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歡慶創校 102週年暨在臺建校 57週年校慶 

 4月 28日是清華創校 102週年暨在臺建校 57週年校慶，包括

新竹市許明財市長、本校徐遐生前校長、陳文村前校長、陽明

大學梁賡義校長、國科會賀陳弘副主委等貴賓都蒞校祝賀。校

慶大會上表揚臺灣積體電路公司品質暨可靠性副總經理蔡能賢

學長及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史維

學長二位傑出校友。另外，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義

發學長也因長期對母校校務發展有重大特殊貢獻，獲頒「特殊

貢獻獎」。 

 陳力俊校長表示，過去一年及近期一連串慶祝校慶的各種活

動中，包括紀念吳國楨與孫立人校友的「清華文武雙傑紀念會」、

「梅貽琦校長逝世五十周年紀念會」、陳寅格先生三位女公子連

袂來訪、為王國維先生長女王東明女士回憶錄「百年追憶」召

開新書發表會，以及在鄭愁予教授「八十壽誕詩樂禮讚」中，

指出 1923年創建的「新月詩社」，除徐志摩外，胡適、梁實秋、

聞一多、沈從文、葉公超、林徽因等人都是清華人；我國駐美

大使中，知名度最高，貢獻最大的三位分別是胡適、葉公超、

蔣廷黻先生，也都是清華人。處處都能感受到清華人內含的博

大精深，對國家社會的卓越貢獻。 

 陳校長也提到，去年全臺以通訊作者身份發表於「科學」

（Science）與「自然」（Nature）期刊論文共七篇，清華師生

即有四篇；而今年到現在為止，清華已有四篇論文在 Science

期刊發表或被接受，今年必創新高。今年一月底公佈的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清華有十位教授獲獎，平均清華每 100名教授就

有 1.59人得獎，獲獎人均值高居全國第一名，不僅高於居第二

名學校人均值 1.29，而且遠高於其他學校一倍以上。 

 清華資工系的學生日前拿下首屆亞洲大學生超級電腦競賽第

2名，而棒球與足球均分別在大專棒球與足球聯賽中，拿到同級

冠軍；刻在宜蘭進行的大專運動會，清華男女網也雙雙奪冠，

桌球隊正在沉穩中衛冕，今年首屆「清華台大友誼賽」，本校也

以 9:5比數告捷；清華成為「體育大校」並非必然與偶然，而

是清華秉持「自強不息」努力經營下的自然。「清華學生文武雙

全」陳校長特別公開給予肯定。此外，在學校各項活動中，常

可見到校友熱情參與，對母校發展大力支持，不僅多項重大建

設都給予資助外，由企業界校友籌設的大清華基金，今年更以

部份獲利所得八百萬元挹注母校。 

 陳校長也透露兩件喜訊。他說，沈君山前校長之胞妹與妹婿

以沈校長名義捐贈六百萬元，協助完成其在校園中設立「奕園」

的願望，「奕園」已初步建設完成，預定 6月 1日正式開幕；此

外，前美國在台協會駐台北辦事處處長，也是第一位選擇在臺

長期定居的美國大使級外交家司徒文博士已決定接受清華聘請，

將於 7月份擔任「葉公超講座」，未來將主持清華預定設立的「亞

洲政策中心」。  

 代表值年校友致詞、現任陽明大學校長梁賡義學長提到，過

往在清華所接受的教育，以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

對日後生涯影響很深。他推崇清華「繁星計畫、旭日計畫、清

華學院」等創舉，對臺灣高等教育作了很好的典範。徐遐生前

校長關懷能源問題，他認為，清華有能力為永續資源做出貢獻，

而他也於下午捐贈「熔鹽式植物碳化反應器」給清華；而陳文

村前校長讚揚母校的卓越表現，他呼籲校友及認同清華的社會

大眾，共同支持清華，讓清華早日邁入世界級大學之林。 

 蔡能賢學長說，人生過程中有許多起伏，清華校訓的精神給

予他很大的力量，獲得傑出校友對他意義重大，他高呼「我愛

清華」，也將這個獎獻給他八十高齡的母親。史維學長透過預先

錄影的影片強調增加學生國際視野的重要，也希望日後清華與

香港科大有更密切的交流。李義發學長則表示，能盡一己之力

協助母校是校友應做的事，他也呼籲校友們一同協助母校校務

發展。 

 校慶典禮中，也頒發學士班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及 101學年

度第一學期書卷獎第一名同學、並表揚全國大專優秀青年、101

年度區域和平志工、績優課外活動社團、大專聯賽及台清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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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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獲勝隊伍。典禮最後，值年校友特別帶領大家高呼清華校呼，

為校慶大會典禮畫下熱閙的句點。 

 學生結合「移問」與「新住民文化民俗技藝推展協會」開設

「南洋帥哥咖啡店」，端出新鮮美味的越南春捲、烤肉米線及香

醇的越南咖啡。每年清華校慶都會舉辦的鬼屋，今年也沒缺席。

百來位學生耗費一個多禮拜在鏡廳及成功湖邊布置，鬼屋裡頭

藏了七十幾隻猙獰恐怖的鬼，保證來者必驚嚇。在鴿子廣場清

大學務處舉辦「『摩』境夢遊」，來自 19國家學生穿上代表民俗

文化的傳統服飾，與民眾分享各地美食。不少社區民眾、學生

及家長對學生活動也很捧場，園遊會各個攤位都是人潮。

  
值年校友回母校一同歡慶校慶，並高呼「清華校呼」。 學務處舉辦「『摩』境夢遊」，來自 19國家學生穿上代表民俗文化的傳 

統服飾，與民眾分享各地美食。 

 

蔡能賢、史維學長獲第 14屆傑出校友、李義發學長獲頒「特殊貢獻獎」 

 本校創校 102週年暨在臺建校 57週年校慶大會上，表揚臺灣

積體電路公司品質暨可靠性副總經理蔡能賢及香港科技大學首

席副校長、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史維兩位傑出校友；另外，

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義發學長也因長期對母校務發

展有重大特殊貢獻，獲頒發「特殊貢獻獎」。以下為三位學長的

介紹： 

 史維學長動機系 1977年畢業，現任香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

及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是享譽國際的學者，對於計算流體

力學、燃燒和推進、流體結構互動、生物流體力學、生物性及

低雷諾數飛行器等的貢獻均深受國際認同。史教授著作甚豐，

並在經評審的學術期刊與學術會議上發表超過 450篇論文。他

曾參與多項編輯工作，包括《劍橋航空》系列叢書及擔任主要

參考書籍《航空工程百科全書》的聯席主編。 

 史學長在領導研究計劃方面卓然有成多項研究計劃取得重大

成果，也獲得許多榮譽。他是美國航空及宇航學會(AIAA)及美

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SME)院士。史教授卓越的成就獲得多個重

要獎項，包括美國航空及宇航學會2003年Pendray航空文獻獎、

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 2005年熱能轉換紀念獎及工程師委員會

(加州 Sherman Oaks分會)2009年傑出教育家獎。 

 史教授一直為清華校友會一員，曾在工學院教授招聘的過程

中作出評鑑及為該學院和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提供諮詢服務。史

教授十分樂意分享他所學的知識，曾到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演講，

又不時與母校教授、學生及校友合作研究交流。 

 蔡能賢學長物理系 1977年畢業，現任台積電品質暨可靠性副

總經理。蔡學長於 1989年加入台積電擔任研發部門經理，成功

的開發並量產 1.0與 0.8微米。並於一廠和四廠廠長期間，建

立工廠管理與品質系統，協助台積建立製造優勢的基礎。2000

年，領導台積電 12吋晶圓團隊於一年內成功地將 8吋製程轉成

12吋製程，使台積電成為台灣第一個有 12吋晶圓製造能力的公

司。蔡能賢博士於台積電經歷多項重要職務，RD主管，一廠、

四廠廠長，封裝測試主管，目前擔任品質與可靠性副總經理，

為台積電經營團隊重要高階主管。 

 蔡學長與清華互動頻繁，回饋母校教書四年，1989年到 1993

年間在電機研究所兼課，教授先進半導體製程與製造，當時的

碩士與博士班學生，現在多位在新竹科學園區擔任廠長。 蔡能

賢博士同時擔任過兩屆校友會理事，及物理系系友會會長，並

時常主動捐資贊助母校、母系各項活動，以及資助思想沙龍、

網球隊、羽毛球隊與國標舞隊之在校學生各項活動，曾獲第六

屆理學院傑出校友表揚。蔡校友其女為清華經濟系 09級蔡捷校

友，兩人更響應母校校長之募款計劃，分別成為清華百人會成 



員。 

 李義發學長原子科學研究所物理組 1964年畢業，於 1965年 7

月至 1970年，任職清華物理系專任講師，教學認真，為母校作

育許多人才。1970年起至今，負責經營「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

司」，從事油脂化學品之製造及買賣。雖然經營的是傳統產業，

但李學長熱愛母校，回饋母校甚多。從 1984年至今，每年捐贈

母校「梅貽琦先生紀念獎學金」；1994年至今，每年捐贈北京清

華大學「梅貽琦先生紀念學術論文獎及獎學金」；2002年捐款贊

助母校興建物理二館；2003年捐款贊助母校成立還願獎學金；

2004年捐款贊助母校興建學生宿舍；2012年捐款贊助母校興建

清華實驗室。近年來，李學長不僅加入百人會，捐款物理系、

原科院，亦擔任校友會理事，協助母校校務推動。為表彰李學

長長期對清華校務發展之重大特殊貢獻，特頒發「特殊貢獻獎」

以為感謝。

   
史維學長動機系 1977年畢業，現任香 

港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及機械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蔡能賢學長物理系 1977年畢業，現任台積電品 

質暨可靠性副總經理。 
李義發學長原子科學研究所物理組 1964年畢 

業，現任「承德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國科會「IC產業同盟計畫」暨「清華－台積電卓越製造中心」助台灣半導體供應鏈提

升整合力和競爭力 

 面對全球化競爭與經濟危機、IC產品生命週期越來越短、製

程技術門檻越來越高、研發成本與資本支出不斷提升等挑戰，

清華大學執行國科會「IC產業同盟計畫」(NSC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Empowerment Partners Consortium，簡稱 NSC 

STEP Consortium)，並特別整合與台積電、創意電子、采鈺科

技等公司的產學合作計畫為實證研究，同時成立「清華-台積電

卓越製造中心」(NTHU-TSMC Center for Manufacturing 

Excellence)。4月 22日由陳力俊校長、台積電蔣尚義營運長、

孫元成副總經理暨技術長、創意電子賴俊豪總經理、采鈺科技

辛水泉總經理、國科會工程處朱曉萍副處長、鄭建鴻學術副校

長、溫于平顧問、果尚志研發長、王茂駿院長等貴賓及研究團

隊簡禎富、吳吉政、許嘉裕、李家岩、張國浩、陳建良、鄭家

年等一起為工程一館 806的研究中心揭幕。 

 本活動並在清華大學工程一館演講廳盛大舉行啟航茶會暨專

題演講，探討台灣產業結構轉型，及供應鏈整合力與競爭力提

升。特別邀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 Willy Shih 教授主講「The 

return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or a question of scale?」，

以及台積電孫元成副總經理暨技術長主講「半導體技術趨勢與

機會」等兩場專題演講，總主持人簡禎富特聘教授也報告計畫

目標與研究規劃。此外，Nike總部副總裁 Mike Yonker及 Nick 

Athanasakos 等 9位創新與全球製造相關部門的高階主管隨同

Willy Shih 教授來台灣參訪標竿學習，也同時參加此一盛會。 

 簡禎富特聘教授說，清華大學產業技術聯盟計畫，研究團隊

將累積的成果和技術往半導體上下游擴散並整合，以有效地促

進半體供應鏈「虛擬垂直整合」，協助台灣以水平分工為主的產

業結構，能與垂直整合的國外廠商競爭。NSC STEP Consortium

將扮演智庫(Think Tank)、觸媒(Catalyst)、第三方(Third 

party)和人力資本儲備銀行(Human Capital Reserve Bank)等

不同的角色來研究半導體產業跨公司的重要議題，包括製造策

略和產能規劃、良率提升和製造智慧、晶圓綜合效益和生產力、



全面資源管理、存貨天數管理和存貨水準管控、供應鏈效率及

供需協調、18吋晶圓生產系統等研究議題，以協助不同公司解

決跨供應鏈上下游的問題，累積「問題點」的突破為基礎，再

擴大為供應鏈整合的決策機制和智能化決策系統，建立解決大

型複雜問題的完整解決方案，並在學以致用的研究過程中培育

產業所需的人才，以提升虛擬垂直整合之綜效；並代表台灣半

導體產業參與半導體製造策略和生產系統的重要國際組織和會

議。 

 清華團隊除了已與台積電、創意電子、采鈺科技、旺宏、聯

發科、廣達電腦、台達電、晶元光電、世界先進、茂迪等公司

的產學合作計畫外，並與哈佛大學 Willy Shih教授合作發表台

積電(The TSMC Way)、聯發科、創意電子等多篇哈佛管理個案，

發揚台灣高科技產業的成功典範和國際影響力。史欽泰院長也

以 STEP的意涵，書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墨寶，勉勵 NSC STEP 團隊能夠效法前人，一步一腳印地研究

半導體產業未來挑戰的重要議題，以協助台灣產業結構轉型、

提升台灣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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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場 5月22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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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 5月30日(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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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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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國科會 IC產業同盟計畫的國內外貴賓一同合影。 史欽泰院長也以 STEP的意涵，書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墨寶，勉勵 NSC STEP 團隊。 

賀 清華大學參加大專聯賽，在棒球、足球兩項賽事勇奪冠軍 

  

賀 清華大學參加大專校院運動會，在一般團體組男女子網球、男女子桌球都拿下金牌，

運動會共拿下 16金、3銀、9銅的好成績。其中田徑項目，動機系汪天韻同學 1500

公尺破大會紀錄、游泳項目電機系徐子翔同學 1500公尺自由式破大運會紀錄 



《教務處》 
 寫作中心：「誰怕張愛玲」主題徵文，歡迎全國大專院校在學生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taaze.tw/eileen_index.html 

 

 101學年度暑期學生讀書會開始申請了！至 5月 31日晚上 6 點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44 

 

《學務處》 
 教育部來函－各級學校因應 H7N9流感疫情其人員前往境外地區交流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5-1142-55958,c7888-1.php 

 

 5月 7至 5月 16 日時尚造型社「二手衣義賣之你的舊愛我的新歡」活動，歡迎大家發揮

愛心，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301441303320717/ 

 

 2013年 ATCC商業競賽唯一晉級隊伍需要清華人的支持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WASCTXD6H6lqvopfPI1r1yAKseGN7i8cBzI-bXaTqJ8/pub 

 

《總務處》 
 「莊敬樓(西院 41－44號)建物修復及補強工程」施工公告至 9 月 25日止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5752,r992-1.php 

 

 本校已簽訂「綠化工作」開口合約，供校內各單位使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55234,r127-1.php 

 

 防空演習通知：5月 15日，下午 1 點 30 分實施萬安 36 號防空演習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55853,r51-1.php 

 

《研發處》 
 TienTe Lee Award 財團法人永信李天德醫藥基金會「第九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6

月 1日起至 7月 31 日止開放甄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28 

 

 國科會工程處徵求「設計銀髮族專屬資通訊設備」專案計畫 6 月 19日下午 6 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25 

http://www.taaze.tw/eileen_index.html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44
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5-1142-55958,c7888-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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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55752,r992-1.php
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55234,r127-1.php
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55853,r51-1.php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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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國立清華大學 2014 年與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案相關文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29 

 

 「得免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之人體研究案件範圍」第 3點及第 5點疑義乙案之說明，敬請

參閱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818,c7545-1.php 

 

 疾病管制局更新「感染性物質運輸規範指引」，煩請校內所屬實驗室遵循相關規範辦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3-1087-55819-1.php 

 

 國科會生物處徵求「前瞻疫苗技術開發研究計畫」構想書 5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430 

 

 國科會函告有關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有申請及維護專利等相關費

用乙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431 

 

 國科會國合處徵求「台印(度)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8 月 27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32 

 

《全球事務處》 
 5月 16日海外交換生甄選說明會(不含大陸地區)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11&lang=big5 

 

 「臺灣歐盟論壇」，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12&lang=big5 

 

 拉脫維亞物理／數學學者尋求合作夥伴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513&lang=big5 

 

《計通中心》 
 本校與電信業者簽定「行動群組 MVPN優惠案」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2009/mailing:announcement:20130425_01 

 

 計通中心教育訓練－ShareRoom 視訊系統 

參考網址：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Shareroom_2013-04-29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429
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5818,c7545-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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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首頁 Google Map 校園地圖導覽的路線規劃功能暫停使用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55972,r240-1.php 

 

《圖書館》 
 圖書館愛心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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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102年 PDA 電子書產品試用，歡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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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如生「中國譜牒庫」等四種資料庫停機公告 5月 7上午 10 點至 5月 9日下午 6 點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0 

 

 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停機公告 5月 6日上午 10點至 5 月 8日下午 6點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1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製作 H7N9 宣導短片，於圖書館 3F電視區全力放送 

 

《藝文活動》 

清交學生聯合慈善魔術晚會即將登場囉 

 

 今年的慈善魔術晚會延續往年廣受歡迎的魔術小道具義賣，以及自由樂捐，更準備許多禮

物讓參與的大家抽獎。義賣及樂捐的所得將全數捐給仁愛之家、米可之家以及家扶中心……

等等慈善機構，所有的成本將由本社自行吸收，期盼以身體力行公益活動，達到拋磚引玉的

效果。 

 除了有讓您目不轉睛的舞台魔術表演之外，還有精采有趣的魔術短劇。更邀請到在中視魔

幻達人秀的總冠軍，並且是魔術社傑出的前輩-清大校友陳冫茜以及榮獲上海魔法偶像冠軍

的魔術師-林坤毅一同登台演出，讓您想忘也忘不了。 

說明： 

1. 時  間：5月12日(日)晚間6點開放入場、6點30分正式開始。 

2. 地  點：交通大學中正堂(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3.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ctuMagic。 

 

 

 

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55972,r240-1.php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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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1
https://www.facebook.com/nctuMagic


清大阿特梅ArtMay藝術季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ArtMay 

 

「樂」在清華班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日期 5月7日 5月8日 5月9日 

教育館 陳昱鴻 林莫凡 吳聲硯 周冠宏 莊詠翔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日期 5月14日 5月15日 5月16日 

教育館 洪謙慈 陳建豪 游曄 陳思羽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2013「青春，不服從」文藝創作展 

 

說明： 

公民不服從— 

1. 時間：5月8日，上午10點至下午1點。 

2. 地點：活動中心R101。 

3. 主題：《一僱二主》論壇劇場示範公演。 

文學不服從— 

1. 時間：5月16日至5月31日。 

2. 地點：人文社會學院。 

3. 主題：田調成果：「新竹，你還好嗎？」、 

   田園映像：「親近鄉土／邂逅作家」、 

   跨界詩：「詩，無與倫比的自由」。 

藝術不服從— 

1. 時間：5月25日至5月26日，下午2點30分至5點。 

2. 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廳。 

3. 主題：影像詩：「關於心事，也關於遠方」、 

   讀劇會：「《我的光頭校園》Ｘ《一票懸命》」。 

 

幸福進行曲－電影配樂影展 

 

說明： 

1. 日  期：5月7日至6月1日，每週二、六晚間8點30分。 

2. 地  點：清大蘇格貓底咖啡屋。 

3. 本週播映：5月7日(二)千禧曼波 Millennium Mambo、 

     5月11日(六)南國再見，南國 Goodbye South, Goodbye。 

4. 映後座談：5月11日(六)南國再見，南國；林強講片。 

5. 座談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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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8日 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1530-1700 
李志聰 

中山大學化學系 

Nitroxide Polymer Brush 

Electrodes for Organic Radical 

Batteries 

彭之皓(31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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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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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xNTHU 2013年會：「是誰在創造任意門？」就在 5月 18日 

 TED是一個世界性的大型聚會，它的3個字母分別代表科技(Technology)、娛樂(Entertainment)、設計(Design)。它的創新、開放、

分享文化讓許多人喜愛。 

 在清華，也同樣有一群學生喜歡TED的元素，對新事物好奇、為新發明著迷、替好點子驚嘆。我們極富熱情、並且充滿執行力，不

僅是觀眾，也是組織者。放眼世界，TEDxNTHU獲得TED的授權，隨時都在把來自世界的最新資訊帶入自身所處的社群當中，是一個與

世界接軌的創新組織。 

 

說明： 

1. 時  間：5月18日(六)，下午1點至6點30分。 

2.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旺宏館國際會議廳。 

3. 主  題：「是誰在創造任意門？」。  

4. 講  者：王道維／談年輕人將面對的四個大問題、 

     施明哲／談台灣的糧食安全問題、 

     王汎森／談國家數位典藏計畫、 

     周欽華／談網路時代的科技媒體、 

     陳宜欣／談創業的小故事、 

     薛文珍／談創意中心的藝術作品、 

     謝耀輝／談accupass與創業、 

     李致緯／談iCook與創業。 

5.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TEDxNTHU。 

 

 清華 TeaTime－5月 17日下午 3點縱身跳進心理學的文化革命 

 

說明：  

1. 時  間：5月17日(五)，下午3點至4點30分。 

2. 地  點：國際學生會議廳風雲樓三樓。 

3. 對  象：本校教職員。 

4. 主 講 人：黃囇莉女士。 

5.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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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266 

 

 

 

 

 

https://www.facebook.com/TEDxNTHU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2266
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detail&id=2266


生命故事講堂 一回首：找自己 │ 二回愛：愛自己 賴佩霞生命覺醒 分享&對談 

 

看山看海 看書本看世界 多久沒看自己？ 

還記得初次攬鏡自照發現自己的感動嗎？ 

忙著愛家人愛情人愛朋友愛地球 你愛過自己嗎？ 

若沒有了自己，又是誰在幫你愛人？ 

我們沒有答案，但將幫助你找到答案。 

清華大學生命故事館隆重巨獻，一場你/妳不容錯過的講座！ 

 賴佩霞，身心靈導師，也是譯者、音樂家、畫家、攝影家。淡出螢光幕二十年來，

她在「家」這個道場裡，經歷了一場難以想像靈魂之旅，直到生命覺醒，回到了心

靈的家。 

說明：  

1. 時  間：5月9日(四)，晚間6點30分入場、7點開始。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講  者：賴佩霞女士。 

4. 參考網址：http://nthulifestory.blogspot.tw/。 

 

【人社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專題(92)】 

 

 本研究將以明代中後期於杭州刊印、並屢經改編的《西湖遊覽志》相關刊本為中心，從參與編撰、

出版、和閱讀者的角度，分析其如何結合西湖旅遊和杭州出版兩種晚明重要產業，藉此探討刻印書

籍和旅遊文化間相輔相生的關係。 

說明： 

1. 時  間：5月8日(三)， 中午12點至下午2點。 

2. 地  點：人社院D302會議室。 

3. 講  題：明代杭州的旅遊與出版：從西湖到天下名山。 

4. 講  者：馬孟晶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與歷史所。 

5.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99。 

 

【創新育成中心】智慧財產權授權模式與實務Part1 

說明： 

1. 講  師：魯明德顧問／新心科技有限公司。 

2. 時  間：4月15日至6月24日。 

3. 本週課程：5月14日(二)，下午2點至6點。 

4. 地  點：清大創新育成中心115演講廳。 

5.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activity/20130507。 

 

http://nthulifestory.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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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有價值的上班族－陳嫦芬老師將於 5月 7下午 3點在台積館 908演講 

 

說明： 

1. 時間：5月7日(二)，下午3點至5點。 

2. 地點：清華大學台積館R908。 

3. 講者：陳嫦芬／北京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主講師、國立台灣大學管理學

院財金系實務講師。 

 

【清大職涯系列講座 2】財務分析師(CFA,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簡介及考照

經驗分享 

 

說明： 

1. 時間：5月7日(二)，晚間7點至9點。 

2. 地點：清華大學台積館R224。 

3. 講者：蔡惠珍女士。 

4. 參考網址：

http://career.ctm.nthu.edu.tw/files/14-1187-54975,r2032-1

.php。 

http://career.ctm.nthu.edu.tw/files/14-1187-54975,r2032-1.php
http://career.ctm.nthu.edu.tw/files/14-1187-54975,r2032-1.php


【動機系專題演講】 

說明： 

1. 日  期：5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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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ecting Tissue Morphology via Micro-manipulation and Cellular Self-Assembly。 

4. 講  者：陳定璿助理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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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孫運璿系列講座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55375,r190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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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