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慶創校 103週年暨在台建校 58週年校慶 

本校創校 103週年暨在台建校 58週年校慶於 4月 27日熱鬧

舉行。包括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曾志朗總校長、香港城市大學校

長也是本校校友郭位校長，以及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Simona Halperin 大使等多位貴賓都特地前來祝賀，而當日更

有許多校友、家長及社區民眾都踴躍參與各項活動，校園內揚

溢著熱鬧氣氛。校慶大會中也表揚宏傑財務管理公司董事長成

群傑、巨沛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蔡進步，以及正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暨創辦人楊正任三位傑出校友。同時，大會中

也表揚書卷獎同學、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績優課外活動社團及

大專聯賽獲獎隊伍，最後由校友代表與校隊一同呼校呼，祝福

清華生日快樂！ 

賀陳弘校長表示，民國 103年對清華大學而言，深具指標性

意義。理學院、原科院以及工工系今年成立 40週年，核工系

則是成立 50週年，而本校的人社院及經濟系也將歡慶成立 30

週年。他說，在慶祝這些院系的生日之際，也深深感受到學校

悠久的歷史與優良傳統。 

賀陳校長提到，清大學生表現傑出，動機系學生組成的 DIT 

Robotics 隊參加大專院校機械設計競賽獲得台灣區冠軍；由材

料系、經濟系與工工系四位學生組成的跨領域團隊，參加「校

園綠能創意競賽」也拿到台灣區第一名參賽，這兩個團隊都將

代表台灣去國外參賽。 

清華人重視體育精神，102學年度大專聯賽本校運動健將捷

報頻傳，他說，棒球隊已連續兩年獲得大專聯賽一般組冠軍；

男排亦一路過關斬將，由去年第四名晉升為冠軍，創下分級比

賽以來最佳成績；足球隊去年首次獲得公開二級冠軍，今年進

入一級與多屬體育科系學校競爭，獲得公開一級第六名，在非

體育科系學校中表現最佳。 

校長也提到，由本校科管所鄭勝丰、宋政桓及工工系博士班

郭建甫三位校友共同創立的網路新創團隊 Gogolook（走著瞧股

份有限公司），日前被知名行動通訊軟體 LINE母公司、韓國

NAVER收購，未來將積極在全球智慧型手機應用軟體服務策略

布局；而工學院學士班 13級畢業孫宗德及鄭文閔校友，自組

「自力耕生」團隊，在本校創新育成中心的輔導下，以奈米智

慧芽菜機，勇奪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

製造業總冠軍，這些年輕校友的表現，確實令人驚豔，也令人

期待。 

曾志朗總校長表示，清大的教師及校友為台灣作出很多的貢

獻，不僅是台聯大系統中領導，面對現在亞洲在全球的角色日

益重要，清大具有遠見，率先將文化、教育推動到印度，也與

以色列開始進行雙邊學術合作。郭位校長則提到，不論時代如

何變化，「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精神是不會變的，清

大的校訓是非常有智慧的。Simona Halperin 大使也提到，清

大是一所優秀的大學，有很傑出的師生。 

此外，今年更有數十位物理系第一屆的資深校友，他們在畢

業四十多年後，從世界各地返回母校參加校慶，足見校友與母

校間緊密的關係。「百人會」成立以來，對母校鼎力支持，對

清華校務快速發展有很大的幫助；這些都是校友們對母校發展

的關心及熱情，母校至為感謝。 

校慶大會中也設計了新亮點。大會進入尾聲，先是科管院邱

怡澍同學將發光的扯鈴如流星般從會場上空劃過，緊接著清大

合唱團也以快閃方式，夾雜在人群引導觀眾唱清華校歌及清華

情歌，將校慶的熱鬧氣氛炒到最高點。 

今年校慶活動除了園遊會外，校內也推出鬼屋、綠市集、社

會企業市集、街頭藝人，還有由普物實驗室舉辦的「春之科學

遊園饗宴」，讓民眾科學實驗 DIY，體驗零下 196度 C的液氮，

試驗空氣是否會熱漲冷縮，還現場利用牛奶自製冰淇淋。 

大草坪上有馬術社同學準備胡蘿蔔讓民眾現場餵食小馬，體

驗「騎馬樂」；一旁國際週外籍學生穿上異國傳統服飾，解說

不同國家的風土民情，活動最後由學務長謝小芩騎著馬匹，帶

領各國學生校園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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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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陳弘校長表示，民國 103年對清華大學而言，深具指標性意

義。 
 102學年度大專聯賽本校運動健將捷報頻傳，特地在校慶大會

中表揚。 

 

 

 
校友代表與校隊一同呼校呼，祝福清華生日快樂！  馬術社同學準備胡蘿蔔讓民眾現場餵食小馬。 

 

 

 
動機系學生組成的 DIT Robotics隊參加大專院校機械設計競

賽獲得台灣區冠軍，也在校慶活動中表演。 
 校慶活動中也有學生音樂性活動的演出。 

 

 

 

 



 

 

清華的榮耀 102學年度大專聯賽清華健兒表現「真讚！」 

 102學年度大專聯賽已順利落幕，棒球隊已連續兩年獲得大

專聯賽一般組冠軍；男排亦一路過關斬將，由去年第四名晉升

為冠軍，創下分級比賽以來最佳成績；足球隊去年首次獲得公

開二級冠軍，今年進入一級與多屬體育科系學校競爭，獲得公

開一級第六名，在非體育科系學校中表現最佳。選手們平時在

忙於課業之餘，仍要撥出課餘時間進行訓練，實屬不易。他們

用汗水、淚水以及紀律所累積出來的成績，是清華的驕傲。 

 繼去年棒球隊拿下 101學年度大專棒球聯賽（UBL）一般組

全國冠軍後，在林琨瀚教練帶領下，今年清華棒球隊再度將 UBL

一般組冠軍獎盃帶回清華。消息傳回學校，令人振奮。冠軍賽

過程刺激精采，清華在一局上半率先由四番黃政鋼敲出一支帶

有 1分打點安打，率先得點，但二局下淡江大學在兩人出局後

攻占滿壘，本校更換投手後卻狠狠挨了一記左外野深遠的三壘

安打，使淡江大學一口氣灌進 3分，教練林琨瀚立即換上王牌

投手卓致宇，終於解決這半局的危機，淡江大學以 3:2暫時領

先。 

 五局上本校在安打及對方的失誤下，反而將比數以 6:3超前。

六局下，投了四局的卓致宇控球明顯不穩，林琨瀚教練緊急換

上郭憲昌救援，卓致宇則改守到左外野，郭憲昌上場連投三個

壞球後要到一個好球，在沒有壞球空間下只能往好球帶中間投，

接著淡江大學打者將這顆紅中球狠狠的送到左外野，卓致宇拼

命往後追，最後一刻手套延伸到極致，在全壘打牆前接殺掉，

結束這半局，清華士氣大振。七局上清華趁著淡江大學的牽制

失誤，壘上跑者趁勢跑回 2分，終場清華大學就以 8:5向對手

拋出彩帶，完成校史一般組二連霸的美夢。 

 清華男排球員的組成除有少數幾名體育保送學生外，絕大部

分都是由葉煌典教練在校園裡不斷地發掘並培養優秀條件的

人才，而球員們在葉煌典老師與施惠方老師的指導下，終有很

好的成績，今年男排一路過關斬將，一般組學生由去年第四名

晉升為冠軍。 

今年從整體表現中，兩位大砲手邱椏峻與劉柏均可說是攻守俱

佳，尤其是在關鍵時刻守住對方幾分強力扣球，讓我方士氣大

增；身高 191公分的中間手王裕廷在前排的攔網增添我隊的防

禦力，他在中間攻擊的火力更是威力無比，另一中間手李聖暐

以聰明的巧打及改變節奏的扣擊，成功的破壞對方攔防結構；

輔助舉球員謝承翰總是扮演著在球隊危急時，運用高打點且犀

利的攻擊球風奮力一擊，成為勝負的關鍵人物；自由球員邵福

德是本校的外籍學生，他也是在葉老師的發掘之下，從足球專

長轉變為排球隊員，靈敏的步法與專注的判斷力，是他應對多

變且強力攻擊的應對絕活；而郭瑞麟則是本校的舉球員，也是

本隊在場上最年輕的球員，面對肩負球隊勝負的關鍵，內心不

免有著極大壓力，但秉持努力學習與練習的積極態度，在此次

決賽中著實進步許多，更在完成冠軍目標的同時落下欣喜的淚

水。 

 本校足球隊同學在陳國華老師及方靖仁教練紮實的訓練下，

球隊全力以赴的面對訓練，即使是寒、暑假亦都有特別集訓，

球隊的技術和默契與日俱增。去年獲得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二級

冠軍，今年晉升第一級是大專足球聯賽最高級別之足球比賽，

與體育科系學校北體、台體、輔大、銘傳等學校的眾國腳們同

場競技。清華足球隊同心協力突破了道道難關，過關斬將，獲

得大專足球聯賽公開一級第六名，「保級成功」是歷屆最佳成

績。明年 103學年繼續留在最高級別公開一級迎戰比賽。此外，

朱良毅及李孟哲同學亦選為優秀球員。 

 清華大學足球隊是一支極具「國際化」特色的球隊。學生來

自 12個不同國家的學生，幾乎是個「小聯合國」了。對清華

大學足球隊這個大家庭而言，不會因為語言不同及文化上的差

異而有所隔閡，大家都因為熱愛足球而相聚在一起。「Purple is 

our blood」,「Never give up」，成就清華大學足球隊的響亮

口號。感謝大家為清華大學加油！一起打造榮耀！ 

 清華大學女子籃球的組成大多是一般生，只有一名體保生和

少數體資生。女子籃球隊在謝文偉老師和闕麗鶯教練的帶領下，

維持每周三四日練球，周一五重訓，重質不重量，本學年的大

專盃女子籃球賽事分別在公開二級和一般組獲得了季軍和亞

軍，寫下清華女籃亮眼的成績。 

 球隊強調的是團隊精神，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被遺忘、被忽略，

隊友們互相幫助扶持、一起進步、一起成長，如今成果也顯現

在今年的成績上。一般組憑藉著多年練習累積起的技巧和默契

與永不停歇的訓練和堅持，不但在晉級的路上擊敗友校交通大

學。更挺進全國冠軍賽。比賽過程中，我方中鋒被對方手肘擊

中嘴唇上緣血流如注，仍浴血奮戰，比賽結束後才去醫院縫合

傷口。雖然最後惜敗，仍展現了令人難忘的實力與拼勁，拿下

全國亞軍。公開組成員中的一般生在訓練過程中努力跟上體保



 

 

和體資的腳步，讓場上五個點都具有威脅性，使防守者無法單

獨封鎖某幾個得分點，靠著全隊搏命的防守態度與最佳的團隊

精神，創造出今年出乎意料的好成績。清華女籃秉持著互相支

持、鼓勵的精神，一場一場的拼下每一場球賽，為本年度爭下

的如此輝煌的成績。 

  
體育室盧主任及葉老師為球員加油！ 清華馮達旋副校長到場開球，為清華加油！ 

 

 

 

賀 化工系朱一民教授榮獲中華生化工程學會「生化工程獎章」 

  

賀 統計所合聘教授熊昭老師榮獲第七屆台灣女科學家傑出獎 

  

賀 工科系曾繁根教授榮獲 2014 年 ASME 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Fellow 

 

賀 資工系蔡靖、張子逸、蔣季倫、蔡繪琦、黃睦涵同學榮獲「2014 Asia Supercomputer 

Community」季軍(指導教授：周志遠教授、李哲榮教授) 

  

 

 

 

 

 

 



 

 

《教務處》 
 102 下停修受理，5 月 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4-1073-69335,r206-1.php 

 

 「清華大學第一屆全校簡報大賽」號召簡報高手！首獎 8000 元，歡迎清大在學學生投

稿，投稿時間至 5/6 晚上 12：00止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93 

 

 2014 蘭州大學暑期班──金城講堂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69136,r2666-1.php 

 

 課程與教學研究計畫推出自選主題「總結性整合式課程」補助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68 

 

 [教師工作坊]5 月 14 日中午 12點 10 分，磨課師課程(MOOCs)製作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67 

 

 [學習系列講座 PART3]溝通技巧──我不是職場句點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933 

 

 [圖書館基礎科目課業輔導]每週一至四晚上 6點 30分至 9 點 30分，微積分、普物、普

化、經濟學，總圖書館 2 樓 203、204討論室。歡迎同學前來諮詢討論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888 

 

 2014 提升職場寫作力競賽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96 

 

 教育部 103年遴薦華語文教師赴外國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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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102 學年度下學期「校內」獎學金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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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社團廣告手冊，招募編輯小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299,r3455-1.php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已完成「H7N9 流感防治工作指引」之修訂，並公佈於該署全球

資訊網，請轉知所屬逕行下載參考運用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5-1142-69679,c7888-1.php 

 

 [清大？貝里斯？花生甚麼樹？]貝里斯周等你來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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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NTHU Summer Discovery Program in Taiwan 輔導員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266,r3455-1.php 

 

 2014 TNTTW & JCLA 全國校園盃咖啡拉花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417,r2469-1.php 

 

 2014 年第 10屆世界大學射箭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415,r2469-1.php 

 

 第六屆蘭陽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412,r2469-1.php 

 

 103 年國際家庭日－多元文化學習型家庭甄選及表揚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411,r2469-1.php 

 

 行天宮人文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407,r2469-1.php 

 

 2014 中華兒女文史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324,r2469-1.php 

 

 「為臺灣女孩喝采」臺灣女孩日簡訊標語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323,r2469-1.php 

 

 3D 造雲計畫－校園模型設計人才培育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319,r2469-1.php 

 

 103 年度「圓夢計畫－校園歌曲創作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298,r2469-1.php 

 

 



 

 

 2014 詠春基礎證照講習會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274,r2469-1.php 

 

 新竹市 103年度全民運動會太極拳代表隊選手選拔賽競賽規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269,r2469-1.php 

 

 第二屆校園「餐桌幸福家庭力」微電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268,r2469-1.php 

 

 台灣最佳財務策劃師選拔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80,r2469-1.php 

 

 103 年「青年政策論壇－地方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79,r2469-1.php 

 

 微笑土地行動方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77,r2469-1.php 

 

 2014 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74,r2469-1.php 

 

 2014 年兩岸三地財務會計與商業管理案例競賽－台灣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72,r2469-1.php 

 

 高雄市立圖書館「103年高雄青年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71,r2469-1.php 

 

 2014 全國大學生創新企劃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70,r2469-1.php 

 

 2014 第六屆台灣國際兒童影展全國巡迴－大專院校服務性社團合作事宜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48,r2469-1.php 

 

 2014 華人草根創意微電影金善獎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41,r2469-1.php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調酒社舉辦期末成果發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46,r2469-1.php 



 

 

 致理幸福農學市集行銷包裝文創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75,r2469-1.php 

 

 第九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81,r2469-1.php 

 

 2014 年第二十一屆大專青年外交經貿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183,r2469-1.php 

 

 102 學年度北商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社團邀請賽競賽規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267,r2469-1.php 

 

 2014 東華盃太陽光電創意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9320,r2469-1.php 

 

《總務處》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因人力不足，今年無法派員至本校收取綜合所得稅申報書， 

請各位同仁多加利用憑證網路報稅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69317,r47-1.php 

 

 因應雨季，請各單位加強館舍屋頂及落水孔清理通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9129,r127-1.php 

 

 自來水供水不穩公告 (影響區域：學生宿舍區、小吃部、原子爐、同位素館、加速器館、

光電子實驗室、生物科技館、醫環館、生命科學一、二館、人社院)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9631,r992-1.php 

 

 清大烘培機房電源工程，施作時程公告(103年 5 月 3日至 5 月 12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9660,r992-1.php 

 

 

 

《研發處》 
 配合組織更名，科技部修正「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等法規名稱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68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9631,r992-1.php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9631,r992-1.php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9631,r992-1.php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9660,r992-1.php


 

 

 科技部函告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名稱

並修正為「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並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79 

 

 科技部函告修正「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

論文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為「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

論文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69 

 

 奈材中心費用調整 

參考網址：http://cnmm.web.nthu.edu.tw/files/14-1012-69133,r632-1.php 

 

 「第十一屆國家新創獎」即日起至 103年 7月 15日止開放學研機構參賽角逐，敬邀優

秀研發團隊踴躍競逐我國生醫創新研發之最高榮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672 

 

 公告國立清華大學主軸增能整合型計畫(資通訊網路技術及應用)申請案，103年 5 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674 

 

 公告國立清華大學主軸增能整合型計畫(人文社會)申請案，103年 5 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675 

 

 「102年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訂於 103 年 5月 14日假科技部科

技大樓 2 樓舉行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677 

 

 歐盟科研架構國家聯絡據點於 5月 15日舉辦歐盟計畫參與經驗分享會，另科技部公開

徵求歐盟展望 2020 先期規劃計畫校內截止日 6月 25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678 

 

《全球事務處》 
 2014 美國高中生暑期營申請自即日起至 5 月 20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96&lang=big5 

 

 科技部「2015年台德雙邊計畫下人員交流 PPP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95&lang=big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79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79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672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672


 

 

 103 年度順道拜訪姊妹校經費暫停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97&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越南太原農林大學等 2 所大學簽署學術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99&lang=big5 

 

 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4年「臺法科技獎」候選人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87&lang=big5 

 

《圖書館》 
 [我是文青我愛故宮]有獎徵答，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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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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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百歲清華：「清知識─認識校史大小事」闖關活動登場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05 

 

 壹肆憶事－－2014校慶暨中文公演三十週年回顧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99 

 

 敬邀圖委及教師參加「因應書刊經費縮減之調整規劃院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24 

 

 新增資料庫──中國歷史地名查詢系統，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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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資料庫──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查詢，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3 

 

 新增資料庫──明清與民國檔案跨檔案資料庫檢索平台，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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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資料庫──中研院史語所藏內閣大庫檔案，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99&lang=big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305


 

 

 新增資料庫──WEBPAT全球專利資訊網，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6 

 

 新增「ACLS Humanities E-book 美國學術團體協會‧人文社會科學電子書」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8 

 

《人事室》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規則第 3 條、第 8條、第 9 條及第

6 條附表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應試科目表」各乙份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06,r875-1.php 

 

 行政院 4 月 16 日訂定發布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改制行政法人繼續任用軍職人員人

事管理辦法」1 份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05,r875-1.php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一試應試科

目列考複選題事宜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03,r875-1.php 

 

 有關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應試專業科目「中級會計學」、「高等會計

學」及「審計學」等 3科目列考複選題事宜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04,r875-1.php 

 

 修正「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第肆點、第陸點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214,r875-1.php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修正「申請及使用入出國證照查驗自動通關系統作業要點」自即

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213,r875-1.php 

 

 教育部函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函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業經

該會 4月 2日以金管人字第 10300602200 號令訂定發布，並檢送發布令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162,r875-1.php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函請協助推薦「中華民國第 52屆十大傑出青年選拔活動」

人選，請各單位踴躍推薦符合資格人員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08,r2506-1.php 



 

 

 行政院修正「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第四點、第六點，並自即日生效乙案，

請 查照轉知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9466,r875-1.php 

 

 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辦理 103 年「風和日壢齊步走」未婚聯誼活動，請未婚

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9473.php 

 

 新竹市公務人員協會辦理「公教退撫年金法案研討會活動」，請 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9474.php 

 

 臺北 e大數位學習網辦理 103 年度「分享愛˙愛分享」線上學習獎勵活動，歡迎同仁踴

躍參與學習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9477.php 

 

 103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及心得寫作競賽活動，請同仁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9478.php 

 

《主計室》  

配合二代健保公提自 5月 1日起調整專家領據系統作業方式 

說明： 

1. 本通知適用所有計畫經費(含 T類)。 

2. 為配合各計畫正確表達「二代健保補充保費」提撥金額，自 103年 5月 1日起修改領據專家系統作業方式，凡領據內所得格

式為【50】者，系統將要求登打補充保費提撥來源，並列印補充保費粘存單，併原領據粘存單以「酬勞清單」辦理核銷。 

3. 如補充保費提撥計畫非原支薪計畫，仍請完成請購手續後併原領據粘存單以同一卷宗送主計室核銷。 

 

《理學院》  

 6 月 21日至 22 日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frontier research 

in organic synthesis and materials”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7972,r293-1.php 

 

 2014 暑假人本森林育「談天」營隊招募天文助教 

參考網址：http://astr.web.nthu.edu.tw/files/14-1276-69279,r11-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9474.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9477.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9478.php


 

 

《工學院》  

 2014 全球青年領袖遊學營(日本團／尼泊爾團)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69420,r3361-1.php 

 

 2014 東元科技創意競賽「Green Tech」受理報名中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69402,r3361-1.php 

 

 103 年度斐陶斐榮譽會員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1879 

 

 「領袖才子計畫」即日起開放報名，5月 9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1881 

 

 晶元光電－企業參訪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69257,r2714-1.php 

 

《人文社會學院》  

 國立清華大學第六屆外國語文學系系友會暨系友回娘家聚會報導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15 

 

 人文社會學院 30年院慶－院史特展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18 

 

 [台灣社會學會]2014 年台灣社會學年會徵稿啟示 

參考網址：http://www.soc.nthu.edu.tw/app/news.php?Sn=925 

 

《科技管理學院》 
 計財系 LOGO競賽結果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69121,r1773-1.php 

 

 科法所補助學生參加 2014「Macao IP Programme」決選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67913,r1836-1.php 

 

 103 學年度法律學分學程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68281,r1836-1.php 



 

 

《共教會》  

 102 學年度傑出獎項名單 

參考網址：http://cfge.nthu.edu.tw/files/15-1084-48112,c1735-1.php 

 

 峨嵋國中徵求課後輔導志工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69265,r1972-1.php 

 

《藝文活動》 

金馬獎【一首搖滾上月球】電影放映會 

 

 六個愛哭的老爸 一個超齡的搖滾樂團 一段不可能生命旅程！ 

 六個平均年齡超過52歲的老爸，組了一個超齡的搖滾樂團《睏熊霸》，想要站

海洋音樂祭舞台的故事！台灣男人習慣表現堅強，悲傷往肚裡吞，這些有沉重

負擔的搖滾老爸們，到底該如何擺脫陰霾，走出人生的新希望？ 

說明： 

1.時  間：5月13日(二)，晚上6點30分至8點30分。 

2.地  點：醫輔中心2樓大團體室。 

3.報名網址： http://goo.gl/PaZAHN。 

4.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9168,r663-1.php

。 

 

 

 

 

 

 

http://goo.gl/PaZAHN


 

 

 [阿根廷影展]Argentina Film Fesvival 

阿根廷文化深具熱情濃烈的民族特質，在世界電影中別具特色，觀眾可以透過電影的角度，來認識孕育探戈的阿根廷文化，選片

包括探戈、多元民族、美食、歷史政治、宗教等議題。《瓦科爾達》重述1960年阿根廷的重大罪犯；《白象：無法之城》道出璜神

父駐守布宜諾艾利斯白象貧民窟，爭取民眾福祉的故事；《愛情大不同》則呈現阿根廷的同志議題；《時間遺忘的天使》是關於1994

年發生在阿根廷的伊朗恐怖份子炸掉以色列交流協會的攻擊事件；《美味人生》點出阿根廷的義大利移民。《我的雙面童年》以阿

根廷軍事獨裁時代作為故事背景；《拼圖女王》側寫父權社會下的女性自覺；《情婦與鯨》把用盡生命去愛而遍體鱗傷的女人比喻

為擱淺的鯨魚，搭配絕美的探戈舞曲。 

 

說明： 

1.時  間：4月29日(二)至5月24日(六)，週二、

六，晚間7點。 

2.地  點：合勤演藝廳。 

 

【客家文化藝術節系列】清華愛樂管弦樂團與竹教大管弦樂團聯合音樂會 

說明： 

1.演  出：清華愛樂管弦樂團與竹教大管弦樂團 。 

2.場  次：5月3日(六)，晚間7點30分，清華大學大禮堂、 

     5月14日(三)，晚間7點30分，元智大學。 

3.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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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time=1&&fdsn=591。 

 

 

 

 

 

 

 



 

 

清華愛樂 103年 5月演出時刻表 

 

 

《演講資訊》 

通識講堂：從「學生運動」到「社會契約」＆「服貿爭議中的第三種聲音」 

 

說明： 

1. 主 講 人：李丁讚教授／從「學生運動」到「社會契約」：談民主如何深化、 

    黃應貴教授／服貿爭議中的第三種聲音。 

2. 時  間：5月6日(二)，晚間6點30分。 

3. 地  點：旺宏館24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102-2ge/0506.html。 

 



 

 

通識講堂：想飛

 
年少時嚮往自由翱翔天際的李崗導演，因為聯考制度無法如願，李導演將如何透過作品圓夢？這一段冒險逐夢的過程，如何精

彩？如何艱辛？清華通識講堂邀請你和李崗導演一起「飛」。 

說明： 

1. 時間：5月12日(一)，晚上7點。 

2. 地點：工程一館107室。 

 

[戀愛必修課]系列演講：溫柔放開你的手－分手也能給的祝福 

望著你，心中只剩不解、遺憾、煩悶、傷痛。曾經的掛念、不捨、歡喜，成了遙遠的背景。是該放手了，卻被怯懦、罪惡、不

甘心阻擋。最熟悉的你我，還能當朋友嗎？想祝你幸福。這一夜，我們將邀你聽聽：分手情緒與困難、分手的理性方法、分手的

感性調節。 

說明： 

1.戀愛說書人：曾寶瑩／社會心理學博士。 

2.時 間：5月6日(二)，晚間6點30分至8點30分。 

3.地 點：行政大樓168階梯教室。 

4.參 考 網 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894,r491-1.php。 

 

5月 15日迷戀映像館【客製化女神】 

 

電影簡介： 

  年少得志的小說家凱文，在遇到寫作瓶頸時，開始記下夢境中的完美情

人，並在夢裡與她相戀。夢中「露比」神奇出現在他面前，並完全依凱文敘述

做出所有行為，甚至瘋狂愛上他到無法自拔！對所有男人而言，這是多麼美妙

的事情！但露比的瘋狂迷戀已讓凱文無法承受，他不得不開始重新考慮兩人的

未來，以及小說的未來方向，是否要繼續和夢幻女神共度人生? 

 

說明： 

1. 時間： 5月15日(四)，晚上6點30分。 

2. 地點：醫輔大樓2F大團體室。 

3. 放映師：陳世芳／約用心理師。 

 

http://cge.gec.nthu.edu.tw/102-2ge/
http://cge.gec.nthu.edu.tw/102-2ge/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65894,r491-1.php


 

 

演講 "A Free Digital Society" 

 

   在數位社會當中有許多對於自由的威脅，包含大規模監控、審查、數位枷鎖、

掌控使用者的非自由軟體、以及對於分享的戰爭，而使用各種網路服務，也漸成

另一種的威脅。最終，我們將不再擁有於網路上做任何事情的權利，而需仰賴大

企業所施捨的善意。 

說明： 

1.講  者：Richard Stallman 博士／自由軟體基金會主席。 

2.時  間：5月9日，上午10點至12點。 

3.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4.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RMS_20140509

.htm。 

 

2014性／別系列演講 

 
參考網址：http://sex.ncu.edu.tw/activities/2014/0509/index.html。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RMS_20140509.htm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RMS_20140509.htm


 

 

左傳是否解經及其相關問題 

 

說明： 

1.講  者：魏千鈞博士／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講  題：「左傳是否解經及其相關問題」。 

3.時  間：5月9日(五)，上午10點10分至下午1點。 

4.地  點：人社院C403教室 

5.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69334,r2648-1. 

php。 

 

A Journey of 450 Year: 2014 International Shakespeare Workshop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11。 

http://www.fl.nthu.edu.tw/app/news.php?Sn=211
http://www.cl.nthu.edu.tw/ezfiles/278/1278/pictures/590/part_69334_1095872_15188.png


 

 

辛棄疾──英雄傳奇的情景還原 

 

說明： 

1.講  者：王兆鵬教授／中央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2.講  題：辛棄疾──英雄傳奇的情景還原。 

3.時  間：5月8日(四)，下午3點30分至5點40分。 

4.地  點：清大人社院C509教室。 

5.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68519,r2648-1.php。 

 

102學年下學期－化學系專題演講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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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5日 

(R121) 

1400-1530 Professor Bing Yan (閻兵 教授) 

山東大學 化學暨化工學院 

Potential Impacts of 

Nanomaterials to Environment and 

Health 

黃國柱/33416 

5月9日 1400-1530 Shun-Ichi Murahashi村橋俊一 TBA 陳建添/33343 

 

【資訊工程學系專題演講】ACM-ICPC程式競賽策略 

說明： 

1.講  者：吳永輝。 

2.時  間：5月6日(二)，中午12點至下午1點。 

3.地  點：台達館601室。 

4.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9247,r67-1.php。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68519,r2648-1.php
http://www.cl.nthu.edu.tw/ezfiles/278/1278/pictures/646/part_68519_4318527_80159.png


 

 

【資訊工程學系專題演講】Can Your Mobile Phone “Smell”? And How?  

說明： 

1.講  者：鄭桂忠教授／清華大學電機系。 

2.時  間：5月7日(三)，下午1點30分至3點。 

3.地  點：資電B1地演廳。 

4.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9245,r67-1.php。 

 

【動力機械系專題研講】機械系在半導體等產業的技術前景及經驗心得 

說明： 

1. 講  者：蒯光國副處長／台積電製造技術中心 

2. 日  期：5月 8日(四) 

3. 時  間：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4.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IEEE 使用者經驗論壇：投稿策略與技巧(2014年學習+系列活動第二波) 

 

說明： 

1.講者：陳永昌教授／清華電機系。 

2.時間:：5月28日(三)下午1點30分(5月20日截止報名)。 

3.地點：旺宏館3F遠距教室B 。 

4.參考網址：

http://www.hintoninfo.com.tw/upload/ieee/2014/20

14_ieee.html。 

http://www.hintoninfo.com.tw/upload/ieee/2014/2014_ieee.html
http://www.hintoninfo.com.tw/upload/ieee/2014/2014_ieee.html


 

 

【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系列工作坊】「緬甸式政治轉型」的回顧與前瞻 

 自從1962年便落入軍事威權統治的緬甸，在2010年11月7日舉行自1990年以來首次的聯邦與地方議會大選，並在2011年3月30日

隨著新總統登盛的宣誓就職，而從軍政府正式轉型至文人政府。此後登盛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頗令人耳目一新。本演講

首將回顧緬甸自1948年獨立以來各政權合法性的取得與崩壞的過程，並將2011年的政治轉型放在威權政體尋求政治合法性的歷史

脈絡中來觀察，從而對緬甸政治改革的未來做初步評論。 

說明： 

1. 講  者：孫采薇 Tsai-wei Sun／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政治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2. 時  間：5月12日(一)，中午12點至下午２點。 

3. 地  點：人社院D302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