受邀至國外多場大型國際會議演講。 

 獲得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的肯定，江老師感謝學校、系

上同仁的支持，更感謝家人們多年來的鼓勵與陪伴。他

也感謝研究團隊學生，讓實驗室每天充滿快樂積極的氛

圍。他說，能每天和學生們相互激盪討論研究，將許多

很棒的想法一一實現，是研究路上持續突破的重要動

力。 

 翁詠祿 通道編碼研究獲國內外肯定 

 翁詠祿副教授 1997 年畢業於台大電機系，2001 年獲

得博士學位，在工業界服務 4 年之後到本校電機系與通

訊所任教。翁老師的研究方向為通道編碼、數位通訊及

通訊積體電路設計。他所領導的實驗室在錯誤更正碼的

編解碼演算法、通訊與儲存系統上的應用、以及相關的

硬體設計方面研究成果豐碩，近五年發表 18 篇學術論文

於國際一流期刊，擁有 7 件美國以及 7 件台灣專利，並

於去年獲得台灣積體電路設計學會傑出年輕學者獎。 

 翁老師的研究不僅具學術價值且兼富產業應用性，於

本校電機系服務至今，實驗室已成功開發 Wi-Fi、10Gbps 

Ethernet、SRAM、Flash memory 等應用相關的錯誤更正

編解碼技術。此外，翁老師也與工研院合作提出 18 件

IEEE 802.16 相關標準的技術提案。多項研發技術已獲

得專利，並成功技轉至國內的領導廠商。 

 獲得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肯定，翁老師感謝博士論文指

導教授林茂昭老師的栽培與指導，讓他有機會貢獻所長。

也感謝電機系與通訊所提供優良的研究環境與資源，資

深同仁們於研究上的協助與提攜，科技部研究經費的支

持。他表示，因為每一位研究生及合作夥伴們辛勤努力

與付出，才有今天的成果。翁老師也感謝家人無怨無悔

的支持，讓他能夠更投入在熱愛的工作上。他期許未來

在清華，不論在學術研究或產學合作上，都能發揮所長、

盡心盡力，對國內相關產業有所貢獻。 

 楊蕙君 語言評量新契機 

 楊蕙君副教授於 2009年自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

取得外語教育博士後，先於中山醫學大學任教，2012年

2 月至新竹教育大學服務。她表示，會從事語言評量的

研究，緣起於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至美國教育測驗中心參

與地方性及國際性的語言評量題目設計，因而進一步了

解評量內涵的諸多面向，也體認到評量工具的建構與使

用主宰著語言課程的規劃與運作。 

 楊老師的研究主軸聚焦於高風險之標準化英語測驗與

課室評量的理論架構、制定標準、及評量工具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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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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議題包含各類型學術英文寫作試題之建構效度、擬

真度及公平性，並進一步探討試題型態對不同語言能力

學習者所產出之言談語用特徵的影響。她更結合資訊科

技領域，開發以學習為導向之適性化語言評量系統，以

提升差異化學習之成效。目標是將基礎評量研究應用於

英語教學場域，建立有效教學機制。 

 獲此殊榮，楊老師表示，這是對學術成果的重大鼓勵

及肯定。她非常感謝科技部經費和研究資源的挹注，也

感謝英語教學系提供良好的研究環境與最大的學術自由，

讓她的研究興趣及專長得以充分發揮。楊老師也感謝國

內外應用語言學界的先進，透過他們的著作及演講，帶

給她無限的靈感與啟發。最後更要感謝學校各級長官及

系上同仁的提攜與愛護，以及志同道合研究夥伴的無私

合作，還有家人的一路相伴與支持，他們都是這些豐碩

的研究成果的重要功臣，未來她將秉持初衷，持續在研

究這條路深耕努力。 

 廖崇碩 組合最優化演算法：從理論到應用 

 廖崇碩副教授於 2010年加入本校，其研究主要探討組

合最優化演算法的設計與分析，特別之處在於其跨領域

的應用，包括：多重生物網路的比對、大規模路徑規劃

的即時算法、動態排程、與智慧電網等，皆是利用組合

最優化的理論分析在不同的應用領域有重大的改良與突

破。 

 廖老師對實驗室研究生的要求首重理論的研討與分析，

他一直相信有紮實的數學基礎，才能夠支撐在應用領域

方面的研究發展。他過去實驗室的學生，無論是博士班

或碩士班的研究成果，也屢屢受到國際的肯定。他表示，

「這些清華潛力無窮的學生，是實驗室豐碩成果的基石，

亦是驅動我不斷探索美好研究的熱情力量。」 

 廖老師近年研究成果除了發表在不同領域的重量級期

刊：《Bioinformatics》、《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B: Methodological》等，也受到跨學門獎項的肯定，獲

得工業工程學會的優秀青年工業工程師獎、資訊學會的

李國鼎青年研究獎、服務科學領域的溫世仁國際合作研

究獎等；並因此獲邀至多所國外著名大學演講及訪問合

作。 

 在熱愛的教學方面，廖老師也獲得兩次工學院傑出教

學獎的肯定。對於這些成果，廖老師要特別謝謝工業工

程系提供了最堅實及優良的研究環境，及系上同事們的

支持與提拔，也感謝家人一路的陪伴，尤其是太太在兩

個女兒剛出生期間的體諒與犧牲，他以此獎項獻給親愛

的家人。 

 衛子健 將電化學工程發揚光大 

 衛子健副教授於 2007年取得清華大學化工博士學位

後，進入工業界擔任新事業部主管，2012 年返回母校清

華化工系任教。他的研究領域包括染料敏化及鈣鈦礦太

陽能電池、奈米粒子合成與應用，及表面處理與高附著

性金屬化製程等。 

 衛老師自工業界回到學術界發展，一直期望以工程師

的養成作為教育研究生的目標，並落實在研究中。因此

除了基本實作技巧，特別強調包括簡報技巧、時間管理

以及做事態度等同學們未來職場上必要的工作技能，一

併都在研究期間培養。未來希望能將各專長領域的中長

期研發成果，逐步推向實用化與產業化。 

 獲此殊榮，衛老師要將榮耀分享給實驗室所有就學中

以及已經畢業的同學。他最想感謝的是家人的陪伴與支

持，以及啟蒙他的萬其超和王詠雲教授。 

 顏健富 馳騁在晚清文學地圖上的旅人 

 顏健富副教授分別於國立臺灣大學與政治大學取得中

文系學士、碩士與博士學位，畢業後到清華大學執教。 

 顏老師的專長是近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尤其致力於晚

清小說，探索 19 世紀處於天崩地裂的中國作家如何透過

小說書寫思考自我的定位？深沈根植於民族心理的文學

傳統如何與彼時湧入的新思潮對話？各種激烈碰觸與重

組的概念思潮又如何牽動小說敘事與文學範式的轉向？

他著有《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革

命、啟蒙、抒情：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思錄》

等，本年度繼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後又獲頒此獎，

受學界肯定。 

 同時是背包旅人的顏老師，鑽究文學中的「烏托邦」、

「世界」、「冒險」、「非洲」等議題，回應旅人根深蒂固

且又蠢蠢欲動的出走欲望。他曾有很長的時間在旅途上

度過，跟五湖四海的背包客穿梭各國邊界，住過無數背

包旅館，總是將吱嘎作響的床架當成培植夢想的大暖棚。

他結合自身的旅行經驗、文學閱讀與學術研究，開授「旅

行與文學課程」，鼓舞同學背起背包探向未知的前方。 



 

 

 顏老師感謝清華提供重質不重量的研究環境，讓他得

以更多時間發掘乏人問津或隱而未顯的材料議題，從地

基開始打起到蓋起樓房，固然非一蹴而成，可是更能根

本性與深度性地回應問題。 

  
化學系江昀緯副教授。 電機系翁詠祿副教授。 

  
英語教學系楊蕙君副教授。 工系廖崇碩副教授。 

  
化工系衛子健副教授。 中文系顏健富副教授。 

 

 

 

 

 

 

 



 

 

賀 化工系黃振煌助理教授榮獲 2016年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Awards) 

  

賀 工工系簡禎富教授榮獲 105年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工業工程獎章」 

  

賀 工工系廖崇碩教授榮獲 105年科技部工工學門子學門成果海報優等獎 

  

賀 通訊所林哲緯、資工系吳昇蓉、李紀萱、陳家錡、徐奕銜同學榮獲 2016通訊大賽

SDN/NFV 創新應用組競賽季軍(指導教授：黃能富教授) 

  

賀 資工系陳維駿、翁子皓、于子軒、何憶琳、尤立宇、王宇正 6位同學榮獲 Student Cluster 

Competition 16 學生叢集電腦競賽第二名及第三名(指導教授：周志遠教授、李哲榮

教授) 

  

賀 中文系《清華中文學報》榮獲科技部核心期刊（THCI）第一級肯定 

  

 

 

 

《秘書處》 
 轉知衛生福利部為推廣性別暴力防治向下紮根，舉辦 105 年度「發揮影響力，終結性別

暴力」創意徵件競賽，歡迎同學們踴躍組隊參賽 

參考網址：http://youth-agbv.net/ 

 

 

 

《教務處》 
 正修科技大學舉辦「推動提升教師實務能力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897 

 

 弘光科技大學舉辦「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自評暨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10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舉辦「105 年度教師專業社群成果發表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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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科技大學舉辦「提升國際移動力(2) :自我歷練與跨科合作的全英教學策略」研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04 

 

 中華大學舉辦藝術研習與五感美學系列演講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00 

 

 

 

《學務處》 
 新北市租屋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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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屆駱駝盃路跑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881,r2469-1.php?Lang=zh-tw 

 

 2017高雄 MIZUNO國際馬拉松(修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882,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學年度卡巴迪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883,r2469-1.php?Lang=zh-tw 

 

 「2016金芭樂風雲榜」媒體識讀網路票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897,r2469-1.php?Lang=zh-tw 

 

 中原大學系所博覽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900,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物理館停車場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施工期間：即日起至 12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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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714769、校內直撥 33333。 

5.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10958,r992-1.php?Lang=zh-tw。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04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00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881,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88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88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89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0900,r2469-1.php?Lang=zh-tw


 

 

 

 工科館道路進行管線埋設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施工期間：11月 30 日至 12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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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2-110959,r992-1.php?Lang=zh-tw。 

 

 

 

《研發處》 
 科技部公告 106 年度探索研究計畫申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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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3 

 

 科技部公告 106 年度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申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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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4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之「第十五屆有庠科技講座」、「第十五屆有庠科技

論文獎」開放甄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6 

 

 科技部 106年度特約研究計畫補助案，請協助於 12月 30 日中午 12點前完成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5 

 

 2016兩岸清華大學學術研討會，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ccrc.nthu.edu.tw/nthusconference.htm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為協助學校教師在授課或製作教學教材時，能合法利用他人著作，於

105年 9 月更新之「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再次予以宣導，俾利教師瞭解數位教材應用

涉及之著作權相關規範，歡迎逕行下載運用 

參考網址：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06960&ctNode=6987&mp=1 

 

 教育部 105年第三期「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即日起至 11 月 30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1316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3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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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131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送該會 106年度「農業生產環境安全管理研發計畫」之「106 年度

補助科技計畫公開徵求計畫研究重點」請於 12月 9日前上網研提計畫說明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9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辦理 106 年二項委託研究計畫案辦理招標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8 

 

 科技部公告 106 年度「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2

月 29日。請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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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7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更新之「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宣導資料，歡迎逕行下載運用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9f00ca73-a0c3-4250-872c-cd25a06444c3&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11月 30 日北京清華蘇世民獎學金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3&lang=big5 

 

 科技部與愛沙尼亞研究委員會共同徵求雙邊研究人員交流互訪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6&lang=big5 

 

 本校近日已與東南大學續簽學術合作備忘錄、學生交換備忘錄與自費研修生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5&lang=big5 

 

 106學年度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出國交換暨暑期計畫申請開始(截止日依各教學單位

而定)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4&lang=big5 

 

 106年度教育部學海惜珠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交換計畫申請開始(校內收件截止依各

教學單位而定)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8&lang=big5 

 

 2017 AIEF Campus Ambassador 校園義工大使招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7&lang=big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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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大學全球企業家會議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60&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香港科技大學完成簽署學術雙聯學士學位計畫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9&lang=big5 

 

 韓國外國語大學「國際外交獎學金」來韓獎學金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66&lang=big5 

 

 開放申請 106學年上學期(2017秋季班)赴大陸港澳交換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65&lang=big5 

 

 印尼巴淡島大學(UIB)寒假營隊報名中(2017年 1 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64&lang=big5 

 

 Make more friends:陸港澳交換生家族輔導計劃(106年 1 月 16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63&lang=big5 

 

 轉知 2016年第 6次臺灣歐盟論壇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62&lang=big5 

 

 捷克科技大學 MISA Summer school 2017 暑期營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61&lang=big5 

 

 

 

《圖書館》 
 想瞭解如何使用 EndNote 嗎？快來報名圖書館利用說明會課程 

參考網址：http://pesto.lib.nthu.edu.tw/libtour/libtour.php 

 

 

 

《計通中心》 
 計通中心辦理「著作權法與案例分析課程」，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110903,r237-1.php?Lang=zh-tw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6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459&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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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通中心辦理「個人資料保護宣導課程」，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61114_02 

 

 

 

《人事室》 
 教育部函以為遴選 106年度公務人員「每月一書」，請踴躍上網票選優良圖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0848,r875-1.php?Lang=zh-tw 

 

 10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領隊人員考試，即日起至 12月 1 日受理

網路報名，有意報考之民眾請至考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0849,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書函國家文官學院為推動終身學習，建立書香社會，訂於 12月 13日晚上 7 點至

9點，辦理「每月一書」導讀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0914,r875-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函送該院「2017 年教育訓練計畫總覽」並請遴薦同仁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0915,r875-1.php?Lang=zh-tw 

 

 「105年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表揚大會」與網路抽獎活動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0916,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轉國家文官學院為強化中、高階文官國際接軌能力，特開辦 106年全球化英語

班，請轉知符合資格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1030,r875-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台港文藝與跨文化交流」工作坊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9bcFpphsc_j6-hO7qgOStjAdoyv1daxNokLCphiELZo-MuQ/viewfor

m?c=0&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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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管理學院》 
 第三屆 CSR校園種子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10985,r1794-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音畫之間＞音樂系管弦樂團冬季音樂會暨協奏曲比賽頒獎典禮 

參考網址：http://bulletin.web.nthu.edu.tw/files/14-1912-110941,r5083-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囍室] 2016 林雨玄 鄭慧馨 聯展 

 

 圖面為空間的一種轉化，隨著自身想法的不斷改變，想創造的空間也

會跟著改變。若在現實的時空中將兩個人想創造的空間撞在一起，一定

會發生諸多牴觸，但在圖面中卻生產出許多小片段回應著現實中有著意

外可能的細碎空間。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1月 30日。 

2. 地 點：藝術創意空間 (學習資源中心一樓)。 

3. 參考網址 ：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0630

0,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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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蘇予珉個展 

 

踏上旅途， 

按下快門，保留當下的情緒。 

回首時， 

當下的感受又被挑起， 

已經褪去的記憶再次變得鮮明。 

粉色的夢境，鮮明的記憶。 

當你張開雙手，我會向你倒去，倒入柔軟的懷抱。 

替我擋開藍色憂鬱，替我承受灼人的溫度。 

我們永遠在那等你。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2月 15日。 

2. 地 點：藝術工坊 。 

3. 參考網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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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301,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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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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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大選專題演講：川普當選會對美國、台灣及亞洲帶來什麼影響? 

 

說明： 

1. 講 者：司徒文 主任／亞洲政策中心。 

2. 時 間：11月 28日，下午 2點至４點。 

3. 地 點：旺宏館 243教室。 

4. 參考網址 ：

http://cap.nthu.edu.tw/files/14-1891-110925,r4068-1.ph

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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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cc-nthudss.vm.nthu.edu.tw/nthusearch/dept.php?dd=2945


 

 

張愛玲的電影夢 

說明： 

1. 講 者：鍾正道副教授／東吳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 時 間：11月 30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大圖書館 1F 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53。  

 

幾米繪本 VR體驗之創作構想與歷程 

 

說明： 

1. 講 者：李雨珊 總經理／墨策國際。 

2. 時 間：11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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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82-110946,r400-1.php?Lang=

zh-tw。  

 

 

從翻頁到指滑：手機漫畫 Comico談漫畫原創與數位行銷 

說明： 

1. 講 者：陳宏睿經理、呂靜芬總編輯／NHN Comico。   

2. 時 間：12月 7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57。 

 

 



 

 

Presentation101：Moving from Basics 

 

說明： 

1. 講 者：李海碩／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 講師團成員。   

2. 時 間：12月 1日，中午 12點 10分至下午 2點 50分。 

3. 地 點：清大圖書館 3F 316室(紅氣球團體室)。 

4. 參考網址 ：

http://www.lc.nthu.edu.tw/files/14-1911-110918,r11-1.ph

p?Lang=zh-tw。  

 

 

「關鍵判決」電影放映暨映後座談 

 

說明： 

1. 座 談 人：李信瑩兼任講師／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   

2. 時 間：12月 6日，下午 2點至 5點。 

3. 地 點：旺宏館遠距教室 A。 

4. 參考網址 ：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10360,r805

-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Biomimetic Catalysis in Green Organic Transformations 

說明： 

1. 講 者：Prof. Jan Erling Bäckvall／Stockholm University, SWEDEN。   

2. 時 間：12月 2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化學館 R121。 

4.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Lang=zh-tw。  

 

【生科院專題演講】Life Sciences: Quo Vadi?座談會 

 

說明： 

1. 講 者：黃秉乾 院士／生科院創院院長。   

2. 時 間：12月 8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生科二館 R213。 

4. 參考網址 ：

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

60。  

 

 

【統計所專題演講】Estimating High-dimensional Multi-layered Networks 

Through Penalized Maximum Likelihood 

說明： 

1. 講 者：Prof. George Michailidis／Director of Informatics Institute。   

2. 時 間：12月 8日，下午 1點 40分至 3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11062,r585-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