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紹威、張賢廷、吳振愷以及余家豪四位同學 ASME無人飛行器競賽獲台灣區冠軍 

由本校動機系葉紹威、張賢廷、吳振愷以及余家豪組成的 DIT  

Robotics 團隊，日前參加由美國工程師學會(ASME)舉辦的學生

設計競賽，以「四旋翼飛行器」擊敗逢甲大學會轉彎的「白海

豚」奪下台灣區冠軍，獲得獎金 5萬元，團隊 11月將代表台

灣到加拿大參加總決賽。 

此競賽為美國工程師學會(ASME)所舉辦的學生設計競賽，3

月 9日於國研院儀器科技研究中心舉辦台灣區總決賽，第一名

則可直接晉級至第一層級的 ASME全球總決賽。競賽總共分三

關卡：穿越一個高的閘門、穿越一個低的閘門以及將飛行器上

的貨物投擲到目標範圍內，最後再將飛行器安全的返航回原點。

飛機器重量越重、飛行時間越久，獲得分數越高。 

這次參賽的「四旋翼飛行器」出場時飛行狀況雖然不如白海

豚完滿，但由於重達 2公斤，為白海豚的 4倍，成為致勝關鍵。

葉紹威指出，「四旋翼飛行器」於 2013年 6月開始研發，為 DIT

團隊所打造的第四版飛行器，四旋翼利用兩對正反轉的馬達使

自身達到平衡，並藉由控制每顆馬達升力的大小使飛行器往各

個方向移動。一般來說，要使四旋翼平穩的起飛不太容易，其

中牽涉到許多高深的控制理論，例如強健性控制、PID控制等，

而這次為了在重量勝出，更是犧牲控制容易度，後來靠著微調

控制才順利完成飛行。 

多旋翼未來可能應用層面極廣，其中亞馬遜公司 Amazon提 

出使用多旋翼作為送貨的載具，也有人提出製作出能載人的多

旋翼飛行器，使在惡劣環境下的搜救活動能有更有效的應用。

但由於多旋翼高耗電的缺點，使飛行時間受到限制，故以上所

提及的應用目前都還沒被實現。DIT Robotics 則想運用多旋翼

飛行器，當作清大校內公文傳遞的工具，目前仍還在改良飛行

器使其更為穩定。 

葉紹威表示，DIT  Robotics 總共有 16位成員，此次參加

ASME無人飛行器競賽共有 4位成員，分別是葉紹威、張賢廷、

吳振愷以及余家豪，4人都是目前就讀動機系大四的學生。DIT

鼓勵成員提出好的點子，並經由審核通過後可成為團隊專案，

而四旋翼就是最早成員們共同想完成的專案，並非為了參加

ASME學生競賽所製作的，而是成員們想要挑戰自己，追尋夢想

所完成的產品。 

DIT的意思是 Design In Taiwan，自己設計並實現腦海中的

想法，希望能扭轉大家對台灣代工的印象(Made In Taiwan)，

並且同時在清大校園內提倡『動手做』這個概念。DIT同時也

是 Do Improve Try，團隊不只提出創新的想法，同時動手將想

法實現，努力改良並且不斷的嘗試。目前團隊全力準備今年 6

月於德國德勒斯登舉辦的全自動機器人大賽 EUROBOT決賽，希

望能藉由參加實作機器人的競賽，磨練實作的能力，增強解決

問題的能力，並獲得勝利。 

 
DIT Robotics 獲得 ASME學生競賽台灣區第一名。 

 

 
此次參展的四旋翼飛行器於 2013年 6月開始研發，為 DIT團隊所打

造的第四版飛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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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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工學院張坐福校友 日本東工大執教鞭 

近日，各大學校園內舉辦的就業博覽會陸續登場，媒體也多

以大篇幅報，說明了學生的薪資、出路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清

華大學每年畢業的學生，陸續投入職場。他們在各領域中打拼，

這其中有許許多多校友的努力及職涯經驗是值得每一位將投

入職場的學子學習。九年前從本校化工所畢業的張坐福校友，

現為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精密工學研究所助理教授，以下是他的

分享。 

張校友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在台灣杜邦桃園廠當品保工程

師，儘管有一份不錯的工作，但在他心中早已埋下「從事教職」

的種子。張校友開玩笑的說，或許我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教書：

「我有一個雙胞胎姊姊，村中長者特地選了『坐』這個字，象

徵著兩個人坐在土地上，然後坐這個字，在我鄉下的台語發音

跟『造』一樣，長輩期待我能造福社會，雖說常被取笑作威作

福，但是我絲毫不覺得我的名字俗氣，反而覺得很有使命感。」 

張坐福校友在升國二的時候，跟姊姊飄洋過海到加拿大多倫

多當小留學生，在 2005年，回到本校化工所攻讀碩士，在呂

世源教授的實驗室，學習奈米材料的開發與製備。因為在中學

時期聽過杜邦員工分享工作經驗，他退伍後順利進入夢想中的

工作環境，羨煞不少旁人。只不過，2008年爆發雷曼事件，讓

他提早結束了業界的體驗。而東京工業大學曾根正人教授親自

從日本飛到台灣，與張學長進行面試，他順利獲得東工大的獎

學金，也展開了在日本的研究生活，他也在 2012年取得博士

學位後，留在曾根正人教授主持的實驗室擔任助理教授至今。 

在台灣受基礎教育，到加拿大從國中讀到大學，再回台灣受 

一年半的研究技能的養成，再到日本攻讀博士與從事教學，

在不同學術文化的薰陶下，張坐福學長對於各國學生在學術研

究態度上，有這樣的見解：「日本人選擇讀碩士班，大多因為

比較容易找到高薪又穩定的好工作，這點跟台灣雷同。博士班

的部分，台日就有蠻大的差異。在日本，會選擇讀博班的學生，

是真正對學術界有興趣，而不是為了較優渥的薪水。也因為業

界對博士的需求量不高，碩士學位已經足夠做研發相關的工作。

待遇上，博士跟碩士在業界的待遇差異，也沒有台灣這麼明顯。」 

台灣學生在日本老師的眼裡，是很有競爭力的，因為台灣的

學生專業知識紮實，肯花時間，肯努力，更重要的是，研究自

主的獨立性也很不錯，不需要讓指導老師操太多心。 

除了堅持研究態度，張坐福學長特別強調「表達能力」的重

要。他表示，「腦袋裡裝的東西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表

達的能力。若無法清楚表達，等於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懂。」

表達能力包括對多人的學術演講，跟不認識的人做自我介紹，

寫文章等等的綜合能力。他以就讀多倫多大學就學為例，學校

為了訓練學生的表達能力，工程系必修課程包含寫作、簡報技

巧。大學四年期間，有很多的口頭報告，也必須向校外非專業

人士報告，以訓練自己口語傳播能力，讓不懂的人都能聽懂，

是一門很難，卻又實用的課。 

張學長除了建議學校開設口語傳播相關課程，也期勉學弟妹

訓練自己在任何場合，都能完整清楚的表達自己的想法，充分

發揮自己的實力，進而得到自己想要的結果。在人生最精華的

青春時光，找到屬於自己發光發熱的人生舞台。

 
多倫多大學化工系館前，左一 Prof. 

Jia, 左二東工大曾根教授(博班指

導老師)，右一 Prof. Kirk（大四專

題指導老師）。 

 
右一清大化工呂世源教授 (碩班指

導老師)，中間早稻田大學助理教授

的陳君怡博士（清華 05級學士 07

級碩士）。 

 
左一東工大里達雄教授，右一東工大三島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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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清梅竹馬揪團趣」未婚聯誼活動校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my.nthu.edu.tw/~person/index.html 

 

《教務處》 
 「2014開放學堂」登場囉！4 月 12日、13 日、20日三天共計八場講座，鑽石級師資，

陣容堅強，主題豐富精彩，歡迎踴躍報名參加，參加講座贈送精美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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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3年遴薦華語教學助理赴國外任教第 103006號通告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67407,r1275-1.php 

 教育部 103年遴薦華語文教師赴外國任教第 103004、103007 號通告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67251,r1275-1.php 

 

 國立東華大學「第 1 期華語師資研習班」招生中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67614,r1275-1.php 

 

《學務處》 
 「103年校慶環校路跑」報名開始，今年度還特別增加挑戰組、創意造型組，歡迎校友

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2014peorun/ 

 

 103年水域活動研習會簡章(4 月 6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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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輔組校內外獎學金，請同學把握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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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租型套房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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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清華大學國際學生宿舍鴻齋住宿申請辦法及時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7484,r1538-1.php 



 研究所(舊生)網路申請宿舍及抽籤方式說明(103學年床位暨 102學年暑期床位申請)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7334,r1538-1.php 

 

 國立清華大學 103學年度研究所申請優先住宿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7290,r1538-1.php 

 

 2013學生宿舍管理問卷滿意度結果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7262,r1538-1.php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4月 29 日辦理之 2014 AED全國推廣巡迴講座活動報名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7430,r1204-1.php 

 102學年度第三次定期社辦整潔比賽成績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08,r3455-1.php 

 

 2014 SIT Staff 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586,r3455-1.php 

 

 報名資訊──2014金融菁英培訓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608,r2469-1.php 

 

 監察院 103年明鏡陽光四格漫畫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604,r2469-1.php 

 

 猴厲害──2014 嘉義市石猴雕刻徵件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602,r2469-1.php 

 

 103年青年節新竹地區表揚學校優秀青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598,r2469-1.php 

 

 2014年全國暑假 CCAPP青年活動企劃師培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596,r2469-1.php 

 

 第二屆十大「節」出教案．綠繪本徵件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595,r2469-1.php 

 

 第 13屆全國聯合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592,r2469-1.php 

 



 第 92屆國際合作社節合作事業繪畫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590,r2469-1.php 

 

 102學年度當代策展培力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588,r2469-1.php 

 

 財團法人金車教育基金會招募大專青年志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587,r2469-1.php 

 

 第 25屆逐鹿中原武術觀摩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574,r2469-1.php 

 

 第七屆全國大專盃創業競賽企畫書「New Biz !」社會心關懷．生活新創意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88,r2469-1.php 

 

 2014觀光精英盃全國遊程設計競賽暨國際觀摩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87,r2469-1.php 

 

 2014新北客靚 T 設計大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83,r2469-1.php 

 

 2014暑假 HASSE 高階太空學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82,r2469-1.php 

 

 2014年全國背包客旅遊日語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81,r2469-1.php 

 

 2014全國儲能應用專題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80,r2469-1.php 

 

 文創納福，福州海峽創意設計週參展交流團徵選暨培力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79,r2469-1.php 

 

 2014 淡水商圈創意行銷企劃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77,r2469-1.php 

 

 全國餐旅創意(業)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254,r2469-1.php 



 「一馬•香泉海杯」世界華文詩歌大獎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265,r2469-1.php 

 

 中華藝文資源發展協會 aCARD 志工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323,r2469-1.php 

 

 財團法人普賢教育基金會 2014 非洲生命教育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376,r2469-1.php 

 

 aCARD志工團 2014暑假國際志工服務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31,r2469-1.php 

 

 2014第十屆兩岸大學校園歌手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50,r2469-1.php 

 

 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族音樂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52,r2469-1.php 

 

 教育廣播電臺辦理全臺 5地同步淨灘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64,r2469-1.php 

 

 103年「屏東縣作家作品集寫作計畫」徵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72,r2469-1.php 

 

 2014年第十三屆全國聯合徵文比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74,r2469-1.php 

 

 103年「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75,r2469-1.php 

 

 103級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驚彩玩藝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76,r2469-1.php 

 

 長庚科技大學魔法學習家族「成果海報展」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55,r2469-1.php 

 

 敬請支持 2014 清華「國際志工團」 

參考網址：http://dud.web.nthu.edu.tw/files/14-1675-67314,r3368-1.php 



 第 6屆靜宜大專盃──全國英語歌曲創作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7453,r2469-1.php 

 

《總務處》 
 「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申辦自然人憑證、機不可失、歡樂送，兌換讀卡機活動」 

參考網址：http://edoc.web.nthu.edu.tw/files/14-1208-67576,r11-1.php 

 

 轉知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宣導 103 年所得憑單免填發作業及電子發票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67311,r47-1.php 

 

綠色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基礎土方回填施工公告 

說明： 

1.施 工 日 期：4月1日(二)至4月7日(一)，上午8點至下午5點。 

2.「綠色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進行基礎土方回填，回填土車輛將行經鴻齋及清齋前，經由小吃部後面道路至「國

立清華大學綠色低碳能源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工區；車輛行經路線及工科館周邊道路及生物科技館館舍周邊聯校道路

等將進行交通管制，周邊道路請勿停車，避免造成車輛損傷。 

3.本校聯絡人：總務處營繕組張小姐(電話：03-573-1336)。 

4.參 考 網 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7628,r992-1.php。 

 

物理館地下層 B002室內裝修工程 施工公告 

說明： 

1.施 工 日 期：3月25日(二)至5月7日(一)。 

2.物理館地下層B002室室內裝修，若因天候或其餘變更因素影響工程進行，完工日期將順延。 

3.施作期間產生噪音、灰塵及影響交通動線，造成不便之處，請多包涵。 

4.本校聯絡人：總務處營繕組莊先生 (電話：03-5731339)。 

 

《研發處》 
 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邀請您免費參與 4月 1日「醫療器材產業分析課程」，歡

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aspx?g=7d0936be-f237-456c-8967-41a147a2e806&c=menu041 

 

 財團法人台灣農業資訊科技發展協會舉辦 103 年度「農業資訊科技最佳碩博士論文獎」

與「農業資訊科技論文壁報比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42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7628,r992-1.php


 經濟部技術處 103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開放第 2階段計畫申請至 4

月 2日止，請踴躍參與提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43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103年農業科技產學合作暨研發成果制度評鑑說明會」，

請踴躍參加(4 月 8日、4月 10 日及 4 月 11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40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辦理之「台灣原住民史專題計畫」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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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工研院敬邀參加經濟部工業局 103年度「產業人才扎根計畫」申請說明會(4 月 7日、4

月 8日及 4月 9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639 

 

 科技部科教司徵求「科普資源整合運用推廣計畫」3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623 

 

 你/妳不可再錯過的亞洲新聞媒體自由議題 

參考網址：http://cap.nthu.edu.tw/ 

《全球事務處》 
 歐盟「歐盟新伊拉斯莫斯計畫」子方案：「青年領域之能力養成」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77&lang=big5 

 

 土耳其政府提供碩博士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79&lang=big5 

 

 韓國首爾國立大學暑期課程說明會，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78&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日本長崗科技大學續簽學術合作協議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80&lang=big5 

 

《計通中心》  

 研究專用網頁快取(web proxy)伺服器預定於即日起啟用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40320_01 



《圖書館》 
 4月 21日、4月 24 日 人社院 A202 舉辦「2014機構典藏推廣說明會」，介紹著作典藏

及著作權，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56 

 

 udn借閱王．免費借閱拿好禮活動至 6月 15日止，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75 

 

 新增試用「全臺詩博覽資料庫」,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272 

 

 學英文，送好禮有獎徵答活動，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tccs8.webenglish.tv/act 

 

《人事室》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訂於 4 月 19 日分別舉辦「創意演說的吸引力」講座，歡迎同仁

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7572,r875-1.php 

 

 教育部函轉知行政院修正「行政院文化獎設置辦法」，名稱並修正為「行政院文化獎頒

給辦法」，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7571,r875-1.php 

 

 公務福利 e化平台功能調整及首頁版型改版，自即日起上線，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7309,r875-1.php 

 

 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愛的主題曲」103 年未婚同仁聯誼活動，歡迎未婚同仁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7425,r2506-1.php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函送該校傑出校友選拔辦法及推薦表，請各單位踴躍推薦人

員參與該校 103 年傑出校友選拔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7579,r2506-1.php 

 

 教育部為瞭解各機關學校對於公務人員陞遷法及其施行細則於實務執行上是否有須檢

討調整之處，請提修正建議於 103年 4月 2前回覆本室，俾辦理彙整回報事宜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7772%2cr875-1.php 

http://tccs8.webenglish.tv/act


 宜蘭縣政府為配合推動環境教育，全國公務人員參加該府舉辦之「2014 宜蘭綠色博覽會」

者，可獲得環境教育學習時數，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7701.php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院院友回娘家暨 10/20/30 值年實驗室成立紀念活動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391 

 

《原子科學院》 
 2014清華大學校慶暨醫環系友回娘家－活動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339 

 

 經濟部張家祝部長蒞校專題演講，講題「能源安全與核四爭議」，即日起開放線上報名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IVXBf4Q7VGcSTW6FPxY6oscFAmFBvby8V3GBmmeIAo/viewform 

 

《科技管理學院》 
 【電子報】102 學年度 科技管理學院暨各單位 3 月份電子報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67428,r1853-1.php 

 

《藝文活動》 

第 36屆金穗獎入圍暨電影短片輔導金成果影展 

 

本屆金穗獎主題為「玩出電影新魅力」，鼓勵年輕影人大膽盡情地「玩」出繽

紛價值， 創造電影「新」魅力！主視覺特別邀請新生代金鐘影帝黃河設計，

以「描繪夢想的拼接創意，反轉世界」的概念，再造電影嶄新視界！ 

說明： 

1.時  間：4月 1日至 4月 26日，每週二、六。 

2.地  點：合勤演藝廳。 

3.映後座談：4月 8日，《二極發光體》，朱詩鈺導演／後場音像紀錄工作

室、《烏歸》，廖士涵導演出席／稻田電影工作室。 

4.播放時段：4月 1日，19：00，《失物招領》、《搖滾搖籃曲》，20：00《一

個時間、一個地點》、《氣息》、《旋轉木馬之家》、《童樂》、《菊

花小箱》、《點燈人》、《幸福路上》、《冥天》、《鹿角女孩》。 

5.參考網址：http://nightcats.blogspot.tw/ 



藝術中心【Let’s Tango】探戈藝術節，阿根廷探戈工作坊 

 邀請【台北探戈工作坊＆Tanguisimo 探戈藝文沙龍】指導此次工作坊，推廣並介紹已有一百多年歷史，為聯合國列為「人類文

化遺址」，結合音樂、舞蹈、及生活哲學之藝術文化兼休閒活動—「阿根廷探戈」。系列活動包含十堂阿根廷探戈工作坊課程，以

及專題講座暨工作坊成果展呈現。 

 

十堂的工作坊包含四大部份：探戈簡史、探戈音樂、探戈生活、探戈舞會，期

望經由十週的持續實際體驗與學習，將阿根廷探戈的精髓與探戈舞會文化介紹

給初次接觸阿根廷探戈的朋友。每次上課之教學內容皆包含探戈音樂與文化及

探戈舞蹈兩大項目，希望每堂課程不僅能帶給學生舞蹈上的訓練，也能讓學生

更瞭解探戈舞蹈的內涵。而比例上將較著重於舞蹈教學，讓學員於十週的工作

坊結束時能夠呈現一支完整的阿根廷探戈群舞。 

 說明： 

1.講    師：劉心岳Daniel Liu、金姵汝 Anna Chin／ 

     台北探戈工作坊＆Tanguisimo探戈藝文沙龍。 

2.時  間：3月5日至5月28日，每週三，下午2點至5點。 

3.地  點：校友體育館1F，瑜珈教室。 

4.對    象：限清大學生，上限40人。 

5.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sZPg8l982SlmSor1DLuydzw33tgl

hckWo4WKIMN3Gz4/viewform。 

 

【見道 2014】－《阮曼華個展 Ways of Seeing》 

 阮曼華個展共有三個部份包括:移花接木系列畫作丶素描和作品草圖及小型裝置。 

 她與觀眾分享創作和圖畫背後的意念，透過記錄丶思考丶探索丶和舒發情感的素描和速寫簿，展示八十年代繪畫的[移花接木系

列]，是如何師法古人。曾採用蠟筆臨摹畢加索丶馬諦斯丶和莫奈等的油畫來詮釋筆觸和色塊的運用，甚至黃賓虹的焦墨山水都是

她心儀的對像。觀眾可觀察她如何把大師的畫風溶冶一爐成為自己的精粹，此外展示多年在畫面上的探索，包括鉛筆丶炭枝丶和

水彩等素描丶七十年代的多元作品草圖丶和近期的花卉描繪。 

 [見道] 說及她走上的創作和修心的路，即在五光十色中尋覓自我和在色相中看物質的有無，她的作品穩喻着渴求解脫並反映在

虛與實丶真與假丶甚或曖昧的影像和構圖中。在這樣的藝術世界裏看眾生和看自己。最近她開始看自己的心並觀花無常也畫花無

常因此了解心也是不斷的變易，她亦填色人體解剖圖書並藉此默觀身無常因此了解身體如花朵是任誰都無法掌管自己的生死。(文

字介紹由藝術家提供) 



 

 香港藝術家阮曼華自幼便喜好創作，「見道」展現出其三十年

來的藝術創作歷程，她的藝術探索豐富多元，展現無比的藝術

能量，創作時也逐漸體悟悠然自得的心靈意境。 

 說明： 

1.展覽時間：3月10日(一)至4月2日(三)， 

      中午12點至晚間7點。 

2.地  點：藝術中心展覽廳。 

3.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

d2=7&&my_pro=2&&time=1&&fdsn=579。 

 

《演講資訊》 
 

「兩岸經貿面面觀」、「知識分子與公民社會」 

說明： 

1. 講者：黃朝熙院長／科技管理學院、 

   蔡英俊院長／人文社會學院）。 

2. 時間：4月 1日(二)，下午 6點 30分。 

3. 地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閱讀經濟」小講座 

說明： 

1. 講者：劉瑞華教授／清華大學經濟系。 

2. 講題：經濟是什麼。 

3. 時間：4月 1日，下午 3點至 4點。 

4. 地點：水木書院咖啡廳。 

5. 影片連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XtaN9r457c。 

6.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67771,r1860-1.php。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me=1&&fdsn=579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2&&time=1&&fdsn=579


台灣 3.0 創造一百倍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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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演講 

     Numerous extant copies of the Sino-Korean Atlases date from the 18th-19th centuries, but apparently rely on much 

earlier cartographical traditions. Yet, studies related to these Atlases are very few and mostly concerned with the 

first sheets – the ‘wheel’ maps representing the world as a nest of concentric zones and typologically similar to the 

mediaeval T-O mappaemonde. 

     I shall discuss the regional maps limited in the Atlases to China, Korea, Japan and Ryukyu, the four countries 

of East Asi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tlases’ circulation. The aim is to trace early prototypes of these regional 

maps and determine their interrelations. 

 

說明： 

1. 講者：Vera Dorofeeva-Lichtmann Chargée de recherche,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2. 講題：Representation of East Asia in the Sino-Korean 

Atlases。 

3. 時間：4月 7日，中午 12點至下午 2點。 

4. 地點：人社院 C310會議室。 

5. 報名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

&id=140。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公共政策、經濟分析與個案研究 

 

  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普遍可以看到對經濟學與經濟學家的倚

賴。然而卻也同時看到社會對經濟學的不信任，社會大眾甚至將公共

政策的失敗，歸咎於經濟學的錯誤。然而，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的關係

錯綜複雜，從經濟學分析到公共政策之間存在著太多的變數。因此公

共政策個案分析成為連結經濟分析與政策制訂的有效方法。 

說明： 

1. 講者：吳世英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2. 講題：公共政策、經濟分析與個案研究。 

3. 時間：4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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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9。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講者：吳仲佑總經理／新銳精密公司。 

2. 講題：從 LED Driver IC 到 Gigantic LED Display。 

3. 時間：4月 10日，下午 3點半至 5點。 

4. 地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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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8日 1600-1700 TBA TBA 胡紀如/33412 

4月 9日 1400-1530 Dr. rer. nat. Sébastien Garnier 

BASF Innovation Campus Asia Pacific, Shanghai 

Senior Manager Scouting and Open Research 

Center Asia Pacific 

Advanced Materials & Systems on 

Innovation Campus in Shanghai  

汪炳鈞/33410 

1530-1700 Prof. Yiying Wu 

Dept. of Chemistry 

Ohio State Univ. 

TBA 黃暄益/3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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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