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力俊校長受邀歐洲大學聯盟年會發表演說 

 10月 25日陳力俊校長受歐洲大學聯盟(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邀請，至該組織於立陶宛舉行

的年會中發表「亞洲高等教育」專題演講。清華是本屆 EUA年

會中唯一非歐洲地區大學受邀與會的學校，而陳校長也是大會

中唯一被邀請發表演講的非歐洲人。陳校長以 AEARU現任會長

身分，簡明扼要地介紹了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AEURA)及本校，受到歐

洲大學聯盟多所學校重視，紛紛與本校進一步洽談未來的合作。

陳校長也藉此行，前往考納斯科技大學參加兩校締結姊妹校的

簽約典禮。陳力俊校長與考納斯科技大學 Barsauskas校長均

表示將加強兩校師生間的互訪和在教學及研究上的合作。 

 陳校長提到，由於亞洲幅員廣大，各地如東亞、中亞、南亞、

東南亞等地高等教育間有很大的差異，因此他將重點放在台灣

所處的東亞研究型大學，除向大家報告 AEARU現況，並以本校

為例，使 EUA會員對東亞研究型大學有進一步認識。 

 陳校長特別提到，今年 AEARU更將展開洲際合作活動，於 12

月 7日將與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y,LERU)在清華大學舉行聯合會。校長也

特別代表 AEARU所有會員大學表達與 EUA會員交流的意願，並

深盼這次以 AEARU代表身份參加 EUA大會的機緣，能為 AEARU

與 EUA會員交流打開機會之門。 

 歐洲大學協會是前歐洲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European 

Universities)與歐洲聯盟校長聯合會會議(European Union 

Rectors' Conferences)於 2001年 3月 31日合併設立。EUA提

供在 47個國家的 850個高等教育機構一個獨特的平臺，以進

行合作，並隨時掌握高等教育和研究政策的最新趨勢。 

  
EUA會員大會主席臺合影：EUA理事長 Maria Helena Nazaré女士(左

一)、Pavalkis部長(左二)，陳力俊校長(左三)。 

  陳校長與 Barsauskas校長簽約。 

 

 

 

 

 

國國國立立立清清清華華華大大大學學學簡簡簡訊訊訊   
  

 

 

第第第 888222111 期期期   民民民國國國 111000222 年年年 111222 月月月 999 日日日出出出刊刊刊   秘秘秘書書書處處處   

本期共 17 頁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 創刊 
電 話 5 1 6 2 0 1 0  F A X ： 5 1 6 2 4 7 9 
E - m ai l： nt hu ne ws@ my. nt hu .e du .t w 

 

mailto:nthunews@my.nthu.edu.tw


IMBA外籍學生 書法及天燈製作在地文化新體驗 

 本校總務處文書組創意發想，首次結合書藝社以及科技管理

學院國際專業管理碩士班，利用回收來的海報廢紙，在 11月

25日與 27日兩天，舉辦「檔案應用研習與展覽」活動。在一

片歡呼聲下，本校 30位 IMBA外籍學生，不僅動手寫書法，也

在老師的指導下，完成了第一次的手做天燈的初體驗。 

 為期兩天研習營，第一天登場的是寫春聯課程，對外國學生

來講，書寫中文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再加上使用毛筆，每位

同學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任務，不知如何著筆。書藝社老師一

邊帶著外籍學生一筆一劃的臨摹範本，一邊跟同學解釋「春」、

「福」、「發」、「財」，或是「和氣生財」這些吉祥字彙的意涵，

同學們漸漸開始對寫春聯有興趣。目前就讀 IMBA碩士班二年

級的安娜就說：「我喜歡『春』，因為這個字寫起來很漂亮，也

希望我明年一切順利」。 

 研習營第二天的課程是「做天燈」，由於有電影的加持，同

學們對做天燈是興致高昂。同學們首先在海報上描繪出天燈的

形狀，再把四個邊黏貼起來，當手中的海報廢紙搖身一變成為

天燈，加上之前完成的春聯作裝飾，每一個人無不欣喜若狂，

還有人一連做了兩個天燈。 

 文書組結合書寫春聯與手做天燈的傳統文化，不但促進了檔

案應用的價值，也讓這群遠赴台灣求學的外國學生，提前感受

熱鬧的過年氣氛，張寶束組長說：「這是最好的東西文化交流

活動」。同學的作品，將配合科技管理學院國際專業管理碩士

班的聖誕節活動展出，12月 18日到聖誕節這段期間，可以在

清華大學台積館 9樓 IMBA穿堂看到這些外國同學的作品。 

  
安娜(左)拿著作品表示，「希望明年一切順利」。(右為張寶束組長)   IMBA外國同學完成了書法及天燈的作品。 

 

 

賀 工科系歐陽汎怡教授榮獲 2014年美國礦冶材料學會(TMS)年輕學者獎 

  

賀 物理系余怡德教授榮獲 102年度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第一期傑出人才講座 

  

賀 資工系黃敬懿、紀韋安、周育民、俞政杉、胡詠峻、劉千瑋、林振宇、陳瑞鴻同學榮

獲「2013國際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CAD)軟體製作競賽－國際賽」定題組亞軍(指導

教授：王俊堯教授)  

  

賀 資工系黎鈺琦、黃文斌、廖子齊、黃偉哲同學榮獲「2013 國際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

(CAD)軟體製作競賽－國內賽」定題組特優(指導教授：王廷基) 

  



賀 資工系翁婉禎、郭家堯、何清萱、王治中同學榮獲「2013 國際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

(CAD)軟體製作競賽－國內賽」定題組佳作(指導教授：王俊堯教授)  

  

賀 資工系黃啟維同學榮獲「2013 國際積體電路電腦輔助設計(CAD)軟體製作競賽－國內

賽」定題組佳作（指導教授：王俊堯） 

  

賀 資工系陳立衡、陳維駿、陳品均、徐晨桓、郭威廷同學榮獲「2013梧桐環境整合基金

會主辦－環境有問題大家來搶答」活動佳作 

  

賀 資工系羅振綱同學榮獲「2013 資訊學會博士最佳論文獎」佳作(指導教授：蔡仁松教

授)  

  

賀 化工系蔣維倫、卜筱嵐、林姿岑、莊爾元、廖子嫻、何一正同學榮獲 2013生物醫學工

程科技研討會海報論文特優(指導教授：宋信文教授) 

  

賀 化工系鐘敏帆、廖子嫻、賈維卓同學榮獲 2013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海報論文特優

(指導教授：宋信文教授) 

  

賀 化工系黃玠誠、蔡鴻文、李文毓、林維文、陳鼎元、陳霽瑋、黃效民、張燕同學榮獲

2013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海報論文特優(指導教授：宋信文教授) 

  

賀 化工系蕭鈞文、陳可潔、萬德輝、何一正、鄭博元、Bo Pang、夏幼南同學榮獲 2013

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海報論文優等(指導教授：宋信文教授) 

  

賀 化工系陳霽瑋、黃玠誠、陳鼎元、魏皓智、林昆儒、吳承澤、李亭瑩、胡心禕、黃效

民、張燕同學榮獲 2013 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海報論文優等(指導教授：宋信文教

授) 

  

賀 化工系蕭鈞文、陳可潔、萬德輝、何一正、鄭博元、Bo Pang、夏幼南同學榮獲 2013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年會，研究生英語專題報告特優(指導教授：宋信文教授) 

  

賀 化工系陳霽瑋同學榮獲 2013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年會海報論文特優(指導教授：宋信文

教授) 

  

賀 化工系王俊傑同學參加 2013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60週年年會暨國科會化學工程學門成

果發表會壁報論文競賽／材料在化工上的應用組獲佳作(指導教授：呂世源教授) 

  

 



《秘書處》 
 敬邀參加 2013 清華諾貝爾大師月 

 

參考網址：http://tqm.web.nthu.edu.tw/ezfiles/557/1557/img/1925/536852662.jpg 

 

《教務處》 
 學士班 5 年級以上學生收費標準調整案公聽會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63689,r1504-1.php 

 

 103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購買方式及校系分則查詢說明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63651,r1132-1.php 

 

 溫馨 12 月教師研習交流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770 

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63689,r1504-1.php
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63651,r1132-1.php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770


 

 【MOOCS】細胞神經科學拯救您的小腦袋，一起來激發您的無限潛能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02 

 

 【MOOCS】與韓永楷老師一起演義天下數據，算清古今邏輯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00 

 

 【MOOCS】等不及踏上網路概論的衝浪板了嗎？讓黃能富老師實現你的願望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213 

 

 【教師研習工作坊】12月 10 日下午 2點「整合式課程 (capstone course)」／台灣大

學教學發展中心邱于真副組長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3991 

 

 國立臺南大學音樂學系擬訂於 103年 4月 20日至 22日辦理「2014第四屆兩岸四地音樂

教育論壇」 

參考網址：http://2014music.nutn.edu.tw/ 

 

 選票也可以支持科普寫作競賽！科普寫作競賽「人氣獎票」選活動開跑囉！歡迎投票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QjFSf4j4uJ5kL4E1_gWaFHirtbKCPlJowpA5wZJ9d4/viewform 

 

《學務處》 
 11月份遺失物品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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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 102 學年度下學期床位辦法(即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3643,r1538-1.php 

 

 102學年度第三次齋長會議記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3738,r1538-1.php 

 

 2014台聯大國際志工開始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80,c5775-1.php 

 

 102學年第二次學生社團與師長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96,c5775-1.php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3643,r1538-1.php
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3738,r153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80,c5775-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96,c5775-1.php


 社團幹部「歲寒三友」研習營，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833,c5775-1.php 

 

 育工你心房，土出真心化，五系聯合耶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91,c5778-1.php 

 

 第三屆全國客家流行歌曲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90,c5778-1.php 

 

 第四屆靜宜大專盃全國英文四格漫畫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87,c5778-1.php 

 

 102年度 C級壘球教練講習會講習時間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19,c5778-1.php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2學年度大專盃國術錦標賽競賽規程及報名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18,c5778-1.php 

 

 【KUSO創意說酷事】圖文創意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14,c5778-1.php 

 

 桃園航空城全國多媒體製作競賽報名時間延長至 12月 3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99,c5778-1.php 

 

 第九屆明日之星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72,c5778-1.php 

 

 第十三屆台灣高校傑出青年赴大陸參訪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66,c5778-1.php 

 

 國立臺北大學「畢業生流向調查分享交流會」報名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63877%2cr1198-1.php 

 

 

 

《總務處》 
 化工館停電通知(12 月 20 日晚上 8 點至 12月 23日上午 8 點止)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3837,r992-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833,c5775-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91,c577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90,c577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87,c577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19,c577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18,c577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714,c577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99,c577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72,c5778-1.php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63666,c5778-1.php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3837,r992-1.php


102年度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 

說明： 

1.施工期間：12月3日至103年01月16日。 

2.施工地點：風雲樓2F、3F廁所、樓梯扶手、電梯警示帶、體育室1F廁所、2F淋浴間、樓梯扶手、活動中心室內樓梯扶手、

室外無障礙通路、綜三館無障礙坡道。 

3.各工區工程施工前會於現場張貼公告，施工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4.聯 絡 人：營繕組洪小姐(分機31340)。 

 

《研發處》 
 國科會徵求 103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12 月 30日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66 

 

 國科會徵求 103 年度「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12月 30日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67 

 

 國科會工程處徵求 103年度「開放軟體研發專案計畫」12 月 30日校內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71 

 

 國科會函告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之人類研究送審作業補充規定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70 

 

 國科會公告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請詳閱公告內容，並全力配合於 12月 30日

前完成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52 

 

 國科會公告 103 年度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申請案，請詳閱公告內容，並全力配合於 12月

30日前完成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53 

 

 國科會工程處徵求 103年度「雲端計算與資訊安全技術研發專案計畫」12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72 

 

 102年度動物實驗審查申請收件自即日起至 12月 1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964#showTitle 

 

 102學年度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合格名單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3891,c7545-1.php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66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3 年度「科學工業園區研發精進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 103

年 2月 19日止受理申請，說明會於 12 月 19日舉行，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569 

 

 2014 CENIDE-CNMM-TIMS Joint Symposium on Interdisciplinary Nano-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參考網址：http://cnmm.web.nthu.edu.tw/files/14-1012-50322,r632-1.php 

 

 轉知 12 月 4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申請 103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倫理教育

訓練，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63831%2cr3516-1.php 

 

《全球事務處》 
 本校近日已和瑞典隆德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7&lang=big5 

 

 國科會公開徵求 2014 年「臺英(NSC-BA)人文社會科學合作交流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6&lang=big5 

 

 教育部 103年與世界百大 6所學校合作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5&lang=big5 

 

 奇美探尋－姊妹校英國南安普敦大學音樂系世界首演巡迴音樂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31&lang=big5 

 

 歡迎參加 2013 年第 6次「臺灣歐盟論壇」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8&lang=big5 

 

 名古屋大學暑期集中講座(NUSIP)報名資料收件至 103年 2月 1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9&lang=big5 

 

 教育部 103年留學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3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7&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6&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25&lang=big5


《圖書館》 
 圖書館週【愛上圖書館的 100 個理由】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1 

 

 圖書館週【讓書去旅行－好書交換】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5 

 

 圖書館週【汗水－淚水－夢想主題影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3 

 

 圖書館週：「清知識－認識校史大小事」登場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4 

 

 「臺灣文獻叢刊」及「臺灣文獻續編」資料庫維修中，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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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Reference Module 資料庫」，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7 

 

 新增試用資料庫「Science of Synthesis 化學資料庫」，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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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互動電子書」登場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7 

 

 Library Workshops~MyCT(MyCT-Communicative Chinese）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72 

 

《人事室》 
 全國公教員工網路購書優惠方案 11 月份優惠書展活動(即日起至 12 月 15日)，歡迎參

考利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3648,r2506-1.php 

 

 【特約商店訊息】本校與美麗華皮件專案活動(戰車系列行李箱 39折)，活動期間至 12

月 31日止，適用對象本校教職員工(請逕洽該廠商辦理，並請勿轉售新品或代購圖利)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3865%2cr891-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1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5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3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84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6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7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8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3648,r2506-1.php


 本校校友服務中心辦理「研來一家清」未婚校友聯誼活動，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3970.php 

 

 徵求 103 年春節聯歡會活動表演節目，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3895,r875-1.php 

 

《藝文活動》 

【Synergy】－大衛‧格斯坦個展 

 大衛‧葛斯坦總是將抽象概念轉化成為具體的存在，拉近生活與藝術的距離；除了視覺上令人驚艷的特質，也呼應場所中人群

的特性。悦人的色彩與圖騰，彰顯出個人的純真與普羅文化的力量，尤其將社會中各色人物運動的型態視為美的整體；都會百態

是他最喜愛的主題之一，他以行進不息的人物表現出多元文化的社會情狀。其作品結合了繪畫與雕塑，其金屬雕刻以多層次的製

作，將内外部空間與周圍環境緊密结合，體現音樂與韻律性，帶來清新樂觀的感受。 

 

說明： 

1.藝 術 家：大衛‧格斯坦。 

2.時 間：12月16日(一)至2014年1月9日(四)。 

3.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 

4.藝術家面對面：12月13日(五)，上午10點至12點。 

5.開 幕 茶 會：12月16日(一)，上午10點。 

6.參 考 網 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sn=571&&my_pro=2。 

 

華語電影專題影展 

  

說明： 

1.時  間：11月9日至12月10日，每周二、六，晚間7點。 

2.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免費入場。 

3.本週播映：12月10日(二)，晚間7點，落葉歸根。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5&&tim

e=1&&fdsn=559。 

 

 

 



華語電影專題－香港單元 

 香港在九七政權變動前後人心惶惶，並促使導演或北上合資拍片、或留守香港，在兩地移動中同時對照香港本土文化。透過在

香港出生／移民／居住的人們，生活、愛情，曖昧的性格與文化認同，閱讀香港(導演)電影獨特的「雙城」故事。 

 

說明： 

1.時  間：12月14日至103年1月25日，每週二、六，晚間7點。 

2.地  點：清大合勤演藝廳 

3.本週播映：12月14日(六)，阿飛正傳。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5&&t

ime=1&&fdsn=560。 

 

2013年女性影展@清華巡迴《卵實力》 

 

 演員出身的張本渝這次拿起攝影機，記錄了進行「冷凍卵子」的過程，片中訪問家庭成員及同事好友，從不同角度切入，探討

「冷凍卵子」如何成為另一種生養後代的選擇。有人贊同，有人反對；贊同的原因是什麼？反對的理由又是哪些？冷凍了卵子，

還會遭遇到哪些法律規範等問題？紀錄的同時，也讓我們看見現代女性如何面臨生涯規畫與家庭實現的種種抉擇，並帶出女性對

自我成長的追求，以及勇敢而具前瞻性地為自己保留追求夢想的機會。 

說明： 

1.講  師：林昀嫺老師。 

2.時  間：12月9日(一)，下午1點20分至3點10分。 

3.地  點：圖書館三樓紅氣球團體室。 

4.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3088,r805-1.php。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3088,r80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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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與自視－女性藝術家的自畫像與他者的女性圖像】主題展開幕茶會   

 舊石器時代的藝術家在洞穴壁畫中留下了手印，其中3/4是女性手印；到了新石器時代，已轉變為父系社會，希臘羅馬時代的神

話世界與自然人，以及帝王將相藉藝術家以繪畫雕像等留下紀念。中古時期藝術又為宗教服務，直至中古末期，女性肖像才逐漸

由側面轉為正面；然而女性的身體在西方藝術的傳統中，一直是藝術家廣為描繪與社會大眾凝視的題材，女性藝術家又如何自視

呢？凝視與自視─正是本次展出的主題。 

 

說明： 

1.策 展 人：李宗慬教授。 

2.時  間：11月18日至2014年1月18日。 

3.地  點：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 

4.參考網址：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3-1099-63162.php?Lang=

zh-tw。 

 

釣魚台珍貴資料展  

 認識鄉土‧瞭解歷史‧共創未來。 

 為了讓現今學生認識台灣的土地，認識台灣歷史，特別展出關於保釣運動的珍貴史料。這是由世新大學林孝信客座授所主持的

「釣魚台全民教育專案計畫」，本館特別協助展覽，以加強現今學生對釣魚台的認識，發揮關懷社會的熱情，以打造未來台灣社會

的遠景。 

 

說明： 

1.展覽期間：12月12日至12月26日。 

2.展覽地點：學習資源中心穿廊。 

3.演 講 人：林孝信老師。 

4.主題演講：釣魚台問題的來龍去脈與保釣問題回顧。  

5.時  間：12月20日，下午1點30分至3點10分。 

6.地  點：圖書館清沙龍。 

7.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

se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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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資訊》 

2013清華諾貝爾大師月  

  
說明： 

1.演 講 者：李遠哲院士／1986年化學獎得主。 

2.講  題：敢與別人不一樣。 

3.時  間：12月19日(四)，下午2點30分至4點。 

4.地  點：旺宏館學習資源中心一樓國際會議廳。 

5.報名網址： http://goo.gl/5iZKql。 

說明： 

1.演 講 者：楊振寧院士／1957年物理獎得主。 

2.講  題：我的學習與研究經歷。 

3.時  間：12月19日(四)下午4點30分至6點。 

4.地  點：旺宏館學習資源中心一樓國際會議廳。 

5.報名網址： http://goo.gl/5iZKql。 

 

【台文所演講】一個詩人的成長 

 

說明： 

1.講  者：羅毓嘉／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 

2.主 持 人：李癸雲。 

3.時  間：12月19日(四)，晚間7點至9點30分。 

4.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A309研討室。 

5.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445。 

 

http://goo.gl/5iZKql
http://goo.gl/5iZK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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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邀請您免費參與「專利訴訟實務」課程 

  新創事業或中小企業特別感到資金取得困難嗎？企業營運所需的資金，除了常見的銀行貸款，還可以經由哪些方法取得？董監

事的連帶保證責任，離職後可以解除嗎？民間借貸，只是利率比較高而已嗎？應收帳款轉讓、融資性租賃、創投入股……等融資

方式，各自可能發生哪些法律糾紛？企業可以怎樣預先安排規避、控制因融資衍生的種種風險？「結婚」會懲罰欠債的企業老闆

夫妻一起陪葬嗎？本課程將利用最新案例分析和圖表演示，深入淺出地介紹多樣化的資金來源，並且分享相關立即可上手的的法

律風險管理實務。 

 

說明： 

1.講  者：賴安國律師／巨群國際專利商

標法律事務所。 

2.課程名稱：專利訴訟實務。 

3.時  間：12月16日(一)，下午2點至5點。 

4.地  點：清大創新育成中心115演講廳。 

5.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

tail.aspx?c=menu041&g=efcf4507-4d50-

46f7-a6d4-d7e2d4b5e6df&q=a57ecb32-e0

d3-4093-9a34-a732d3ccc923。 

 

【法學實證研究入門工作坊】 

 

 現今我國的法律制度，大多繼受外國法律；惟外國法律之移植是否與我國本

土環境相容，仍有待實證研究之檢驗。法學實證研究在我國起步甚晚，相較於

美國在研究水準、資料庫的建構等方面，我國尚有相當的成長空間。 

 本次工作坊邀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的邵靖惠助理教授，從法學實證研究的理

論基礎出發，以民事程序法之議題為例，分享其從事實證研究的經驗。希望藉

由本次工作坊之師生交流，引領清大的研究生投身此研究領域，促進法學實證

研究在我國的未來發展。 

說明： 

1.講  者：邵靖惠教授／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2.主 持 人：蔡昌憲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3.時  間：12月10日(二)，下午1點10分至3點10分。 

4.地  點：台積館903會議室。 

5.參考網址：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pageNum_ReNewsList

=6&op=showContent&id=14946&usertype=a&daterange=NextWeek&gn

=&sub1=&sub2=&orderStr=。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pageNum_ReNewsList=6&op=showContent&id=14946&usertype=a&daterange=NextWeek&gn=&sub1=&sub2=&orderStr=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pageNum_ReNewsList=6&op=showContent&id=14946&usertype=a&daterange=NextWeek&gn=&sub1=&sub2=&orderStr=
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pageNum_ReNewsList=6&op=showContent&id=14946&usertype=a&daterange=NextWeek&gn=&sub1=&sub2=&orderStr=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109)】 

 

說明： 

1.講  者：Dr. Rui Oliveira Lopes, Faculdade de Belas-Artes, 

Universidade de Lisboa。 

2.講  題：The artistic confluence on the Catholic missions at the 

High Qing court。 

3.時  間：12月10日，下午2點至4點。 

4.地  點：人社院A309。 

5.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26。 

 

【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110)】 

 

說明： 

1.講  者：林靜儀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 

2.講  題：Financial Frictions and Firm Dynamics。 

3.時  間：12月11日(三)，中午12點至下午2點。 

4.地  點：台積館903會議室 

5.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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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貓子電影院專題演講】通往電影的大道 

 

 「製片人是電影生產鏈裡，第一個參與和最後一個離開的人。」電影這個行業有許

多管道可以進入和了解，從葉如芬豐富的製片經歷，幽默有趣的談話內容，一起從製

片的角度來認識電影吧！ 

說明： 

1.講  者：葉如芬小姐。 

2.時  間：12月18日(三)，晚間7點。 

3.地  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自由入場。 

4.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705976579414165&set=a.2677

94763232351.74610.145967248748437&type=1&theater。 

 

【清華 TeaTime】從 4G釋照案談台灣的通訊傳播政策與實務問題 

 

說明： 

1.講  者：翁曉玲副教授／通識中心。 

2.時  間：12月20日(五)，下午3點30分至5點。 

3.地  點：風三國際學生會議廳。 

4.活動網址： 

http://ctld.nthu.edu .tw/news/index.php?mode=data&id=742。 

 

【化學系專題演講】 

國立清華大學專題演講－地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日期 時間 講者 講題 主持人 

12月11日 1400-1530 Prof. Hiroyuki Kusama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hotochemically Promoted Intermolecular 

Coupling Reactions of Acylsilanes Under 

Transition Metal-Free Conditions 

汪炳鈞/33410 

1530-1700 TBA TBA 朱立岡/33396 

12月17日 

(R121) 

1400-1530 Prof.吳明娒 

廣東中山大學化學與化學工程學院 

The Growth of Complex Nanostructure Arrays 楊家銘 

12月18日 1530-1700 朱智瑋教授 

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 

How Do Cellulases Work?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via Multiscale Molecular 

Simulation 

游靜惠/62080 

 



【動機系專題演講】Lead Contamination in Drinking Water: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of Lead Corrosion Product 

說明： 

1.講  者：林逸彬助理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2.講  題：Lead Contamination in Drinking Water: Importance of Stability of Lead Corrosion Product。 

3.時  間：12月12日(四)，下午3點30分至5點。 

4.地  點：工程一館107演講廳。 

5.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