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通公司創辦人厄文‧雅各布博士獲頒授「清華榮譽講座」 

  本校於 11月 1日舉行頒授高通公司共同創辦人、前任執行

長厄文‧雅各布博士(Dr. Irwin Mark Jacobs)「清華榮譽講

座」典禮，包括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本校前校長徐遐生院士

等人都前來祝賀。雅各布博士除了介紹無線通訊的演進，他也

以共同創辦的 Linkabit 和高通(Qualcomm)兩家公司的創新思

維與全場四百多位觀眾分享，獲得熱烈的廻響。 

  陳力俊校長提到，雅各布博士不僅是科技業發展上的傳奇人

物，他也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在學術界擁有崇高的地位。

他曾任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

兩個世界一流學府的教授，1965年他著作的《通信工程原理》，

甚至到全球知識經濟蓬勃發展的 21世紀，該書仍視為該領域

的「聖經」，後來他創辦高通公司，技術也是領先群雄。 

  「雅各布博士關心人類福祉的行動力，令人印象深刻。」陳

校長說，雅各布博士與夫人是知名的慈善家，他們深信教育是

為人類建構一個更美好生活的唯一的方法，是以，二人對全球

各地高等教育的支持不餘遺力。陳校長說，今天頒發雅各布博

士「清華榮譽講座」不僅因為他是公認偉大的教育家、科學家、

科技專家和企業家，更因為他深具關懷人類社會的偉大情操。 

雅各布博士提到，他很享受教書的樂趣，強調基礎教育的重要，

而軟體導向的教學方式將會是未來的趨勢。他認為創新思維很

重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都可以當優秀人才，鼓勵學生

要對社會有所貢獻。 

  談到從教授到創立公司成為企業家的機緣，雅各布博士表示，

都是未刻意經營。他說，1966年康乃爾某位教授邀請他一同合

作開公司，原先他拒絕，事後他改變主意，就此生活就從教書

轉換成企業家。雅各布博士先後與友人共同創立 Linkabit (現

為 L-3 Communications 的分公司)以及高通公司都有很好的表 

現。 

 他提到，高通公司在 1985成立，第一個產品和服務包括

OmniTRACS衛星定位和傳訊服務，可廣泛應用於長途貨運公司，

但在創業初期，曾一度遭到拒絕，還好隨著人脈與資源越來越

豐富，公司逐漸成長。而近幾年高通公司也積極提供開發中國

家許多回饋，例如給漁夫、農夫第一手氣象；透過通訊服務平

台，提供偏鄉醫療資訊，還提供智慧型產品給低收入學生使

用。 

  厄文‧雅各布博士是全世界大企業領導者中具有極高學術地

位者。1959 至 1966 年他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後因受前康乃

爾大學的教授邀請，於 1966至 1972年轉至新設立的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校區任教授。他是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2013年榮獲

IEEE 榮譽獎章。他與友人分別於 1968 年及 1985 年創立

Linkabit 和高通二家公司。高通公司率先開發分碼多重擷取

系統(CDMA)，影響行動電話的發展，他個人也擁有 14 項分碼

多重擷取系統專利。厄文‧雅各布博士夫婦被《商業週刊》、《慈

善紀事報》評為美國 50 位最慷慨的慈善家之一；他們也響應

美國著名投資家巴菲特和微軟創辦人蓋茲夫婦的倡議，承諾將

半數財富捐贈給慈善事業，成為簽署「捐贈宣言」(Giving 

Pledge)的 40位美國億萬富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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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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拿著雅各布博士著作《通信工程原理》請博士簽名。 本校主管陪同雅各布博士至奕園參觀。 

 

賀 恭賀學習科學研究所教師傅麗玉教授 榮獲 102年度電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  

  

賀 科法所蔡昌憲老師、經濟系林靜儀老師榮獲第 16 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賀 電子工程學系學生劉詒軒、李易庭、柯佑蓉榮獲 2013亞洲創新設計大賽「一等獎」

(指導教授：馬席彬教授) 

  

賀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袁倫斌、婁瑋婷、艾米爾同學榮獲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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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處》  

 敬邀參加 11月 14日「頒授張懋中院士名譽博士學位典禮暨茶會」  

參考網址：http://secretary.web.nthu.edu.tw/files/13-1160-62747.php 

 

《教務處》 
 第 46期高教評鑑雙月刊資訊 

參考網址：http://class.web.nthu.edu.tw/files/14-1669-62711,r11-1.php 

 

 2013秋新聞稿寫作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05 

 

 2013秋職場寫作力系列活動之五：升學簡歷自傳寫作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riting.wwlc.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508 

 

http://ccc-nthudss.vm.nthu.edu.tw/nthusearch/dept.php?dd=8111
http://ccc-nthudss.vm.nthu.edu.tw/nthusearch/dept.php?dd=6913


 南華大學舉辦生死學通識研習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715 

 

 南華大學舉辦「互動式電子書研習營－種子教師培訓(一)」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716 

 

 中國科技大學舉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718 

 

 國立中央大學舉辦「運動科普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714 

 

 國立台灣大學舉辦「翻轉教室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u.edu.tw/fd/reg/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辦理「101 學年度補助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www.ctld.ntnu.edu.tw/ 

 

 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細胞神經科學讓你／妳比佛洛伊德知道得更多，報名活動倒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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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打開 Kai大師的資工秘笈！蓋世神功傳給你！您接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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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 102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研究生逕讀博士班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62669,r219-1.php 

 

 103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第一次放榜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62637,r323-1.php 

 

 103學年度博士班甄試第一次放榜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adms.web.nthu.edu.tw/files/14-1072-62643,r1134-1.php 

 

 有報告寫作的困擾嗎？《報告好好寫─科技報告寫作通用手冊》就是為了你量身訂做，

不論報告對象為專業讀者或一般讀者，都能暢行無阻。有了這本書，你就能好好寫報告！ 

參考網址：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62574,r76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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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102學年度第二次齋長會議記錄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62555,r1538-1.php 

 

 第十屆政大盃全國校際圍棋團體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676,r2469-1.php 

 

 2013南應大盃休閒射箭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646,r2469-1.php 

 

 外交部臺灣青年 Fun 眼世界主題網站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632,r2469-1.php 

 

 2013年創意遊戲 APP 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630,r2469-1.php 

 

 第十屆 KEEP WALKING 夢想資助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624,r2469-1.php 

 

 第 12届香港武術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603,r2469-1.php 

 

 2013全國大專機器人與感測實務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601,r2469-1.php 

 

 閱讀新浪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594,r2469-1.php 

 

 第九屆 IPMA全國大學院校專案管理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593,r2469-1.php 

 

 2013全國休閒農業區一日遊程規劃活動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592,r2469-1.php 

 

 中華民國 102年大專校院撞球聯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561,r2469-1.php 

 



 第十三屆「赤弦獎－紅樓琴緣民歌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546,r2469-1.php 

 

 犯罪被害人保護週微電影徵選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545,r2469-1.php 

 

 2013全國大專院校統計暨相關研究所球類盃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543,r2469-1.php 

 

 102學年度全校運動會園遊會與閉幕表演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62699,r3455-1.php 

 

 102年 10 月份遺失物品招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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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二階段兵役重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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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校運動會期間(11 月 18 日至 11月 20 日)，部份運動場館將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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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就業學程計畫－「諮詢輔導服務」報名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62763,r1198-1.php 

 

 函轉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唐氏症基金會與國立臺灣大學附設醫院合作辦理「唐氏症整合門

診」資訊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62846,r1204-1.php 

 

《總務處》 
 「禮齋結構補強工程」施工工期延長至 11月 29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62741,r992-1.php 

 

 11月 14 日辦理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教育訓練 

參考網址：http://edoc.web.nthu.edu.tw/files/14-1208-61926,r1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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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研發處》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舉辦「第 12屆有庠科技獎」之「有庠科技講座、有庠

科技論文獎」及「第 6屆有庠科技發明獎」開放甄選，即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48 

 

 國科會函送「103年度智慧電子國家型科技研究計畫(NPIE Program)」自即日起至 12

月 16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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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醫學科技研發中心 Caliper I.V.I.S spectrum 儀器使用認證課程(Caliper 

I.V.I.S spectrum workshop)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2840,c2706-1.php 

 

 新訂定「第三級以上危險群微生物之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核備規定」、修訂「第三級以

上危險群微生物之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之線上核備及維護操作說明」，請相關人員依規

定辦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62841,c677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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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51 

 

 崑山科技大學「強化產學連結縮短學用落差研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47cb5b1-152c-4053-89b2-fedc4f3b70bb&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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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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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前完成線

上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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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55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47cb5b1-152c-4053-89b2-fedc4f3b70bb&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47cb5b1-152c-4053-89b2-fedc4f3b70bb&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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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科會徵求「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即將於 11月 14 日下午 5時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30 

 

《全球事務處》 
 哈佛燕京學社 RSEA 碩士學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606&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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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頂尖大學策略聯盟教研人員選送計畫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85&lang=big5 

 

《圖書館》 
 向 2013 諾貝爾得主致敬－AAAS，AIP，APS，IOP 大師文章限時免費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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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與藝術－傑出學人書法展 11月 11日上午 9點 30分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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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ey Current Protocols 問卷調查，好禮送給你！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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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使用情況及滿意度調查，好禮送給你！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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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利用第一步(含資源探索系統,電子資源查詢新系統介紹)(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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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與藝術：唐詩、宋詞、元曲－傑出學人書法展 11月 11日上午 9 點 30分開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56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530


 圖書館週【讓書去旅行－好書交換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51 

 

 新增試用「大成老舊刊全文數據庫」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6 

 

 新增試用「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歡迎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62 

 

 空間管理系統常問問題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library/department/ref/faq/q_a11.htm 

 

 「八尺門：再現 2%的希望與奮鬥」攝影巡迴展即日起至 11月 24日於總圖書館，人社院

圖書分館展出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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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07-62829,r240-1.php 

 

《人事室》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函以，有關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招募行政會務人員 1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562,r8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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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8-62827.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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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8-62833.php 

 

 2014「教師生命成長營」訂於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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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38-62842.php 

 

 【優惠券索取】台灣高鐵平日車次優惠 9 折券(使用期限至 11 月 28日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769,r894-1.php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62829,r240-1.php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62829,r240-1.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833.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833.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842.php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62842.php


 教育部辦理「教育部 103 年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徵件期間延至 11月 15日

截止，請同仁踴躍推薦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62735,r2506-1.php 

 

《主計室》  

 為利估算邁頂計畫執行狀態，會計系統暫不開放邁頂計畫之請購功能，俟估算完畢後，

將儘速通知各單位後續辦理事項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62742,r1160-1.php 

 

《生命科學院》  

 12月 9日至 12 月 11 日「以色列－台灣生命科學雙邊研討會」歡迎上網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itlsc2013/ 

 

《藝文活動》 

「樂」在清華班表 

 

 

http://itlsc2013.life.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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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二)，青紅。 

     11月16日(六)，春風沉醉的夜晚。 

4.映後講座：11月16日(六)，晚間7點，春風沉醉的夜晚：酷 

     兒性做為迂迴抵抗的策略。 

5.講  者：陳育晟／電影研究。 

6.專題演講：11月15日(五)，晚間7點30分，回首華年，金馬 

     五十：漫談1962至2013。 

7.講  者：陳煒智／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碩士、電影與劇場 

     研究工作者。 

8.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

&&my_pro=5&&time=1&&fdsn=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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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茶會：11月11日(一)，中午12點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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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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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銘祝個展】 

青壯時期「腳踏車」系列引領台灣鄉土寫實的發仞，首展立即轟動藝壇。1990年在史博館國家畫廊水彩個展，寫下最年輕個展

藝術家紀錄。藝術界慶祝台灣水彩100年時，數幅腳踏車與狗的創作讓人重溫膾炙人口的視覺饗宴。藝壇評定其為七○年代畫家代

表，有多次獲獎紀錄，獲頒史博館金質獎章與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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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賴小秋策展文

章）。 

 

 

說明： 

1.時  間：11月11日(一)至12月5日(四)。 

開幕茶會：11月11日(一)，早上10點。 

2.地  點：清大藝術中心展覽廳。 

3.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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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time=1&&fdsn=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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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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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自攝影 清華生態攝影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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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資訊》 

【心窩演講廳】人際大師來充電，別再說大學生難搞：年輕世代的言語解密 

 大學階段是人生轉變的激盪期，與這些青年朋友同行的歷程中，我們期待成為陪伴者、知識傳達者，亦或是他們生命中的燈塔

呢？與青年朋友交談，充滿挑戰與驚喜，倘若，你只能感嘆的埋怨世代差異。在這個午後，我們即將透過訊息的交流與經驗的分

享，來理解年輕世代的語言與行為，建構與大孩子互動的正向經驗，並再創造彼此成長的新契機！ 

 

說明： 

1.時  間：11月12日(二)，下午2點至4點。 

2.地  點：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1F清沙龍。 

3.邀請對象：清大教職員工。 

4.超級玩家：楊惠娟／資深諮商心理師。 

5.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9921,r491-1.php。 

 

 

 



【National Security and Taiwan's Future 國家安全與台灣未來】 

說明： 

1.時  間：11月12日(二)，晚間6點50分至8點30分。 

2.地  點：旺宏館學資中心2F。 

3.講  者：司徒文主任／Director William Stanton。 

4.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4711&sub1=Academic#show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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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11月26日(二)，上午10點至下午2點。 

2.地  點：清大人社院C310教室。 

3.演講主題：李香蘭與原節子──軍國主義電影中的美

少女。 

4.講  者：四方田犬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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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1月27日(三)，晚上7點至9點。 

2.地  點：旺宏館R245教室。 

3.講  者：楊立澔先生(筆名：冒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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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機系專題演講】從巴金森氏症病史看醫療產業發展的現在與未來 

說明： 

1.講  者：葉伯壽醫師／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神經部主任(國立交通大學合聘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2.時  間：11月14日(四)，下午3點30分至5點。 

3.地  點：工程一館107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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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687
http://www.pme.nthu.edu.tw/main.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