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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校名譽博士、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侯貞雄先

生於2010年捐贈設立的「侯金堆講座」，今年共有中央研究院院
士伍焜玉教授、本校全球策略及企劃研考副校長馮達旋教授，以

及賓州州立大學數學系教授、國科會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李文卿教授三位傑出學者獲頒此殊榮。

陳力俊校長除了感謝侯貞雄董事長蒞臨頒獎，也恭喜三位新科講

座。他說，三位講座都是極為難得的傑出人才，有他們的加入，清

華「如虎添翼」。陳校長提到，本校2010年首先聘請到美國伊利諾
大學電機系鄭克勇教授及謝光前教授到清華任教，在台灣是空前之

舉。此外，本校「終身國家講座」陳壽安教授退休後也獲聘講座留

任，「打破以往人事制度的限制。」陳校長肯定的表示。

侯貞雄董事長提到，清華這幾年來各項表現都令人刮目相看，

不論是教師獲獎、創新研發、學生競賽或志工社團等，都頻傳捷

報，整個校園展現出活力旺盛的氛圍。他說，清華延攬到的人

才，都是最好、最優秀的。能經由「侯金堆講座」為延攬傑出人

才盡一份心力，他認為非常有意義。

今年三位新科講座，都是鑽石級的一時之選。伍焜玉講座是國

際馳名血液學、腫瘤學、血管與幹細胞生物學頂尖學者，早在

1994年即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在美國德州大學醫學院擔任講
座教授與研究中心主任多年，2006年返國擔任國家衛生研究院院
長，上月底方任滿屆齡卸任。伍教授表示，未來將積極推動生科

院與醫院間實質的研究合作，以及國際研究合作。

馮達旋講座為國際知名理論物理學家，美國物理學會會士，擔

任美國費城Drexe l大學講座教授多年，其間曾擔任美國國家科學
基金會(NSF)的理論物理部門主任，於1998-2000年，擔任SAIC公
司副總裁；2001年，擔任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UTD)研究副校長(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並兼任物理系教授。2007-2010年擔任成大資深執行副校長。
2011年二月起，擔任本校全球策略與企劃研考副校長。馮副校長
表示，他期許為清華建立世界「卓越品牌」的目標努力。

李文卿講座為國際數論、編碼理論頂尖學者，曾在哈佛大學、

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任教，擔任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授多年，

曾榮膺難得的 Alfred Sloan Fel low榮譽，自九十八年起擔任國家
理論科學研究中心主任兼數學組主任，領導中心工作順利推動，

著有貢獻。李教授提到，賓州大學有不錯的學術聲望，未來她希

望能為清華與賓大搭建實質合作的平台。

「侯金堆講座」作為協助本校延攬及留任一流人才，提昇教學

與研究品質，朝學術卓越之頂尖大學邁進，已有一定的成效。兩

位返國任教的教授建立符合國際水平的實驗室展開科技前沿研

究，鄭克勇教授及謝光前教授也分別榮獲去年及今年國內半導體

領域極為難得的「潘文淵獎」，而陳壽安教授則持續積極進行高水

準的研究，著有佳績。

101年度「侯金堆講座」頒獎典禮

會後出席的貴賓與三位傑出的新科講座合影留念。 新科「侯金堆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伍焜玉教授(中)，由陳力俊校長(左)與侯貞
雄董事長(右)共同頒發聘書。



《教務處》

●102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公告預計9月21日公告，提供簡章電子檔下載，不另販
   售紙本簡章(請勿來信函購)

●102年度「教育部辦理補助轉譯醫學及農學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徵件事宜」
   參考網址：http://www.tma.ibms.sinica.edu.tw/

●【開放式課程】讓所有學子都能參與到最搶手的課程「經濟系張寶塔教授」的個體經

   濟學一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121

《學務處》

說明：

1.101年單親培力計畫，自即日起至10月12日止受理單親家庭申請101年學年度上學期學費及臨時托育費補助。
2.本計畫補助弱勢單親家長就讀大學校院及高中職之學費、學雜費與學分費，及修業期間小學階段以下子女或18歲以下身心障礙于女之臨
   時托育費；計畫及申請表請於內政部社會司網站最新消息(http://www.moi.gov.tw/dsa/)及婦女福利料網頁(http://sowf.moi.gov.
   tw/03new/new03.htm)。
3.本計畫101年度承辦單位為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申請人請於101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止逕向該會提出申請，連絡人：卓
   小姐、顏小姐，02-23212100轉201、121。
4.本校聯絡人：林雅庭(分機34763)、信箱：ytlin@mx.nthu.edu.tw。

說明：

1.招收對象：大專以上學歷對華語文教學有興趣者及現職華語教師有進修意願者。
2.學       費：22,500(含教材講義費)。
3.上課時間：2012年9月28日至11月11日，每周六、週日。
4.上課地點：清華大學水木活動中心二樓。
5.諮詢專線：03-5735528、傳真：03-5735568、電子郵件：clc@my.nthu.edu.tw。
6.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40033,r1275-1.php。

101年單親培力計畫

第四期華語師資培訓推廣教育碩士學分班 熱烈招生中！



說明：

1.主        旨 ： 本組將於101年9月19日(三)辦理「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教育訓練」，課程將核給學習時數2小時，請踴躍報名參加。
2.課程內容 ： 關於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環境設定、簡易操作等說明。
3.講座資料 ： 帝緯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 李盈德。
4.報名方式 ： 本說明會採網路報名，公務人員請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報名，其他同仁請至校務資訊系統／人事功能／訓練課
  程、活動報名。
5.時       間 ： 101年9月19日(三)下午2點至4點。
6.地       點 ： 綜一館第二講堂遠距教室(合勤演藝廳2樓)。
7.報名時間 ： 101年9月10日至17日。

9月19日辦理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教育訓練，請踴躍報名參加

《研發處》

●國科會102年度「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申請案」即日起至10月1日(一)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248

《總務處》

說明：

1.施工場所工地危險請勿靠近，敬請惠予配合。
2.聯  絡  人 ： 營繕組 洪小姐(分機31340)。
3.施工廠商 ： 茂騰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李先生，電話0931-360236。

環校道路人行道施工公告 即日起至101年10月8日 (                                   )

說明：

1.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01年9月28日(星期五)下午5點截止。 
2.公告獲獎：2012年10月5日將於體育室網站公布，參賽者請自行查詢，不個別通知。
3.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asp。

101年全校運動會標語競賽

●2012清華導「茫」手冊，預定於9月20日(週四)下午2點起開放索取，於課指組辦公室
●開放索取。每人限領1本，索完為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48472,r2468-1.php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國科會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252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102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自即日起至101年10月2日中
●午12時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255

●國際扶輪2012年「人口議題政策研發競賽」，自101年10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受理
●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253

●僑務委員會華僑事務研究博碩士論文獎即將於101年9月30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253

●敬邀教師及研究人員參加10月5日(五)下午1點至6點「清華大學研究倫理工作坊」，請
●上網報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258

●國科會重申補助專題計畫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包含出席國外和大陸(港澳)地區之學
●術會議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260

●國科會修正「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及「成果報告撰寫格式」，即日起實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257

●國科會102年度「永續發展整合研究」專題研究計畫徵求構想書，即日起至10月15日
●(一)下午2點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251

●國科會102年度「跨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徵求構想書11月29日(四)下午6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247

●教育部補助學術會議及活動，9月15日起至10月31日止受理申請(研發處收件日期為10
●月29日下午6點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250

●清華大學研究倫理工作坊，歡迎教師、研究人才、行政人員、研究生及關心研究倫理

●議題之人士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258



說明：

1.英國文化協會辦理之「國際教育論壇(Going Global 2013)」訂於102年3月4日至6日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杜拜世界貿易中心(Dubai World 
   Trade Centre)舉行。
2.本次研討會主題為「全球教育：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新時代(Global education：knowledge-based economies for 21stcentury 
   nations)」，將邀請全球來自教育、商業以及政府領域的決策者與執行者參與盛會，經由多元的議題研討，共同思考教育的願景以及如何
   落實教育政策方針。
3.徵求提案截止日期為101年9月17日，採線上申請，有關研討會相關資訊可請會員學校逕行上網參考，網址：http://ihe.britishcouncil.
   org/going-global。

歡迎參加英國文化協會辦理之「國際教育論壇 Going Global 2013  」(                              )

●頂大策略聯盟選送學生赴國外修讀博士學位聯合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24&lang=big5

●臺美菁英短期研習獎學金自102年度起(含)暫停辦理甄選作業：轉知教育部函文內容，
●旨揭臺美菁英短期研習獎學金102年度起(含)暫停辦理甄選作業，鑒於教育部已提供
●學海系列獎補助，考量政府經費預算有限，類此選送學生短期出國研習機制不再重覆

●設立。

●歡迎參加2012年第5次「臺灣歐盟論壇」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20&lang=big5

《全球事務組》

●2012年公開徵求國科會與與法國國家資訊暨自動化研究院聯合團隊人員交流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423&lang=big5

●國科會工程處主動規劃先導型產學合作計畫自即日起至101年10月4日(四)深夜24點止
●受理申請(本校截止時間)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2&i=240

●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自101年7月1日至102年6月30日止舉辦有關生物學、醫學、農
●業之科技研習(討)會、傑出人才講座演講系列申請案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1&i=259



說明：

1.2011年12月已經在職的教職員工已經建立使用者帳號，帳號為員工編號，密碼初設同帳號(請注意英文字大小寫，並請速重設)不須再提
   出帳號申請。
2.2012年之後到職或無帳號的教職員工請提出帳號申請，帳號建議為員工編號，密碼初設同帳號(請注意英文字大小寫，並請速重設)。
3.學生請提出帳號申請，帳號建議為學號，密碼初設s學號(請注意英文字大小寫,並請速重設)。
4.聯絡人：計通中心學習科技組 謝清華(分機33571)、Email：chshieh@cc.nthu.edu.tw。

Cyberhood 雲端服務系統帳號申請說明

●9月24日Cyberhood雲端服務系統教育訓練，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Cyberhood_
●2012-09-10

●歡迎參加iLMS數位學習平台應用課程9月21日(五)10至12點在計中2F電腦教室，透過
●最簡便的方式，幫助您輕鬆又快速的管理課程！

●參考網址：http://lms.nthu.edu.tw/index.php?nav=news_show&newsID=228827

Moodle數位學習平台，有多樣化功能輔助，可以上傳教材、繳交作業、設置討論區、更新課程資訊、公告資訊、發送電子郵件、查閱學生
自主學習狀況等。方便老師將自己的課程教材、規劃及教學設計真實的在系統中呈現與應用，不只是老師的得力幫手也使得學習的過程不只

侷限於課堂上。

說明：

1.課程明細 ： 9月19日(三)下午1點40分至4點40分，地點為電腦教室Ⅱ。
2.聯  絡  人 ： 魏小姐(分機35107)，E-mail：moodle@cc.nthu.edu.tw。
3.參考網址 ： 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Moodle_2012-09-19。

國立清華大學計算機與通訊中心，Moodle數位學習平台應用課程

《計通中心》

《人事室》

●「101年公務倫理與公義社會宣導」：公務人員五大核心價值廉正、忠誠、專業、效
●能、關懷，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醒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48333,r875-1.php

●本校與遠通電收etag團隊合作，於9月25、26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30分，於大禮堂
●前廣場，免費為教職員工生辦理檢測、安裝eTag服務，請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48424.php



●外交部來函，關於外國駐華機構或駐華大使館邀請，或轉達其派遣國國內機關、團體

●邀請同仁出國開會、進修及參與各項活動時，除應請對方正式致函邀請外、亦請邀請

●單位通知貴校並副知外交部，以利貴校同仁辦理請假手續及外交部通知外館提供必要

●之協助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48334,r875-1.php

●為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倡導公務人員之閱讀風氣，國家文官學院規劃辦理102年度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請踴躍推薦適合圖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48352,r875-1.php

●教育部函送該部「數位學習認證指標說明會」相關資料，請教職人員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48383.php

《演講資訊》

《藝文活動》

●「清華文武雙傑—吳國楨主席與孫立人將軍紀念會」將在101年9月21日下午1點半於
●合勤演藝廳分兩場次舉辦，圖書館規劃在合勤演藝廳外進行展板布置，並安排杜融先生

●均贈資料儀式。紀念會活動結束後，展板將移回總圖書館展示兩周，並搭配書展進行

說明：

1.講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何建明先生。
2.時間：9月24日晚上6點半。
3.地點：合勤演藝廳。

清華大學通識講堂：中國新時期文學的成就、現狀與展望

●樂服台成立大會暨演講活動，邀請大家於9月20日(四)下午1點20分，到清華大學台積
●館6樓孫運璿紀念中心，參加「樂服台成立大會暨演講活動」
●參考網址：http://loveservicetaiwan.blogspot.tw/2012/09/blog-post.html

●10月11日(四)下午3點至5點，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邀請您參與「專利在國際商業平台
●之角色」講座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c=menu041&g=09f627
●66-72d6-4a27-a0f8-209ed2e39999&q=a57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