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工系許健平教授榮獲「2014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研究傑出獎」 

  日前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公布 2014年研究傑出獎，

本校資工系講座教授許健平老師榮獲此殊榮。許教授是平行處

理與無線網路方面的國際知名學者，他的專長領域為無線通訊

與行動計算(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平行與分散式處理 (Parallel Processing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Systems)。 

  許教授在專業領域上表現傑出，曾連續三次榮獲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

教授獎、中華民國資訊學會李國鼎穿石獎、及第七屆有庠科技

講座等。2009年，獲得 IEEE Fellow的殊榮，以表彰他在平行

處理與行動計算方面的傑出貢獻。 

  除了發表許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國際知名期刊及會議上，許教

授在軟、硬體系統實作及技轉方面也有許多傑出貢獻。他是極

少數能夠在學術研究與資訊產業應用方面都有重要貢獻的學

者。他設計的無線感測器硬體平台 Octopus 系列，已技轉給多

家業者，並於 2012年榮獲清華大學產學績優獎，是目前國內

研究型大學使用最多的無線感測器平台。此無線感測器平台，

也提供給台、清、交、成大、中央等 20所以上大學研究團隊

使用，被大量運用於智慧屋、空氣品質監測、天然災害預警、

智慧電表、LED路燈監控、及東方果實蠅的生態研究上。此一

平台也被許多公、私立大學，使用在嵌入式系統及微處理機的

教學應用上。 

  許老師所編寫的無線感測網路課程，分別榮獲教育部 100年

度及 102年度網通人才培育計畫特優獎及優等獎。另外，他的

研究成果質與量並重，以 Google Scholar 資料庫統計，其發

表的文章被引用超過 9800次。許教授過去 27年來，為國內資

訊領域培養了許多優秀人才，其研究成果也蜚聲國際，是國際

上行動計算與平行處理方面的知名學者，對提昇我國資、通訊

領域在國際的聲望也有很大的貢獻。 

  許教授表示，榮獲潘文淵獎對從事研究的學者是一個莫大的

鼓勵，得獎固然是榮譽，但也是驅使他更加努力的原動力。他

說，能獲得此獎首先要感謝歷年來一起從事研究的學生及合作

的同仁，其次也要謝謝清華大學優良的學風及良好的研究環境，

最後也要感謝他太太的體諒與支持。 

 

 

 
許健平教授榮獲「2014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研究傑出獎」  許健平教授與夫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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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計財系王馨徽老師獲得第二屆年輕學者創新獎 

  

賀 資工系郭柏妤、陳建鴻、陳岱君、張晏菱、鄭謙、鄧國盛同學榮獲「全國學生叢集

電腦競賽」冠軍(指導教授：周志遠教授、李哲榮教授) 

  

賀 資工系蔡靖、李青峰、鍾隆翔、吳姿嫻、張效瑄、張凱智同學榮獲「全國學生叢集

電腦競賽」亞軍(指導教授：周志遠教授、李哲榮教授) 

  

賀 資工系楊宗翰、王崴擎、戴宏穎 3位同學榮獲「2014中區大專院校程式設計競賽」

季軍(指導教授：李哲榮) 

  

《秘書處》 
 「沉默」新書發表會，5 月 30 日晚間 7 點 30分，地點：清大水木書局咖啡廳，歡迎大

家共襄盛舉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70995%2cr805-1.php 

 

新竹市政府「新竹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光復區管線及用戶接管工程第二標」－第二次試挖探

管施工期程公告 

說明： 

1.工程內容：國立清華大學西院校區內道路地下管線試挖探管工程。 

2.施工日期：預定 103 年 5月 24 日(六)起至 103年 5月 25 日(日)止。 

3.原定施工日期如遇天候不佳或其他無法預期因素之影響，將予順延施工，倘若工程施工單位提前完成試挖作

業並恢復道路原狀，該路段臨時交通管制即解除。 

4.交通管制：國立清華大學（西院校區內）大門入口處與水源街周邊道路將進行交通管制，管制區域周邊道路

禁止停車，以避免造成車輛損傷。 

5.參考網址：http://cplan.web.nthu.edu.tw/files/14-1079-37107%2cr2131-1.php 

 

《教務處》 
 102學年度畢業典禮相關訊息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1-1009-9262.php 

 

 [開放式課程]寶塔個體經濟學 2受傷筆記害羞登場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course_news_content&cid=82&id=616 

 

 [清華磨課師]千旻姊姊的防禦心法，助你擊退剽竊巨獸 

參考網址：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0 



 

 

 

 [清華磨課師]系統神經科學， 邀請您一同遨翔腦的天堂 

參考網址：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1 

 

 [學習系列講座 Part4]有聽就會懂──簡報技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001 

 

 「清華大學第一屆全校簡報大賽」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523 

 

 暑假還沒安排活動嗎? 快來申請暑期學生讀書會，為自己的暑假帶來不一樣的學習經驗

喔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97 

 

 【教務長榮譽課輔員】歡迎同學登入校務資訊系統查詢課業輔導資訊及榮譽課輔員聯絡

方式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423 

 

 【線上課業輔導】無論大雨或大熱天，讓您學習不中斷 

參考網址：http://etutor.nthu.edu.tw/tutor/ 

 

《學務處》 
 2014清大畢業舞會[壹肆風華夜上海]5 月 30日，晚間 6點 20分於體育館入場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prom14 

 

 103暑假學生包裹服務──中華郵政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0814,r1540-1.php 

 

 103年度暑期大學部住宿床位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0847,r1540-1.php 

 

 102學年指導老師費第二學期領據繳交及 103學年第一學期申請事宜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660,r3455-1.php 

 

 清交男籃友誼賽聲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863,r3455-1.php 

 



 

 

 邀請導師們 5月 26 日一同關心校園精神疾病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9540,r492-1.php 

 

 5月 29日至 30 日聽健康系統說明會，抽超商禮物卡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70653%2cr1204-1.php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快訊報導」 ，清華健兒真讚！全大運奪下 16金 4銀 6銅，

非體育科系學校第 2 名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2014 Cute-Strega盃國際創意飲調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886,r2469-1.php 

 

 招募大敦陽光兒童夏令營大專輔導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885,r2469-1.php 

 

 文創之星創意加值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884,r2469-1.php 

 

 第 14屆桃竹苗大專院校聯合舞展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641,r2469-1.php 

 

 大師講座暨編劇人才培訓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639,r2469-1.php 

 

 103年特考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635,r2469-1.php 

 

 103年度暑期「教育部大專青年偏鄉藝術教育工作隊」隊徽設計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634,r2469-1.php 

 

 103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人權攝影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632,r2469-1.php 

 

 103年度「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計畫」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631,r2469-1.php 

 

 《2014聯合利華永續生活校園大使》徵才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627,r2469-1.php 

 

 星兒暑期歡樂班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592,r2469-1.php 

 

 2014年政大盃國際太極武學名家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573,r2469-1.php 

 

 103年港澳青年臺灣知性之旅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59,r2469-1.php 

 

 2014 百變史努比全國設計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57,r2469-1.php 

 

 企業 e化人才培訓營──SAP 暑期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58,r2469-1.php 

 

 第十一屆青年 WTO及 RTA 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56,r2469-1.php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3年度「大專女學生領導力培訓營」校園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55,r2469-1.php 

 

 2014客家青年領袖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53,r2469-1.php 

 

 2014全國工業節能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51,r2469-1.php 

 

 2014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大專校院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50,r2469-1.php 

 

 103年新竹市環保知識挑戰擂台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44,r2469-1.php0 

 

 2014全國菁英盃啦啦隊錦標賽與 2014全國啦啦隊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37,r2469-1.php 

 



 

 

 新竹市 103年度市長盃慢速壘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36,r2469-1.php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3年度教職員工木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35,r2469-1.php 

 

 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颱風災後救助及便民措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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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役男提前入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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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大學──海峽兩岸大學生文化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25,r4243-1.php 

 

 2014年北京暑期實習活動申請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85,r4243-1.php 

 

 「蘇臺大學生歷史文化遺產探尋之旅──傳統手工藝篇」考察活動入選名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866,r4243-1.php 

 

 2014北科大推廣教育中心兒童科學夏令營招募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80,r2469-1.php 

 

 玄奘大學第 10 屆中華文化研習營──山東遊學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70754,r2469-1.php 

 

《總務處》 
 有關微軟公司 windowsXP 作業系統終止支援服務之相關資安因應防護措施 

參考網址：http://edoc.web.nthu.edu.tw/files/14-1208-70630,r11-1.php 

 

《研發處》 
 103年第二梯次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簡章及報名表 

參考網址：http://nstdc.web.nthu.edu.tw/files/14-1004-68701,r30-1.php 

 

 楊祥發院士傑出科學年輕學者獎作業要點，即日起至 7月 1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99 

 

 連江縣「馬祖研究」申請補助要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98 

 

 103年度科技部開發型(第 3 期)及應用型(第 2期)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7 月 9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94 

 

 第二屆全國基因廣角鏡徵選比賽(即日起至 7月 27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96 

 

 科技部徵求 104 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構想書，意者請於 6月 12 日前提送一頁校

內申請表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96 

 

《全球事務處》 
 2014暑期假日接待家庭開始招募，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20&lang=big5 

 

 103學年度秋季班新生國際學生獎學金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21&lang=big5 

 

 臺大與美柏克萊加州大學合作授課，歡迎旁聽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18&lang=big5 

 

 赴韓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校內推薦名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19&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印度亞米堤大學加簽交換學生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15&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義大利威尼斯大學等三所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25&lang=big5 

 

 AIT清華大學學生出國學習意願調查表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17&lang=big5 

 



 

 

 HYI-RSEA fellowship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in Asia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12&lang=big5 

 

 科技部公開徵求中歐國家 104 年度國際合作人員交流計畫(PPP)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23&lang=big5 

 

 中歐國際維謝格勒基金會成員國進修研究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713&lang=big5 

 

《計通中心》  

 學生宿舍分機年度關閉及重新申請相關事宜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70883,r1538-1.php 

 

《圖書館》 
 103學年度起人社分館週日閉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6月 7日畢業典禮-圖書館 open house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35 

 

 歡迎報名清大博碩士論文上傳方式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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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暑假期間夜讀區閉館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46 

 

 在家也能聆賞音樂盛會-Naxos 音樂資料庫&教學影片資料庫 Discovery Ed 說明會~歡迎

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44 

 

 圖書館資訊系統組徵工讀生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29 

 

 修復公告：漢達文庫已可正常使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41 

 



 

 

 新增試用「空中英語教育教育雲－主題頻道」，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38 

 

 2014年國科會補助圖書計畫書展精選古希臘哲學、美學、生物人類學及環境人類學經

典書籍，內容豐富多元，歡迎參觀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98 

 

《人事室》 
 本校訂於 6月 10日早上 10時至 12時舉辦「103年度公務人員指定閱讀專書導讀活動」，

歡迎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0850,r875-1.php 

 

 教育部函以，關務人員獎懲辦法修正條文業經行政院會同考試院發布，檢附發布令及其

修正條文影本各 1份乙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0796,r875-1.php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檢送該校 103 學年度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推薦表、簡歷表及推薦

連署表各乙份，請各單位踴躍推薦該校傑出校友參加遴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71007%2cr2506-1.php 

 

《理學院》  

 中技社科技研究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6647,r2507-1.php 

 

 

《工學院》  

 財團法人中技社 103 年度「科技獎學金」申請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70831,r772-1.php 

 

 2014全國「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論文競賽徵稿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70864,r2714-1.php 

 

 敬邀參與 2014 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70803,r2714-1.php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nems.web.nthu.edu.tw/files/14-1156-70791,r1494-1.php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大三大四座談餐會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70853,r58-1.php 

 

 中技社科技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70797,r58-1.php 

 

 2014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0742,r3304-1.php 

 

 2014年「學生國際訪問獎」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0875,r65-1.php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3 年青年暑期社區工讀」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0746,r2779-1.php 

 

 廣達電腦職缺招募快訊，歡迎投遞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0577,r2779-1.php 

 

 國泰產險職缺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70576,r2779-1.php 

 

《人文社會學院》  

 「台灣文學研究新視野：反思全球化與階級重構」國際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469 

 

《生命科學院》  

 2014年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與姐妹校-廈門大學、雲南師範大學及武漢大學學生相互交

流見習名單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411 

 



 

 

《原子科學院》 
 Summer School of Nuclear Engineering of 2014 即日起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70680,r1602-1.php 

 

 「核四爭議說明會」直播錄像檔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70563,r1602-1.php 

 

 2014年「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三學分)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70774,r3699-1.php 

 

 2014前鋒科技論壇：低碳能源與生命醫學國際研討會，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nucl-fotel.vm.nthu.edu.tw/ 

 

《科技管理學院》 
 102學年度科技管理學院暨各單位 5 月份電子報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70593,r1853-1.php 

 

《共教會》  

 國立清華大學華語中心徵兼任華語講師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70861,r157-1.php 

 

 國立體育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徵聘助理教授(含)以上專任教師１名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70865,r157-1.php 

 

 聯電聖心課輔中心播撒希望種籽計畫課輔教師招募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70786,r157-1.php 

 

 

 

 

 

 

 

 



 

 

《藝文活動》 

迎著光呼吸－Souffle 傅美貴個展 

 傅美貴，一位離鄉遠居北美的台灣藝術家，持續不斷地形塑生命中令人悸動的藝術創作，在偶然的機緣中，藝術家瞬間瞥見北

國城市玻璃帷幕上微乎其微、縹緲不定的氣息痕跡，此邂逅醞釀出〈氣息系列〉平面與錄像裝置作品。她擷取眾人每分每秒所進

行、你我再也熟悉不過的動作「呼吸」進行詩意的演繹與推展，將生命中稍縱即逝的音、影與意象，以其個人獨特之藝術思維探

索生命氣息的烙印，並藉著光影變化與時間的概念，簡約地將生命氣息的印記靈動地清晰再現，使我們真切感受那既脆弱又能持

續不斷的氣息能量，活絡萬物與宇宙並思索形而上之意涵。 

 

迷戀映像館[真愛每一天] 

 

 提姆發現自己擁有穿越時光的能力，使他決定要用這超能力來好好把妹，終於他遇

見了瑪麗，提姆開始頻繁地重回他和瑪麗初相識的那一刻，不斷地讓他倆的相遇越來

越趨近「完美」，並將他和瑪麗之間重要的每一刻打造的十分美好，然而提姆慢慢發

現他所擁有的獨特能力並無法避免他和他的家人去經歷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其中也隱

藏著未知的限制與危險…… 

說明： 

1.時  間：5月27日，晚間6點30分。 

2.地  點：醫輔大樓2Ｆ大團體室。 

3.放映師：胡瑋婷／實習心理師。 

4.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844,r491-1.php。 

 

 

 

 

 

 

說明： 

1.藝 術 家：傅美貴／藝術家網頁：www.meikueifeu.com。 

2.時  間：5月19日(一)至6月18日(三)。 

3.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展覽廳。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2&&time

=1&&fdsn=605。 
 



 

 

《演講資訊》 

2014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 

 

說明： 

1.講  者：古源光校長／屏東科技大學。 

2.講  題：科技農業領航未來。 

3.時  間：5月28日(三)，晚間7點至9點。 

4.地  點：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一樓孫運璿演講廳。 

5.參考網址：http://www.c 
tm.nthu.edu.tw/files/14-1171-69628,r1853-1.php。 

 

願景工程-為青年尋路論壇 

 

 

說明： 

1.時間：6月 4日，星期三。 

2.地點：清華大學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3.主持人：王文華(「王文華的夢想學校」創辦人)。 

4.參考網址：

http://vision.udn.com/event/youth_future/index.html。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69628,r1853-1.php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69628,r1853-1.php


 

 

【學習系列講座 PART4】有聽就會懂-簡報技巧 

在課堂上演說簡報時，臺上講的賣力，臺下聽眾卻總是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嗎？枯燥乏味肯定不是聽眾的 STYLE，讓他們聽得

津津有味才是王道。講者現任台灣大學電機系，其獨特的教學方式及幽默風趣的對談，獲得台灣大學「教學傑出獎」。葉老師將和

同學們分享如何有效地增進簡報投影片技巧，抓住聽眾的注意力。 

說明： 

1.講  者：葉丙成老師。 

2.時  間：5月 28日(三)，晚間 7點。 

3.地  點：旺宏館 R245教室。 

4.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4995。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專題演講 

說明： 

1.講題：Product Qualification in NP (New-development Phase)。 

2.時間：5月 29日(四)，下午 3點半至 5點。 

3.地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講者：張志成處長／友達光電。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 

 

  服務與銷售，熟輕熟重？兼顧兩者可以滿足企業追求高營收與顧客滿

意度之目標，卻有賴重新定義第一線服務人員的工作職掌方能達成。要

求向來以提供顧客服務為主的員工兼任產品銷售工作，卻可能是員工眼

中難以兩全的任務。本研究以物流產業為研究背景，探討個人與組織因

素如何促成”服務 X銷售”之兼顧。 

說明： 

1.講 者：嚴秀茹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廖宜君研究

生／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2.講 題：不僅是服務─以跨層級模式探討第一線服務人員之“服

務、銷售”兼顧行為。 

3.時 間：5月 28日，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4.地 點：台積館 903室。 

5.報名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50。 



 

 

【中國研究工作坊】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ceptual approach an empirical 

findings 

 

說明： 

1.講 者：Prof. Gunter Schubert 舒耕德教授／德國杜賓根大學歐洲

當代台灣研究中心主任、亞洲暨東方研究所教授。 

2.主 題：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onceptual approach an empirical findings。 

3.時 間：2014年 5月 27日(二)，中午 12點半至 2點。 

4.地 點：人社院 C203教室。 

5.參考網址：http://cfcc.nthu.edu.tw/cfcc/。 

 

2014年印度大選座談會 

 

  2014年 4月 7日到 5月 12日所舉行印度大選，號稱是全球投票人口最多、

投票時間最長的一次民主選舉。本次選舉將產生 543位印度國會議員，以及

印度的新任總理。為了能更深入理解 2014年印度大選、及其對印度政治發

展和外交政策帶來的影響，國立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和國立中興大學當代

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將聯合舉辦「2014年印度大選座談會」，邀請專家

學者共同探討印度大選結果，並請他們分享對印度未來政局發展的觀察與分

析。 

說明： 

1.主 持 人：司徒文主任／國立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牧民主任／國

立中興大學當代南亞與中東戰略研究中心。 

2.對 談 人： 那瑞維／政大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 方天賜／清華大學

通識中心助理教授、何宏儒／中央社駐印度特派員，視訊

連線、馬道／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 

3.時 間：103年 5月 28日 週三 下午一點至四點。 

4.地 點： 清華大學旺宏館學習資源中心 245教室。 

5.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7fvcRMRbrui-6vNbXVyG

HIz70EsW8dUbFr1w2OLbdl4/viewform?usp=send_form。 

 

 



 

 

專利實務課程 

 

說明： 

 1.課程名稱：說明書實作課程。 

  2.課程講師：王立成／巨群國際專利商標法律事務所、曾

裕峰，資深合夥人、專利代理人。 

 3.時 間：5月 27日，下午 2點至 5點。 

  4.地  點：清華創新育成中心 115演講廳。 

  5.報名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activity/20140527。 

 

 

 

102學年下學期－化學系專題演講清單 

5月28日 1400-1530 Prof. Kenneth Karlin 

Johns Hopkins Uniersity 

Copper and Heme-Copper Complex O2  and．NO 

Reactivity: Bioinorganic Aspects 

廖文峯

/33340 

1530-1700 Prof. Anne Co 

Ohio State University 

Electrochemically active thin films for 

energy conversion and storage 

黃哲勳

/31291 

6月4日 1400-1530 Prof. Wai-Yeung Wong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Metallated and Metal-free Molecular Dyes for 

Energy Conversion in Organic Solar Cells 

and OLEDs   

汪炳鈞

/33410 

1530-1700 林東海教授 廈門大學化學生物系 生物核磁共振技術在結構生物學研究中的應用 余靖/3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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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專題演講-102下  地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日期 時間 講者 講題 主持人 

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