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書手傳手 清華新圖書館歡喜聲中開張 

 本校圖書館新館歷經十二年擘劃有成，三月四日上午舉辦「接

書手傳手，學資開步走」活動，由陳力俊校長、旺宏電子公司

董事長吳敏求、莊慧玲館長等人與將近三百名師生及職技同仁，

將舊館最後一批藏書以接力方式傳送至新館，為四月十一日的

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啟用典禮揭開序幕。 

 陳力俊校長表示，這是清華歷史性的時刻，清華在臺建校 57

年以來，圖書館第三次遷館，愈遷愈大且愈壯麗，代表清華學

習求知、永遠向上的精神，也代表旺宏電子公司愈來愈旺愈宏

大。 

 陳校長再次感謝吳敏求董事長的慷慨捐贈，他說，感謝旺宏

電子公司重視知識與學術，才有這麼美侖美奐的圖書館。而面

對世界資訊產生日益迅速龐大，校長特別提醒師生思考如何利

用圖書館的資源與服務將資訊轉化為知識。 

 新館歷經四任校長、五任圖書館館長，超過十二年的時間完

成。吳敏求董事長表示，希望透過最好的圖書館孕育出最好的

學生，做出最好的研究報告，這是捐贈的初衷。 

 「接書手傳手，學資開步走」活動在學生社團天鼓社的鼓聲

中熱烈展開，由莊慧玲館長從舊館(第二綜合大樓)門口將最後

一批藏書的第一本傳出，陳力俊校長與吳敏求董事長帶領校內

行政主管、現任與歷任圖書館館長等人，與將近三百名師生排

成隊伍，沿著鴿子廣場、沉思者雕像，將該批藏書傳送至新館。   

隨後由陳力俊校長、吳敏求董事長及學生代表羅聿、外籍生聯

誼會會長吳坦分別將書放上書架，象徵完成遷館最後一哩路。

陳力俊校長隨即敲鑼，宣布新館開始提供服務。 

 本校在臺建校初期的圖書館位於行政大樓(原址已改建為化

學館)，隨後因應師生人數增加需求擴大而三度遷館。1968年首

度遷館至紅樓(原址已改建為台達館)，1985年遷至第二綜合大

樓。2000年校方著手規劃新圖書館興建專案，當時的潘晴財館

長考量數位時代的圖書館功能轉變，擬定新館將以學習者為主

體的資源利用與交流平台，獲得旺宏電子公司肯定，捐助三億

元作為興建基金，2010年旺宏電子公司再加碼捐款一億元作為

全棟裝修經費。 

 圖書館面積約 27,000平方公尺，提供多項以讀者使用為優先

的創新貼心設施，例如：透過密集書庫的規劃，釋放出更多空

間提供讀者閱讀；全國大學圖書館首創的「手機亭」；免借鑰匙

的智慧型置物櫃；專供夜間 K書的「夜讀區」；導入 UHF RFID

智慧型圖書管理系統，提供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還書服務，並

設置自助取書區，大幅提升預約書被閱讀的機率；建置整合式

的空間管理系統，提供讀者自行預約館內各空間及座位，並透

過系統控制電源、空調，以達節能之效。而清華書房的建置，

更是清華人多年耕耘成果的具體展現。多功能的空間設計、簡

單舒適的閱覽桌椅，新穎的影音視聽設施，讓首度進新館體驗

的學生們連聲稱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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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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力俊校長敲鑼，宣布新館開始提供服務。 「接書手傳手，學資開步走」活動獲得校內師生同仁熱烈支持。 

 

 

 

讚！台、清校際友誼賽賽事精采 

 首度舉辦的台、清校際友誼賽 3月 2、3日於本校舉行，賽程

與項目都跟梅竹相仿，兩校進行 14 項競技，有體能、有益智，

雖然場邊少了火力班的熱情加油吶喊聲，但是每一場比賽過程

精采，也讓到場加油的師長及同學們大呼過癮。 

 陳力俊校長說，台大確實是清華的「遠親」。清華在 1956年

創辦時，有一年多都是借用台大的教室上課，當時台大物理系、

化學系的老師也是教授清華學生的主要教師。梅竹賽事偶有因

故無法比賽，今年即是如此。陳校長說，「近鄰」打不成，很感

謝台北來的「遠親」來聯誼，清華有美麗的校園，歡迎台大師

生有時間能夠漫步欣賞，希望台大師生帶著友誼與美麗的回憶

回台北。 

 率領台大代表隊前來本校友誼賽的台大趙永茂副校長表示，

台清友誼賽比體能也比腦力，對大學相當重要。他說，培養運

動習慣，對於求學或創業，都很有幫助，而且很多深刻的情誼

都是在運動中培養出來的；兩校友誼賽是一項「合作、友誼與

健康」的活動，趙副校長熱請的邀約，「明年歡迎來台大」。 

 兩天的賽事，雙方互有輸贏，最後，本校以九比五的總成績

獲得友誼賽的勝利。兩校學生對能交流都覺得很有意義，肯定

這是一個「燦爛的開始」外，對於對清華及交大同樣有重要意

義的梅竹賽，也期待明年能順利復賽。 

 

 

  

陳力俊校長為首場賽事女籃比賽開球。 最後結束的男桌賽事精采刺激。 



清華國際志工培訓營 寶貴的經驗傳承 

 清華大學國際志工計畫已經邁入第七年，服務足跡踏過尼泊

爾、西非迦納、中美洲貝里斯、印尼、東非坦尚尼亞以及馬來

西亞，服務成果有目共睹，也受各界肯定。2013清華國際志工

培訓營在 2月 23、24日正式展開，本次的培訓共吸引了 100多

名學員報名參加，其中亦有多位台聯大四校的學生參與。透過

這一系列的基礎課程及培訓營的活動，讓同學們在出團前能具

備更充足的相關知識。 

 為使加入清華大學國際志工的同學們能具備更寬廣的國際觀

和正確的服務態度，每年由志工團學長姐們所舉辦的培訓營課

程，透過課程及活動讓學弟妹們更了解國際志工的精神、服務

宗旨及服務前應具備的態度及條件，讓學員們在出發前能對「志

工服務」有更深層的認識。 

 陳力俊校長特別出席培訓營始業式以行動表示對國際志工的

支持。陳校長提到，學校將透過獎學金的方式，使國際志工在

實質的支持以及協助下，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陳校長也說，

希望能結合清華歷屆校友們的力量，將清華國際志工的「讀萬

卷書，行萬里路，服萬人務」的精神傳播到世界各個角落。而

清華師長們對於清華國際志工的服務計畫，不僅給予正面肯定，

也給予強大的支持，同學們認為，即因為有師長們的協助與關

愛，才能讓清華國際志工團一直延續至今。 

 二天紮實的培訓課程讓學員們對即將投入的異鄉服務工作更

深具信心，也相信同學在各界的期許下，能增長國際觀，成為

世界公民，寛闊投入國際關懷工作的視野，更能夠在多元發展

的教育氛圍中學習與成長。 

  
陳力俊校長到場為學員們加油。 結業式學員們開心合影留念。 

 

 

 

賀 化學系王素蘭教授獲「台灣傑出女科學家」 

  

賀 物理所博士班學生呂宥蓉奪得「孟粹珠獎學金」 

  

賀 

 

科法所參加 2013「傑賽普國際公法模擬法庭辯論賽」，100 級甲組張文伃同學榮獲「傑

出辯士獎」 

  

賀 

 

資工系高健淇同學榮獲「2013-2014 IBM Ph.D. Fellowship」(指導老師：楊舜仁教

授) 

 

 



《秘書處》 
 國立清華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電子報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ezfiles/99/1099/img/1494/103736363.pdf

 

《教務處》 
 原定 3月 13日學習講座－「溝」「通」了嗎？因故改至 4月 23日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76 

 

 教育部 102年遴薦華語教學助理赴國外任教第 102004號通告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53640,r1275-1.php 

 

 102學年智慧生活跨領域基礎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推廣計畫徵件須知 

參考網址：http://www.smartliving.org.tw/?p=1635 

 

101學年度下學期學分費繳費通知 
說明： 

1. 101學年度下學期學分費繳費單自 102年 3月 11日至 22日止開放下載列印及繳費，請至校務資訊系統項下「繳費單相關作業」

自行下載。 

2. 自 99學年度起繳費管道新增兆豐商銀全省分行櫃台，請同學多加利用，相關資訊請參閱本校總務處出納組學雜費專區。

(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1-1019-526.php) 

3. 急需繳費證明單者，請多採用臨櫃繳款，隔日即可於校務資訊系統列印繳費證明單；採用 ATM繳款者需 2個工作天後、信用卡

及超商繳款者需 3個工作天後可列印。 

4. 有任何問題請洽出納組程小姐(分機 31364)。 

 

《學務處》 
 102學年新社團申請成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53517,r2468-1.php 

 

 社團評鑑系統登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53698,r2468-1.php 

 

 2013國際週－國際特快車來了 

參考網址：http://gsa.web.nthu.edu.tw/files/13-1146-53708-1.php 

 

 



 諮商中心主題輔導[勇闖我的第二人生]活動開跑囉！3 月 26 日電影開幕茶會及更多精采

活動歡迎您！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53818,r599-1.php 

 

 校園徵才活動通知及微軟校園系列巡迴講座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53876,r1198-1.php 

 

《總務處》 
 國外郵件招領 1020227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53690,r27-1.php 

 

奕園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施工公告 

說明： 

 預定於102年03月4日至102年05月31日預計進行奕園公共藝術設置工程，施工範圍為南校區大草原北端、奕園入口處、奕亭及周邊

位置。施作期間產生噪音、灰塵及影響通行動線，造成不便之處，請多包涵。本校聯絡人：營繕組 林文瑜 03-5731338。 

 

「新齋結構補強工程」施工公告(即日起至 6月 30日） 

說明： 

1. 訂於 102年 3月 8日開始，預計 100日曆天進行結構補強工程，若因天候因素影響工程進行或依契約規定不計工期者，完工日

期將順延。鴻齋施工時，周邊將進行管制禁止進入(含部分停車區域)：管制時間自 102年 3月 8日至 102年 6月 30日全天，

提早完工將提早解除管制。 

2. 廠商施工期間將會產生噪音、灰塵及影響交通動線，造成周邊不便之處，敬請多包涵。施作期間將有重型機具進出與施作，產

生噪音及振動，為確保人員及車輛用路安全，工區周邊出入口處將進行管制。 

3. 施工期間，非相關人員或施工車輛請勿靠近圍籬周邊管制區域，同時該周邊區域亦請勿停車，以免發生危險與愛車汙損之情事，

作業期間造成不便，敬請見諒。工地負責人：林冠聿，聯絡電話：0983885043、本校聯絡人：住宿組李仲騰(分機 34705)、營

繕組吳基安(分機 31342)。 

 

第一招待所 B棟新建工程－排水溝工程施工公告(即日起至 3月 31日) 

說明： 

 預定於 102年 03月 6日至 102年 03月 31日預計進行物理館前步道與馬路銜接處工程，施作期間產生噪音、灰塵及影響通行動線，

造成不便之處，請多包涵。本校聯絡人：營繕組洪嘉玫，電話(03)573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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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公告「102年傑出學術研究出版獎勵」第一梯次作業流程，請查照。(線上申請作業自即

日起至 3 月 25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388 

 

 國科會工程處徵求兩岸優先共同研究議題「光電生醫感測與光電醫療器材」計畫 3 月 2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390 

 國科會「台菲雙邊科技合作計畫」3 月 2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 tw/List_Detail.aspx?g=2&t=2&i=392 

 

 原子科學技術發展中心預計 4月 23日至 5月 3日分別於高雄、台中、台北及新竹舉辦 2013

年第一次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 

參考網址：http://nstdc.web.nthu.edu.tw/files/14-1004-53552,r30-1.php 

 

 國科會「台加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3 月 27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393 

 

 馬偕紀念醫院內分泌暨新陳代謝科醫師徵求血糖機跨院際計畫合作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3-1087-53618-1.php 

 

 「微生物實驗室消防與地震防護標準作業規定(範本)」請各單位環安負責人協助落實管理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53830,c6779-1.php 

 

 校內各動物實驗申請人，敬請協助填寫「101年動物實驗申請人實際應用動物調查表」 

參考網址：http://infonet.et.nthu.edu.tw/bbs_p1.php?op=showContent&id=12689&sub1=post1#showTitle 

 

 國科會「台越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及研討會」即日起至 3月 12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350 

 

 法務部辦理「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成效評估暨案件評估指標之研究 」，投標於 3月 20日

下午 5時截止，請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394 

 

 [計畫說明會]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畫第二期計畫」計畫

宣導說明會計七場次，歡迎踴躍派員參加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395 



《全球事務處》 
  2013 年韓國政府研究生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98&lang=big5 

 

 第四屆世界大學生領導者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97&lang=big5 

 

 [公告] 2013年學生國際訪問獎即日起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99&lang=big5 

 

《人事室》 
 「健康 99－全國公教特惠健檢」自即日起賡續由行政院衛生署基隆醫院等 34 家特約院所

依原條件承作至 2013年至 2014年「健康 99－全國公教特惠健檢」方案實施前為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3811,r875-1.php 

 

 中央各機關學校辦理員工文康活動，不得以公假登記，並不得登記為公務人員學習時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53892,r875-1.php 

 

《主計處》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系統未上線前作業方式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53579,r1160-1.php 

 

 修訂「論文口試指導費暫付、轉正核銷作業流程」、「論文口試指導費暫借款簽呈格式」及

「校內轉帳」作業方式，並自即日起適用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53860,r1160-1.php 

 

《藝文活動》 
 精彩的「從圖像文化看女神信仰主題展」從展期 3 月 8日至 4 月 30日於人社院 C 區２樓，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53872,r805-1.php 

 

 



Koki Mitani Film Festival 

 

 三谷幸喜(1961－)，日本人間喜劇大師。從編劇起家，擅長於喜劇，跨足劇場、電視劇、

電影。由於劇場經驗，在電影的場景安排與演員走位，像劇場般用聚焦方式呈現，交錯出有

趣的喜劇效果，以及人生的詼諧感。三谷幸喜想告訴觀眾的，應該就是笑笑看人生吧！ 

說明： 

1. 播映日期：3月2日至3月19日，每週二、六晚上8點30分。 

2. 播映地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3. 本週播映：3月12日(二)魔幻時刻Magic Hour(2008)138min 

     3月16日(六)有頂天大飯店Suite Dreams(2006)136min3 

                                   

2013 Wonder 4精彩台聯大四校活動開放報名 

 

 為促進清華、交通、中央、陽明四校學生感情交流，本次Wondwe4台聯大學

生聯誼活動由國立清華大學主辦，精彩的社團表演、4對4籃球經典賽、8對8

足球明星賽、4人5腳大競走及王牌投手(網球)九宮格都等著你來挑戰！此外

今年更邀請了重量級卡司一起來助陣，你絕對不能錯過由張懸、陳勢安、BII、

徐佳瑩、那我懂你意思了以及美食玩家的莎莎帶來的四校之熱力演唱會！心

動不如馬上行動！快按下報名來參加這場盛大的四校聯合PARTY吧！ 

說明： 

1. 時 間：3月16日中午12點30分至下午6點3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校園。 

3. 參加對象 ：台聯大系統(清華、交通、中央、陽明)之四校學生。 

4. 報名方式：請至官網中所屬學校之報名連結報名，官網亦可查詢更多

相關內容！(http://ust.web.nthu.edu.tw) 

5. 截止日期：3月11日。 

6. 備 註：有提供貼心小獎品為參加獎，優勝隊伍更會於演唱會中當

場頒獎，演唱會將有保留搖滾區與抽獎機會給參賽同學共歡，活動當

天演唱會台聯大參賽同學保留區外之座位才開放給自由入場之同學與

民眾喔！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電子報【第164期】新春尋藝：顧何忠個展1997至2013 

 

 何忠個展為清大藝中2013年開春首展，其起源來自2009年所辦【具象演繹】曾集結五位

台灣默默耕耘的青壯輩寫實畫家聯展，此類油畫創作時間長久，數量不多又分屬各地收藏

家，借展不易。因此曾向藝術家提及若四至五年才舉辦一次個展，未來個展時應設法於台

北展出之後也能在學術教育的殿堂巡迴展出，讓年青學子能一睹名家的近作風采。 

說明： 

1. 展覽日期：3月4日至3月28日。 

2. 展覽地點：國立清華藝術中心展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nthu.edu.tw/programs_show.php?my_pro=2&&time=1&&fdsn=519。 

 

 

「樂」在清華三月份班表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日期 3月12日 3月13日 3月14日 

教育館 劉哲甫 莊詠翔 陳昱鴻 林莫凡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日期 3月19日 3月20日 3月21日 

教育館 建博 游智瑩 張凱智 駱若瑀 游曄 陳思羽 

表演項目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吉他彈唱 

 

 

 

 

 

 



【清華 TeaTime】3月 22日你聽見了嗎？光的聲音！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 

 

「食品衛生管理法修訂」公共論壇 

 

說明： 

1. 時間：2013年3月16日(六)，下午1點30分至5點30分。 

2. 地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107室 

3. 聯絡人：郭淑芬(清華大學社會所秘書) 

4. 電話：(03)5712090 

5. 煩請與會貴賓備帶環保杯。 

6. 參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493785930677440&set=a.4210

00657955968.111144.420995404623160&type=1&theater 

 

 

 

 



《演講資訊》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專題演講】地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動機系專題演講】台灣機械產業的美麗與哀愁 

說明： 

1. 講  者：卓永財董事長／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 日  期：3月14日(四)，下五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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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亞暨東南亞研究系列工作坊】馮品佳教授／印度導演Deepa Mehta的元素三部曲 

說明： 

1. 講  者：交大外國語文學系暨語言與文化研究所馮品佳特聘教授。 

2. 講 題：印度導演Deepa Mehta 的元素三部曲。 

3. 日  期：3月14日(四) ，中午12點至下午2點。 

4. 地  點：教育館225會議室。 

5. 參考網址：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93。 

 

日期 時間 講者 講題 主持人 

3月 11日(一) 1400-1530 
Prof. Jun-ichi Yoshida 

Kyoto University 

Time Integration and Space Integration of 

Reactions: An Approach to Increase the 

Capability of Organic Synthesis 

鄭建鴻／33381 

3月 13日(三) 

1400-1530 林助傑教授中興大學化學系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 of cyclic 

esters 
王素蘭／33343 

1530-1700 TBA TBA 朱立岡／33396 

3月 18日(一) 1400-1530 TBA TBA 蔡易州／33341 

3月 20日(三) 1530-1700 
張伯琛教授 

中央大學化學系 

Spectroscopic Investigations of Crystals 

Containing Rare Earth Elements 
陳益佳／3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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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政策與公民社會－從旺中案談起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40oo3pm7FikEUueIL6T0pKR7_N2B36_zEthmM3-Kob0/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