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高中學術列車叫好叫座 16日即將再出發 

本校自推出「清華大學高中學術列車」以來，深受高中好評。

第三屆「清華大學高中學術列車」從 11月 16日起開跑，將到

全省各地舉辦 14場演講，向社會大眾分享學術趣味，讓大學

走入人群，將學術的種子播灑在年輕的生命中。 

陳力俊校長提到，清華擁有豐沛的學術資源，藉著高中學術

列車的活動，能將這些取之於社會的資源，回饋全台各地及離

島地區。陳校長特別感謝協辦的高中校長以及贊助單位，希望

這樣有意義的活動能夠延續下去。 

「清華大學的學術成果一直是有目共睹的。」陳信文教務長

表示，因為很多學生與社會大眾對於學術的瞭解並不深入，高

中學術列車的活動發想，就是希望藉著列車的巡迴，將教授們

的研究成果，以淺白有趣的簡報方式，吸引更多人去領略學術

的趣味。除了台灣縣市外，學術列車也遠到金門、澎湖甚至馬

祖離島地區，期盼能將學術種子深耕在每位莘莘學子的心中。 

學術列車活動今年是第三屆舉辦，過去到全台演講，已吸引

超過 4000名聽眾，以趣味、生動的演講方式，啟發高中生對

科學的興趣。清華今年度繼續辦理學術列車活動，希望經由所

有人不斷的努力，讓此活動成為「有品牌」的活動，成為社會

上重要的科普型態活動。 

「比單純上課好玩多了，而且能學到不同學科東西」、「有些

東西在課本上不會寫，課堂上不會說，甚至不曾想過為什麼，

如今一聽，受益良多」，去年參加學術列車活動的學生認為，

學術列車帶給他們不同於課堂的生活經驗！ 

此次活動將於 102年 11月 16日至 103月 5月 31日舉辦，

不僅巡迴全台各地，甚至將觸角延伸至金門、澎湖與馬祖地區，

期盼能讓離島地區的學生們，透過學術列車活動，將知識深耕

於在地，將學術播種於教育。 

  
「清華大學高中學術列車」深受高中好評，徵文比賽得獎高中生也來

校參與記者會。 

陳校長說，感謝協辦的高中校長以及贊助單位，未來希望這樣有意 

義的活動能夠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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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大專杯教職員慢速壘球賽清華三連霸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年度教職員慢速壘球錦標賽於 11月 8

日至 10日於新竹縣大華技術學院舉行，清華教職員工慢速壘

球隊實力了得，過關斬將勇奪冠軍，取得三連霸。清華隊在 6

場比賽中，每場得分至少 10分以上，而且每場都是提前裁定，

勝果輝煌，殊為難能可貴。 

比賽過程十分精采，清華共出賽六場，在 A組中 4隊都是強

隊，清華教職員壘球隊將士用命，分組初賽的三場都在 4局內

提前結束比賽；8強賽也是在 4局內提前結束，4強賽是 5局

裁定勝利，最後的冠亞軍賽決賽，清華隊友發揮強大的打擊，

配以堅強的防守，也是在 5局內提前結束比賽。 

清華教職員壘球隊成軍已逾 30年，在歷任隊長杜正恭、

許文郁、陳建祥、吳誠文、陳榮順及現任隊長蔡易州老師的領

導下，多年來參與全國大專杯的戰果都很耀眼，已累積 6次冠

軍，及無數次的前 4名。 

球員們表示，這幾年來很感激葉銘泉副校長與呂平江學務長

對球隊的熱情支持，大家平日忙於校務及各自的職責，能找個

共同的運動舒展筋骨、強健體魄是很重要的。 

清華教職員壘球隊成員包括化學系蔡易州老師，動機系陳榮

順老師、董國新先生、戴賢毅先生，材料系杜正恭老師、陳柏

宇老師，統計所許文郁老師，電機系吳誠文老師，物理系羅榮

立老師、陳俊榮老師、田振滿先生、謝俊郎先生、徐俊祺先生，

姜惟元博士；體育室謝文偉老師、林琨瀚老師、林聖傑先生、

劉忠隴先生，數學系何忠益博士；工工系宋印誠先生，原科中

心裴晉哲博士，科儀中心胡程閎先生、林泳利先生、李忠和先

生，球隊管理貴儀中心蔡淑月小姐、住宿組楊志方小姐。球隊

每星期三下午 4點在棒球場練習，歡迎有興趣的同仁可一起參

與來玩球。

  
全隊合影。 清華蔡易州老師自承辦單位大華技術學院校長手中接下冠軍杯。 

  

賀 動機系李國賓教授榮獲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 

  

賀 奈微所饒達仁教授榮獲美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ASME Fellow) 

  

賀 奈微所傅建中教授榮獲本校第 8屆產學合作獎 

  

賀 動機系江國寧教授榮獲中華民國力學學會服務獎 

  

賀 動機系張禎元教授榮獲中華民國力學學會年輕力學學者獎 

  

賀 動機系宋震國教授榮獲中華民國力學學會第八屆會士 



賀 工科系陳福榮教授研究團隊所研發之桌上型掃描電子顯微鏡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

「創新創業激勵計畫：創新科技與設計組」創業基金 

  

賀 工科系陳福榮教授榮獲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主辦的「2013 年台灣國際奈米周

「奈米科技傑出學術研究獎」、「奈米科技傑出新創公司獎」 

  

賀 材料系林皓武教授、工工系張國浩教授、奈微所李昇憲教授榮獲第 16 屆新進人員研

究獎 

  

賀 材料系陳柏宇教授與闕郁倫副教授獲得 101 年度國科會指導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

畫創作獎 

  

賀 資工系張世杰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102 年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賀 創新育成中心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2 年度績優育成中心科技利基獎第一名 

  

賀 馬席彬教授指導電機系碩士班學生劉詒軒、李易庭、柯佑蓉榮獲 2013 亞洲創新設計

大賽「一等獎」 

  

賀 資工系許則鈞、羅逸翔、李彥頵、鞏芠瑤、張馨尹 5位同學榮獲「2013 電信創新應

用大賽創作擂台──行動 APP 校園組優選」(指導老師：李潤容教授) 

  

賀 資工系李育賢同學榮獲「2013 清華大學學生國際會議獲獎論文──特優獎」(指導教

授：徐正炘教授) 

  

賀 資工系鍾明家等 18 位同學榮獲「102年度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多項獎項(指

導教授：李哲榮教授) 

  

賀 資工系資訊安全實驗室袁倫斌、婁瑋婷、艾米爾獲經濟部工業局 102 校園資安產學

合作提案活動兩項優勝(指導教授：孫宏民教授) 

  

賀 材料系顏鈺庭同學獲國際會議獲獎論文獎勵(指導教授：闕郁倫教授) 

  

賀 外語系語言認知與教學組碩士班楊敏同學榮獲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師學會

(ETA-ROC)2013 年度最佳論文獎(指導教授：黃虹慈教授、張銪容教授) 

  

賀 哲學研究所楊穎茜、王少奎同學榮獲台哲會南海碩士論文獎 

 



《教務處》 
 國立清華大學 103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公告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63090,r323-1.php 

 

 停修(原二退)申請至 12 月 2日，《3 要 3 不》提醒您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4-1073-62907,r206-1.php 

 

 國內大學 102下學期交換生錄取公告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62743,r2843-1.php 

 

 即日起開放校務資訊系統查詢 102上學期「榮譽課輔員」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729 

 

 科普寫作之「世界糧食日」主題寫作競賽上傳網址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news/439 

 

 教育部補助「103-104 年度智慧電子跨領域應用專題系列課程計畫徵件須知」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777#showTitle 

 

 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公告 2013 年「認識藏傳佛教」研究計畫辦法 

參考網址：http://foundation.enlighten.org.tw/thesis/ 

 

《學務處》 
 102 學年度第二次定期社辦整潔比賽成績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3022,r3455-1.php 

 

 希望青年閃耀金門 2013 年金門縣青年政策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3048,r2469-1.php 

 

 哈工大第六屆小衛星學者計畫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3047,r2469-1.php 

 

 PASONA CUP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3005,r2469-1.php 

 

 康寧醫護暨管理專科學校 102 學年度第三屆康寧盃銳劍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981,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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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第 37屆全國中正盃劍道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983,r2469-1.php 

 

 102 年明鏡陽光四格漫畫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926,r246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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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61-62925,r2469-1.php 

 

 第一屆 TYC 全國街舞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924,r2469-1.php 

 

 打造運動島 102 年原住民族傳統樂舞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922,r2469-1.php 

 

 「2013臺中動‧漫‧力」活動海報及動畫影展場次表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921,r2469-1.php 

 

 102 年新竹市交通安全海報設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920,r2469-1.php 

 

 102 年度「要舞不要毒」校園反毒創意飆舞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919,r2469-1.php 

 

 102 年全國大專校院熱舞大賽暨熱舞對抗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918,r2469-1.php 

 

 臺灣青年管樂團【喵星人奏鳴曲】音樂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892,r2469-1.php 

 

 ASUS 創意廣告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891,r2469-1.php 

 

 承薪‧成藝【重要傳統工藝美術傳習計畫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890,r2469-1.php 

 

 TiC 100 社會企業創新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889,r246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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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腦的美麗境界」腦科學教育巡迴展──元培站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888,r2469-1.php 

 

 2014「臺灣大學生河南省冬令營、哈爾濱雪鄉采風活動隊」大陸參訪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867,r2469-1.php 

 

 第十八屆全國大專學生原住民族族語歌唱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858,r2469-1.php 

 

 【國際志工】孩子，因您而不一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811,r2469-1.php 

 

 103 年度受理大專學生暑期實習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806,r2469-1.php 

 

 2013 年全國精密機械產品英語簡報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797,r2469-1.php 

 

 TED_Angela Lee Duckworth：成功的要訣是什麼？是意志力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9773,r491-1.php 

 

 全校運動會期間，部份場館開放時間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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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自攝影──清華生態攝影比賽開始報名參賽，換個角度看見清華，拍照拿大獎 

參考網址：http://thnf-web.vm.nthu.edu.tw/photography/ 

 

 清華 102 年全校運動會「秩序冊」及「競賽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清華羅浮群捐血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3189,r1204-1.php 

 

《總務處》 
 102 年全校教職員工實物代金免稅扣除額調查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2783,r12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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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電機館、校友體育館 11 月 29日至 12月 2 日停電通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3128%2cr992-1.php 

 

 轉知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新竹分局電子發票宣導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4-1019-63242,r47-1.php 

 

 文書組「檔案應用多樣性──IMBA在地文化新體驗」活動，研習日期：11月 25 日至 11

月 27日，展覽日期：12 月 18日至 12 月 31日，展覽地點：科管院 IMBA 穿堂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63146,r27-1.php 

 

 衛生福利部公告有關油品混充及違法添加銅葉綠素的相關資訊網站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63172,r127-1.php 

 

蝴蝶園涼亭修繕工程 施工公告 

說明： 

1.施工日期：11月11日至11月29日進場施工，配合工程之執行，需進行設施管制使用作業。施工期間，非相關人員或施工車 

輛請勿靠近，施作期間將產生噪音、粉塵、振動或影響設施使用等事宜，作業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2.聯 絡 人：營繕組林靖亞(03-5731333)。 

3.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3055,r992-1.php。 

 

《研發處》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Class II 以上醫材快速試製服務計畫」徵求 103年度合作計

畫暨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55 

 

 經濟部工業局委託中國生產力中心舉辦「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申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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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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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i=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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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 103 年度特約研究計畫申請案，請詳閱公告內容，並請協助於 12月 30 日前完成

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5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修正「團體推動標準化活動補助作業規範」第 9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51 

 

 國科會修正該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部分條文，增列人文處之研究計畫涉及

人類研究(非生物醫學研究)者，應於申請時檢附已送人類研究倫理審查之證明文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50 

 

 宏碁基金會、天下雜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合作舉辦「第八屆龍騰微笑競賽」首

屆與國科會「創新創業激勵計畫」接軌，即日起開放報名至 12月 27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557 

 

 清華大學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邀請您免費參與 11 月 18下午 2 時至 4 時「陌生市場開發

方法」課程，歡迎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

http://140.114.39.189/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31e37eae-917a-43ef-8b83-1a3a6229e7eb&q=a

57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 

 

 國科會修訂「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部分規定，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58 

 

 國科會科教處 103 年度「科普活動計畫」11月 19 日下午 5時截止上傳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42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生物急毒性」之補充說明資料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776&sub1=post1#showTitle 

 

《全球事務處》 
 2014 歐盟(Erasmus Mundus Programme)博碩士課程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08&lang=big5 

 

 哈佛大學碩士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09&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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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經費資助辦法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07&lang=big5 

 

 2014 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合作補助之台德青年暑期研習營及博士生短期研究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4&lang=big5 

 

 2014 年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選送博士生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一年研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5&lang=big5 

 

 「臺灣華語教學在印度」師資研習講座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3&lang=big5 

 

 新加坡國立大學交換學生座談會，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12&lang=big5 

 

《圖書館》 
 【新讀力運動】@清華書房，讀步水步間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reading_ex_201311.htm 

 

 11 月 26 日期刊排比資料庫──JCR&學術表現評比 ESI&DII 專利資料庫，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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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通中心》  

 Cyberhood 雲端服務系統已經維護完成,歡迎大家使用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62829-1.php?Lang=zh-tw 

 

 校園地圖網站將在 12月 31日上午 10點關閉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63236,r240-1.php 

 

 TANET 新竹區網骨幹設備進行維護，本校至 TANET 網路連線將暫停服務，敬請見諒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31114_01 

 

《人事室》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三項」之解釋，請查照轉知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833,r875-1.php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07&lang=big5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6282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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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生命成長營」訂於 2014 年 2 月 4 至 8日舉辦，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842,r2506-1.php 

 

 國立中央大學辦理「第七屆人力資源管理師培訓班」，請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827,r2506-1.php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條之 1 適用疑義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3045,r3174-1.php 

 

 中央研究院「知識饗宴」訂於 11月 26日晚間於該院學術活動中心舉辦，敬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3171.php 

 

《工學院》  

 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報名開始，歡迎各位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808 

 

 ASME Capstone Contest Announcement“Designing for the Future”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news/news.php?Sn=809 

 

《電機資訊學院》  

 資工系 3 團隊入圍經濟部技術處主辦「2013 搶鮮大賽」，歡迎大家踴躍投票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2800,r109-1.php 

 

 2014 旺宏金矽獎開始線上報名，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3043,r3304-1.php 

 

 11 月 21 日於清大綜二館，磨課師 MOOCs／SPOCs 課程平台研討會，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taiwanmooc.org/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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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連時宜個展】 

 

說明： 

1.時  間：11月11日(一)至12月13日(五)。 

2.地  點：教育館一樓展廳。 

3.參考網址：http://140.114.40.12/news/1021111.pdf。 

 

「樂」在清華班表 

 

 



【黃銘祝個展】 

 藝術家黃銘祝早已超越物象與三度空間，水彩、壓克力、數位輸出、木料、實物、轉印拼貼等多樣化的媒材均可信手拈來與所

闡述意境結合。意志力專注於開創作品的現代感與恆久生命力。作品風格廣闊橫跨具象、抽象、超現實、結構、解構，既夢幻又

能反應社會實際現況，讓欣賞者都能對作品有適切切入的基礎觀點，進而深入作品而能有所體悟。他既超脫出世又悲憫入世，關

懷世事，將敏銳的思緒挹注於藝術創作中，思想探索的領域無遠弗屆，帶領視覺觀點在浩瀚世界中穿梭跳躍。黃銘祝的藝術世界

中，可看到人類無窮盡的慾望架構出的物質空間，生態物種的反撲現象，糾結的生命價值、道德、權利等主題，衝突與困擾似乎

又在永遠略帶詩意的佈局中回歸宇宙亙古的洪荒與渺茫，生命哲理的美感與精神就這麼不經意地傾溢而出。 

 

說明： 

1.時  間：11月11日(一)至12月5日(四)。 

2.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 

3.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2&&time=1&&fdsn=572。 

 

華語電影專題影展 

 中國電影在八十年代，已經歷文革的傷痕，隨著改革開放重新展開人性回歸與藝術追求，接續第五代導演反思性精神，第六代

中國導演出身自電影學院，更為大膽創新，題材著眼於弱勢族群在社會轉型中所面對的現實生存環境，藉由影展一窺中國第六代

導演鏡頭下小人物叩問生命意義的渴求及其迷茫蒼白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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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二)，晚間7點，頤和園、 

     11月23日(六)，晚間7點，浮城謎事。 

4.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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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e=1&&fdsn=559。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2&&time=1&&fdsn=572


【吃大餐吧！】 

 玻璃杯裡的冰塊不斷在溶解夏日的煩悶，手上的刀叉敲擊餐碗，發出像是某種東西正在剝落般的清脆聲音，突然間味覺很乾脆

地消失似的，剎那，已經安靜地掉落到人生的邊緣。我們朝著某個方向一直走一直走，有時候閉上眼睛，感受每場相遇裡，我們

互為彼此烹調的大餐，吃在嘴裡、甜在心裡、嗆在鼻裡、淚在眼裡。  

 

說明： 

1.時  間：10月30日(三)至11月27日(三)。 

2.地  點：清大藝術工坊。 

3.藝 術 家 ：吳宜庭、彭筱蓉、鄭介瑤。 

4.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2&&time=1&&fdsn=569 

 

夢想者聯盟@國立清華大學 

 

 「夢想者聯盟」音樂會是一場感人而高水準的音樂會，演出者包括視障、聽障、肢障、情緒障

礙、自閉症等多重障別學員；他們克服排練時的種種考驗，合力展現身殘志不殘的精神，以夢想

者自居，與其他學員組成夢想者聯盟，將以最不簡單的方式傳遞夢想與勇氣，開啟屬於《夢想者

聯盟》的追夢旅程，將不凡的真實身世以舞蹈及演唱傳遞溫暖及感動。 

 為傳遞屬於夢想者聯盟的感動，特邀請各界好友免費前來參觀演出，您不能錯過！ 

說明： 

1.時  間：11月19日(二)，晚間7點至9點。 

2.地  點：清華大學大禮堂。 

3.參考網址：http://ppt.cc/87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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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茶會：11月18日，上午10點30分。 

5.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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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tw。 



 

《演講資訊》 

生命故事館《新聞與生命的奇緣》 

 

 你曾經思考過與媒體的距離嗎？它大概就與泰戈爾所說的一樣吧！我

們的生活中是如此的與媒體貼近，卻又常常把它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 

 你認為媒體與政治是貌離神和的戀人呢？還是同床異夢的夫妻呢？你

想知道他們是如何相處到共處呢？ 

 清華大學生命故事館隆重鉅獻，這次你／妳絕對不能錯過！與媒體的

第一次親密接觸。 

說明： 

1.講  者：王健壯／資深媒體人。 

2.時  間：11月25日(一)，晚上7點(6點30分開始入場)。 

3.地  點：合勤演藝廳。 

4.活動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28415120615337/?ref_ne

wsfeed_story_type=regular。 

5.網路報名：http://goo.gl/qktyE3。 

 

【動機系專題演講】 

 本次演講內容將介紹固體力學於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領域之應用，包括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熱應力分析、太陽追蹤器

結構應力與變形分析、儲氫合金罐膨脹變形分析等，皆為演講人近幾年的研究成果。 

說明： 

1.講  者：林志光特聘教授／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2.講  題：固體力學於再生能源領域之應用。 

3.時  間：1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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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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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專題演講】踏進職場後的人生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63067,r3361-1.php 

 

【資工系專題演講】GREEN INTERNET 

說明： 

1.講  者： Chai Keong Toh教授／Tsing Hua Honor Chair Professor of EECS。 

2.時  間：11月28日(四)，上午10點30分。 

3.地  點：資電館447室。 

4.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3091,r67-1.php。 

 

 

 

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63067,r3361-1.php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63091,r67-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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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8日

(R121) 

1400-1530 Dr. Dr. h.c. Peter 

GoelitzEditor-in-chief／ANGEWANDTE 

CHEMIE 

From Angewandte to the Chemistry—An 

Asian Journal with Comments on Impact 

Factors and Open Access 

劉瑞雄/33385 

11月20日 1400-1530 劉鎮維教授／國立東華大學化學系 Hydride-Mediated Growth of Copper 

Nanoclusters 

王素蘭/33343 

1530-1700 Prof. Sanshiro Komiya／Gakushuin 

University 

Synthesis, Reaction, and Catalysis of 

Heterodinuclear Orgnaotransition Metal 

Complexes 

季昀/33373 

11月27日 1400-1530 史欽泰教授／科管院 TBA 蔡易州/33341 

1530-1700 京都大學化學系／張怡雅博士 Predictions and Understandings of Metal 

Hydroxo Clusters: Spectral Analyses and 

Energy Prediction 

游靜惠/62080 

 

Climate Change, Energy Resource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說明： 

1.發 表 人：Bryan Mercurio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法學院副院長：The Need to Modernize the WTO Agreements in Light of  

     Climate Change and 21st Century Realities、 

     呂曉杰副教授／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What We Learn from Canada - Renewable Energy Subsidies: An  

     Embedded Policy Exception in the SCM Agreemen。 

2.主 持 人：彭心儀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委員。 

3.時  間：11月21日（四），下午1點30分至3點30分。 

4.地  點：台積館R905教室。 

5.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63069,r1828-1.php。 

 

【拉近與夢想的距離】 

 我們總是不知道該從何實現自己的夢想，而習慣去「等待」，等一個機會能讓我們實現夢想，卻漸漸離夢想越來越遠……與其在

等待中浪費青春，不如在追求中燃燒生命，讓看似平凡的人生增添幾分風采吧！ 

說明： 

1.講  者：楊立澔先生(筆名：冒牌生)。 

2.時  間：11月27日(三)，晚上7點至9點。 

3.地  點：旺宏館R245教室。 

4.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687。 

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63069,r1828-1.php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687


四方田犬彥 專題演講‧文藝沙龍 

說明： 

場次一 場次二 

1.講  者：四方田犬彥。 

2.時  間：11月21日(四)，上午10點至下午2點。 

3.地  點：清大人社院D302教室。 

4.演講主題：宣傳電影中的民族主義──滿洲國vs.以色

列。 

1.講  者：四方田犬彥。 

2.時  間：11月26日(二)，上午10點至下午2點。 

3.地  點：清大人社院C310教室。 

4.演講主題：李香蘭與原節子──軍國主義電影中的美

少女。 

 

【圓桌論壇：金融消費者保護與法律經濟分析】 

說明： 

1.與 談 人：卓俊雄副教授／東海大學法律學系、 

      沈雲樵助理教授／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 

      許炎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法學院。 

2.主 持 人：蔡昌憲副教授／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3.時  間：11月21日(四)，下午4點至6點。 

4.地  點：台積館903會議室。 

5.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63050,r1828-1.php。 

 

【開心談戀愛，理性談分手】演講訊息 

說明： 

1.講  師：林美薰諮商心理師／現任現代婦女基金會副執行長。 

2.時  間：11月19日(二)，下午1點20分至3點10分。 

3.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1樓清沙龍。 

4.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2617,r805-1.php。 

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63050,r1828-1.php
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62617,r805-1.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