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屆 TEDxNTHU 年會 多面向探討面對的未來 

TED 是一個跨界的智庫，為世界性的大型聚會，代表科技

(Technology)、娛樂(Entertainment)以及設計(Design)。去年

底，本校一群對新事物好奇、為新發明著迷、替好點子驚嘆的

學生，於清華創立了 TEDx 組織，歷經半年時間準備，在各方努

力以及學校大力支持下，於 5月 18 日順利舉辦首屆年會「是誰

在創造任意門？」，活動獲得許多好評。 

工科系邱駿同學表示，本次年會結合了對未來的關心以及對

社會關懷的理念。他說，TEDxNTHU 以動畫中屬於未來的產物為

問題，提醒每個人，如果大家只是一味的接受現況而不親身去

思考或創造，這項科技將不會出現。 

每個人的未來，該由誰來掌控？現今社會所面臨到的問題有

哪些？年會特別邀請到來自中研院、清華大學、工研院各界大

師以及業界人士共八位講者，以不同的視角，由各個面向去探

討未來。 

首先，本校物理系王道維教授帶著大家去分析臺灣社會所面

臨少子化、貧富差、能源及糧食危機等問題。王教授建議，大

家可以從解決身邊問題開始，繼而關心社會，能在享受資源的

同時思考著怎麼樣去做回饋！ 

臺灣國家農業政策顧問施明哲先生提到，在臺灣幾乎人人都

是美食專家，但是臺灣降低糧食生產而遇到的問題又有誰真正

關心？施先生說，休耕地說不定就是將來的寶藏地點，不應該

就這樣讓臺灣島上肥沃且美麗的土地恣意的荒蕪。 

國家數位典藏計畫主持人王汎森院士說，科技結合藝術的價

值在於建立這個管道，彈指之間，就可以透過這些典藏找到過

去或許難以接觸或容易消失的藝術。如雲門曾被一場無情烈火

焚燒而失去了許多珍貴的東西，但是數位典藏計畫會讓這些充

滿回憶的影像與永遠不會被抹滅。 

有物報告主編周欽華先生以堅定且精闢的方式，教導大家如

何在這資訊爆炸、雜訊干擾的年代，把時間利用在美好的事物

上，而非雜訊中迷途。 

資工系陳宜欣教授以生動方式，說明如何透過縝密的計算，

把環境、知識與經驗放進括弧內相加才能在等號右邊，以得到

自己想要的答案。 

而工研院創意中心創辦人薛文珍小姐則道出跨領域結合的效

益。她說，用新的科技結合起古老的文化，加入創意以調和，

透過跟自己的對話，能找到未來不一樣的可能性。 

最後兩位青年創業家分別是活動通的創辦人謝耀輝先生，以

及 icook 的創辦人李致緯先生是走在前鋒的榜樣。從兩位講者

身上看到，創業是不分年紀，需要的是一份熱切的心，對理想

的堅持，以及對自己生命負責。他們的經驗，讓年輕人共同抱

持對未來的期待。 

2009 年，TED 啟動了「TEDx」計劃，開放 TED 的 logo 給全世

界的人使用，讓他們在自己的城市、社區舉辦具有特色的 TEDx

大會、組織自己的獨特社群。到 2011 年為止，全世界已舉辦超

過 1500 場 TEDx 大會了。現在的 TED 不僅是一個大型聚會，也

是一個世界性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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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力俊校長等主管對學生主辦本次年會大力支持。 TEDxNTHU 2013 年會：「是誰在創造任意門？」 

 

 

《秘書處》 

102 年校長遴選座談會時間表 

場次 日期 時間 地點 參與對象 

第三場 6月3日(一) 晚間7點至9點 綜二八樓國際會議廳 教職員工生、校友、退休人員 

 

《教務處》 
 102 學年度轉系所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56679,r219-1.php 

 

 台聯大雲端經典課程徵暑期拍攝與剪輯工讀生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73 

 

《學務處》 
 2013 辦理出入境方式變更 

參考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56444-1.php 

 

 轉 H7N9 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新製作 30 秒電視短片，及預防 H7N9 流感海報 

參考網址：http://clinic.media.nthu.edu.tw/channel/show/id/61 

 

賀 碩士班高瑋毅同學的論文「Pangcah人在南非：遷移與適變」在「第三屆兩岸清華大學

研究生學術論壇」中被評為優秀論文 

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56679,r219-1.php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73
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56444-1.php
http://clinic.media.nthu.edu.tw/channel/show/id/61


 國立清華大學 102 年暑期急救教育訓練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56752,r1204-1.php 

 

 101 學年度傑出導師暨系關懷導師會議開跑囉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5516,r728-1.php 

 

《總務處》 
 國外郵件招領 1020515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56449,r27-1.php 

 

《研發處》 
 國科會 102 年度「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計畫」至 7月 31 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54 

 
 教育部補助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大學校院學生申請出國參加國際性競賽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52 

 

 新竹馬偕醫院舉辦「人體試驗初階訓練課程」，地點在新竹，機會難得，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6643,c7545-1.php 

 

 國科會徵求 103 年度「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構想書，意者請於 6月 13 日下午 5 點前提送

一頁校內申請表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55 

 

 轉知「102 年度國立臺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教育訓練，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56697,r3341-1.php 

 

 103 年度清華大學與台大新竹分院合作研究計畫「雙方學術交流會」徵求計畫提案單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6514,c2617-1.php 

 

《全球事務處》 
 全球處徵求 102 學年度暑假實習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26&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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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56697,r3341-1.php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6514,c2617-1.php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26&lang=big5


《計通中心》 
 學生宿舍網路經理招募  

參考網址：http://www.cc.nthu.edu.tw/files/14-1104-56837,r791-1.php 

 

《圖書館》 
 新增試用資料庫「申報(愛如生版)」，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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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五南電子書」，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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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PressDisplay 國際報紙資料庫」，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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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空間管理違規記點將於 7月 1 日前全部歸零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20 

 

 圖書館訪客系統將進行系統更新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19 

 

 6 月 3 日至 6月 21 日期末考試期間總圖書館閱覽服務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511 

 

《人事室》 
 101 年度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獎勵紀實，惠請參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6963,r875-1.php 

 

 請躍推薦參加教育部表揚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及個人獎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7042,r87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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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亞倫雷奈影展 Alain Resnais Film Festival 

 亞倫雷奈 Alain Resnais(1922－)，法國新浪潮左岸派導演，早期因經常探觸「記憶」與「創傷」主題而聞名。他的形式才是主角，

音樂、色彩、燈光、構圖、攝影機運動……，都為了反映角色或情節的情緒，給予觀眾許多想像空間。老頑童雷奈到九十幾歲了還

在拍片而且拿了坎城，觀看雷奈 60 年至今的作品就像倒吃甘蔗，別困惑於劇情或形式，讓我們一路看下去，總之，「好戲還在後頭」！ 

 

說明： 

1. 播映日期：6月4日至7月13日，每週二、六，晚間8點30分。(6月8日遇畢典停播) 

2. 播映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3. 本週播映：6月4日(二)廣島之戀 Hiroshima Mon Amour。 

4. 映後座談：6月18日(二)去年在馬倫巴，鴻鴻／詩人、導演、藝術家。 

5. 邊看邊講：6月22日(二)穆里愛，李幼鸚鵡鴳鶉／知名影人。 

6. 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fdkind2=7&&my_pro=5&&time=1&&fdsn=551。 

 

【黑白．邂逅】 設計繪畫展 

 

 設計繪畫這一門課，來自不同領域與背景的學生，藉由美術設計原理，策略性

的、計畫性的，巧善運用繪製能力來表達自己的概念與想法，作品令人驚艷。 

 學生們創意的思考且具觀點的解析，把眼睛所見事物，分析、組構、設計、重

新描寫所看到與感受到之事物，在畫面上以豐富語彙轉化出個人獨特意象的視覺

作品。學生們在創作中展現自信與個性，探討自我與環境的關係，進而延伸不同

領域之間的關懷省思。 

 感謝學校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中心支持，現在我們彙整同學精彩作品，舉

行學生聯展設計繪畫[黑白．邂逅]，共計百件作品，我們相信有著科學創新精神

的清華同學與設計創作之間，在未來將會激盪出更多精采火花。 

說明： 

1. 展覽時間：5月30日至6月27日。 

2. 展覽地點：國立清華大學教育館一樓。 

3. 展出作者：101－2設計繪畫課程全體學生。 

4. 展覽策劃：連正宏老師。 

5. 參考網址：

http://140.114.40.12/news/Exhibition-Design-Draw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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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資訊》 

【化學系】101學年下學期－專題演講 

日期 地點 時間 講者 講題 主持人 

6月4日 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1400-1530 

 

Prof. Pauline CHIU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YMMETRIC (4+3) 

CYCLOADDITION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THE SYNTHESIS 

OF BIOACTIVE MOLECULES  

汪炳鈞(33410) 

6月5日 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1400-1530 

Prof. Zhaoguo Zha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hemo- and Enantioselective 

Hydrogenation of 

Functionalized Carbonyl Group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the 

Synthesis of Pharmaceutical 

Molecules 

汪炳鈞(33410) 

1530-1700 
Dr. Chang Wei-Shun 

Rice University 
TBA 黃哲勳(3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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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勞工手中線．學子桌上書」 

 一個愛做手工，愛動腦筋的退休教授，在大學圖書館的維修部門，找到發揮專長，學習新技能的機會。這是他的經驗談．讓我們

來看看圖書館的書(以及相當於書的資訊載體)為什麼要修護，怎麼修護，又怎樣預防將來的損壞。 

說明： 

1. 講者：徐統教授／清大退休教授。 

2. 時間：6月3日(一)，下午2點至4點。 

3. 地點：總圖書館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23。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時  間：6月6日(四)，下午3點30分至5點。 

2. 地  點：工程一館107演講廳。 

3. 演講主題：Effects of Pre-strain Applied at the PET Substrate before the Coating of Various Films on Coating Film    

Qualities and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Optical Performances。 

4. 講  者：林仁輝講座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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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35522,r294-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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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6月3日下午2點至5點，魔課師×酷斯拉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72 

 

絕非狂熱：公眾儀式的女性化與新穆斯林聯盟 

說明： 

1. 時  間：6月5日(三)，下午3點。 

2. 地  點：人社院C304。 

3. 講  者：趙恩潔博士／波士頓大學人類學博士、中研院亞太中心博士後。 

4. 參考網址：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56958,r2262-1.php。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72


【學術活動】網路經濟學工作坊，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56374,r1853-1.php 

 

「全球化、文化多樣性與地方社會」 2013海峽兩岸人類學論壇 

說明： 

1. 時  間：6月28至6月30日。 

2.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2F階梯教室及310會議室。 

3. 參考網址：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56236,r2262-1.php。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56374,r1853-1.php


【教師工作坊】6月6日上午10點，教師的情緒智商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2515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2515


清華大學13級畢業舞會：十三號新奇舞，Bravo！ 

說明： 

1. 時  間：6月7日，晚上7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體育館。 

3.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Bravo2013NTHU?directed_target_id=0 

https://www.facebook.com/Bravo2013NTHU?directed_target_id=0

	碩士班高瑋毅同學的論文「Pangcah人在南非：遷移與適變」在「第三屆兩岸清華大學研究生學術論壇」中被評為優秀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