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動機 全台第一 

 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S 3月 8 日公布最新的全球大

學學科排名。本校動機學科在全球大學的機械工程領域

排名第 38，全台第一，表現亮眼。本校物理天文學科排

名近 3年突飛猛進，年年跳升一級，在最新排行榜進入

全球物理及天文學科百大。 

 張晃猷副研發長指出，清華大學今年在 QS評比表現出

色，在人文、自然科學、工程、社會科學與管理四大領

域都比去年進步，多個學科名次前進，有 3 個學科進入

前 50 名排行榜，包括電機電子（第 30 名）、動機（第

38 名）、材料（第 48 名）；進入前 51-100名者有 6個學

科，包括語言、資工、化工、化學、物理及天文、統計。 

 本校電機電子學科從去年排名全球第 40名，進步到今

年第30名。清華電機電子學科自2015年進入50名以內，

且排名持續上升中。 

 本校動機學科去年及前年排名 51-100 名，今年上升到

全球第 38名，為歷年最佳。清華大學動機系蔡宏營主任

表示，系上師生近年在國際化方面著力甚深，包括有 14

位教師為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ASME)會士，有 4位國際

電機電子學會(IEEE)會士，在國際學術圈十分活躍；學

生透過團隊動手實作完成夢想，帶作品出國參加機器人

及賽車大賽，也讓國際上都看到清華學生的優異表現。 

 蔡主任指出，前年清華的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所併入動

機系，許多微機電、奈米工程領域的傑出教師加入，令

清華動機的師資群如虎添翼；此外，動機系友如美國航

空航天協會(AIAA)主席、我國中研院院士楊威迦在全球

學術界的卓越表現，更讓清華動機在學術聲譽等評比上

大大加分；在高科技產業界的系友更是不勝枚舉，大立

光電技術長黃有執便是將公司技術競爭力持續推升的重

要人物；還有許多自行創業表現傑出的系友大老闆們對

產業界貢獻卓著。因此，在雇主的評比上獲得高度的肯

定。 

 清華物理及天文學科今年首度進入全球物理學科百大，

物理系牟中瑜主任表示，QS評比項目包括學術聲譽、校

友表現、論文被引用次數等，物理系近年都大幅提升，

除了系上教師近年在研究發表（特別是在高影響係數期

刊）上的整體表現亮眼外，在國際化方面亦著力加強，

包括加入國際大型研究團隊, 如進軍高能物理實驗領域，

加入大強子對撞機計畫，以及在天文物理方面，加入位

於智利北部阿塔卡瑪沙漠的 ALMA等國際性的天文望遠

鏡探測計畫等，使得每年國際合作的論文增加，提升研

究工作的影響與學術聲譽。 

 牟主任表示，物理系與天文所近年來非常的積極延攬

傑出教師加入，也禮聘頂尖外籍教授，目前系上的外籍

師資來自西班牙、德國、日本與英國等國，可說是人才

濟濟，這也是讓物理與天文在學術聲譽等評比上加分的

原因之一。 

 本校材料系從 QS 建立學科評比起即進入全球材料學

科的百大，今年進步到 48名，也令系上師生感到很興

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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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9學科進入 QS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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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48) 

前 50-100名 

語言 

資工 

化工 

化學 

物理及天文 

統計 

  

  
清華大學賽車工廠(NTHU Racing)主要成員是動機系大學部學

生，去年 9月他們赴日本參加國際學生方程式賽車(Student 

Formula Japan)，行前賀陳弘校長為他們授旗並加油打氣。 

主要由動機系學生組成的 Dit Robotics 連年出國參加歐洲機器

人大賽。 



 

 

《秘書處》 
 【性平會】轉知 106 年度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法院判決案例研討會訊息 

參考網址：http://www.chinesenpo.org.tw/hot_222812.html 

 

 

 

《教務處》 
 105 下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計畫開始申請 (3月 14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1957 

 

 藝起放輕鬆──六堂心靈的紓壓練習 

參考網址：http://www.beclass.com/rid=203c5e1589c2950623a0 

 

 兒童藝術成長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www.beclass.com/rid=203c5e1589c1bcbacc59 

 

 華夏科技大學「LINE 動態貼圖輕鬆做暨 CrazyTalk Animator 國際認證種子教師研習」

活動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95 

 

 國立中山大學【科技部人社中心學術研習營】財務學門課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94 

 

 國立嘉義大學「R for Linguists: Programm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學術研

習營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92 

 

 中國醫藥大學「教學知能研習(經驗分享類)：105 年度教師專業社群成果分享會」報名

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9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磨課師 MOOCs 線上課程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90 

 

 國立臺南大學「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增能專題講座：領導力課程」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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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05 學年度下學期生輔組校內、外獎學金申請事宜 

參考網址：http://student.web.nthu.edu.tw/files/14-1076-114028,r209-1.php?Lang=zh-tw 

 

 受理 106 年暑期兼任行政助理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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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失物招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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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租屋安全講習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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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下「每天來點暖能量」主題輔導系列活動【活動總覽】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13719,r491-1.php?Lang=zh-tw 

 

 【企業參訪】永豐銀行企業參訪──報名至 3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5272,r5634-1.php?Lang=zh-tw 

 

 Summer Institute in Taiwan(SIT)科技部台美加暑期研究生接待計畫──工作人員招

募開跑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3939,r3455-1.php?Lang=zh-tw 

 

 【台積電】2017 年實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5064,r5631-1.php?Lang=zh-tw 

 

 【愛立信】校園徵才與實習講座計畫(3 月 14日清大場)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5072,r5631-1.php?Lang=zh-tw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106年度大專院校學生暑期實習──收件至 4月 21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5079,r5631-1.php?Lang=zh-tw 

 

 信義房屋 2017 全民社造行動計畫獎助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42,r2469-1.php?Lang=zh-tw 

 

 「中租愛心社團評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43,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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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大專院校「熱愛生命」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45,r2469-1.php?Lang=zh-tw 

 

 第三屆新北市英文菁英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47,r2469-1.php?Lang=zh-tw 

 

 文化與美食英語簡報研習文化與美食英語簡報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48,r2469-1.php?Lang=zh-tw 

 

 第二屆高中職暨大專院校國際商品解說模擬競賽與全國會展教育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49,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校院國際創新商展競賽──精緻農業享受食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51,r2469-1.php?Lang=zh-tw 

 

  FMRA 全國 FM 廣播收音機及天線創意設計競賽暨製作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52,r2469-1.php?Lang=zh-tw 

 

 臺北美福大飯店全國創意行銷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53,r2469-1.php?Lang=zh-tw 

 

 醒吾科技大學 2017 全國技專院校英語簡報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54,r2469-1.php?Lang=zh-tw 

 

 佛光山叢林學院「青年寺院生活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056,r2469-1.php?Lang=zh-tw 

 

 高雄市體育季全國卡巴迪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164,r2469-1.php?Lang=zh-tw 

 

 伊甸 2017年暑假服務學習營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40-1161-2469-1.php?Lang=zh-tw 

 

 社團法人台中市基督青年會 YMCA志工志願服務招募辦法 

參考網址：http://sel.hk.edu.tw/download/mess/1050100331_2_Attch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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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邦勇士系際冠軍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313,r2469-1.php?Lang=zh-tw 

 

 廈門大學第十三屆海峽兩岸大學生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155,r4243-1.php?Lang=zh-tw 

 

 

 

《總務處》 
 自然人憑證線上展期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01620,r27-1.php?Lang=zh-tw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費繳費單：自即日起至 3 月 24 日止為校務資訊系統開放下載列

印及繳費期間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1-1019-526.php 

 

 即日起至 6月 17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15221,r127-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4月 14日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15222,r127-1.php?Lang=zh-tw 

 

 

 

《研發處》 
 客家委員會「獎補助線上申辦」系統已建置完成，即日起請運用該系統申辦補助事宜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19 

 

 105 年度下學期「光電職場實務與人才培育系列」企業參訪報名 

參考網址：http://thoric.web.nthu.edu.tw/files/14-1893-114187,r4003-1.php?Lang=zh-tw 

 

 3 月 22日成功大學舉辦【原住民族相關研究的倫理議題 】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15263,r3516-1.php?Lang=zh-tw 

 

 科技部台拉立三邊共同合作計畫，校內截止時間：5月 22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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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台捷雙邊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間：5月 22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20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搶鮮大賽】2017徵選說明會－3月 15日中午 12 點至下午 2 點，新竹清大場次，現場

將備有午餐，名額有限歡迎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464c4bb-62aa-4708-b9d9-3b4602399758&c=menu041 

 

 敬邀參加 3月 17日【新知講堂】NO4.創造新人生(新創團隊的財會須知)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cii/sniffying_for_new_information.html 

 

 敬邀參加 3月 22日【新點子】論壇 NO2.生醫‧大健康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f8da187c-18c5-49d3-94dd-6763068c2a52&c=menu041 

 

 智財局 3 月 17 日、5 月 12日及 6月 16日舉辦「新媒體產業涉及之著作權問題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f5bb63e-371f-4bba-905f-0e620c5d0871&c=menu041 

 

 「2017第二十屆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0cd9cc8-9b96-4fe9-a70c-638cea186211&c=menu04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4 月 14 日、5月 19日、7月 7 日及 8 月 4 日舉辦「政府機關辦理業

務所涉著作權問題」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ee45f6b-00d0-469c-958c-5fa55fe6abda&c=menu041 

 

 實踐大學舉辦「2017 全國創意青年創新商業大賽」 

參考網址：http://trade.kh.usc.edu.tw/files/13-1028-20340.php?Lang=zh-tw 

 

 東海大學辦理「第一屆全國數位創業營運模式競賽」 

參考網址：http://arkapp.pw/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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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f5bb63e-371f-4bba-905f-0e620c5d0871&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0cd9cc8-9b96-4fe9-a70c-638cea186211&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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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aHR0cHM6Ly9nb28uZ2wvTG4ySHBj&b=DGHEFW/c%d1023794963016063/vfghy/26118823494500/DFGBB14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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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kapp.pw/


 

 

 

 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辦理「2017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2017.tiidf.net/site/page.aspx?pid=901&sid=1120&lang=cht 

 

 財團法人健行科技大學舉辦「2017全國微型創業創新競賽」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ba.uch.edu.tw/ 

 

 

 

《全球事務處》 
 內政部移民署辦理「106 年新住民子女海外培力計畫」暑假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24&lang=big5 

 

 TMU Japanese Summer Program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23&lang=big5 

 

 2017 上海交通大學夏季學期課程徵選(截止日為 3 月 25 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25&lang=big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擬與 QS 共同主辦會議「Industry, Business and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18&lang=big5 

 

 德國德勒斯登大學交換學生計畫說明會，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20&lang=big5 

 

 2017 兩岸暑期學術交流，即日起報名開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33&lang=big5 

 

 An Explore Hungary Day for Taiwanese students both in Kaohsiung and Taipei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1&lang=big5 

 

 僑委會「106年僑務委員會臺灣青年海外搭僑計畫」北、中、南區校園宣導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0&lang=big5 

 

 NTU GEM T Summer 2017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2&lang=big5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MjAxNy50aWlkZi5uZXQ=&b=DGHEFW/c%d1023794963016063/vfghy/26118823494888/DFGBB14402-05
http://2017.tiidf.net/site/page.aspx?pid=901&sid=1120&lang=cht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JhLnVjaC5lZHUudHcv&b=DGHEFW/c%d1023794963016063/vfghy/26118823495045/DFGBB14402-05
http://www.ba.uch.edu.tw/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24&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23&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25&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1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2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33&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1&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2&lang=big5


 

 

 

 2017 年蘭州大學暑期班──金城講堂開放報名(3 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43&lang=big5 

 

 2018－2019科技部與捷克共同徵求臺捷雙邊國際合作人員交流 PPP計畫，自即日起接受

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3&lang=big5 

 

 

 

《圖書館》 
 ▍午後約會 ▍即起至 4 月 4 日@知識集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規則修訂：圖書館研究小間使用須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service/policies/policy03.htm 

 

 規則修訂：圖書館討論室使用須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service/policies/policy18.htm 

 

 修訂規則：圖書館縮影資料使用須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service/policies/policy09.htm 

 

 圖書館公告 3個月未領回之失物開放領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人社分館主題書展：「再會吧人間──陳映真特輯」，即日起至 3月 31 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ex_20170306.htm 

 

 國立清華大學圖書館第五期志工招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2015volunteers/ 

 

 金雞“讀利”邀您 17讀 Wiley 拿 GoPro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p-3LTqLIi4o08aXyeLLqfkpmv-nwo4ac4j5LjOb7Qnf-vg/viewform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943&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3&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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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slib_ex_20170306.htm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2015volunteer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p-3LTqLIi4o08aXyeLLqfkpmv-nwo4ac4j5LjOb7Qnf-vg/viewform


 

 

《人事室》 
 行政院修正「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第 3點、第 5 點、

第 7點規定，並自 106年 3月 1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4947,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書函以，保訓會訂定「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實體

課程基礎訓練作業規定」及前開考試「網路線上學習基礎訓練作業規定」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204,r3174-1.php?Lang=zh-tw 

 

 

 

《主計室》 
 為利 105 年度「出國旅費」、「赴大陸地區旅費」情形調查表函報審計部，請各單位配合

查填相關資料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100121,r1160-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106 學年度中等學程招生說明會來囉～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來參加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14910,r48-1.php?Lang=zh-tw 

 

 106 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開始招生囉～報名日期 3 月 27 日至 4月 28日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13940,r48-1.php?Lang=zh-tw 

 

 

 

 

《工學院》 
 2017 清華大學工學院「全球工程師」學生暑期海內外實習(報名截止日期：5 月 12 日)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15330,r3361-1.php?Lang=zh-tw 

 

 105 學年度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10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4947,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204,r317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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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14910,r48-1.php?Lang=zh-tw
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13940,r48-1.php?Lang=zh-tw
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15330,r3361-1.php?Lang=zh-tw
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10


 

 

 

 

 

《人文社會學院》 
 【月涵學堂】卡內基梅隆大學現代語言學系高階華語教學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5158,r11-1.php?Lang=zh-tw 

 

 西元 2017年「清臺成政」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徵稿啟事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02 

 

 研究生修課興趣調查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15285,r3414-1.php?Lang=zh-tw 

 

 歷史所歷年碩博士論文清冊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15311,r3414-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腦科中心系列電影【腦新知電影】，每月精選 5部腦科學影片與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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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光生物科技(股)公司 106 年暑期實習申請(生科院申請截止日 3月 22 日)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115131,r427-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遠傳電信「2017 遠傳菁英計畫」招募訊息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15381,r2905-1.php?Lang=zh-tw 

 

 補助年輕教師赴國外短期研究獎勵方案開始接受申請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5257,r2872-1.php?Lang=zh-tw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5158,r1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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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下學期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榮譽學生獎學金(含合勤獎學金)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4855,r2132-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通識中心試辦「自主學習」課程，鼓勵同學主動發展並自行規劃一套學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active-learning/ 

 

 韓國最受矚目洪常秀導演最新力作《戀妳非妳》，3 月 17 日清大特映場開放訂票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THUNIGHTCATS/videos/1486193491392466/ 

 

 2017 第三屆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研討會論文徵稿 

參考網址：http://ilst.web.nthu.edu.tw/files/14-1082-114567,r400-1.php?Lang=zh-tw 

 

 肌力與體能應用講座熱烈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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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履歷與自薦信(B)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04 

 

 英文自傳與讀書計劃寫作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02 

 

 英文寫作編修技巧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03 

 

 英文學術字彙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01 

 

 

《竹師教育學院》 
 「106年第一梯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簡章已於教師專業能力測驗

中心網站上公告，請同學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delt.web2.nhcue.edu.tw/files/14-1017-33769,r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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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104學年度新進師資生問卷調查」上線，請踴躍上線填答 

參考網址：http://delt.web2.nhcue.edu.tw/files/14-1017-33757,r1-1.php?Lang=zh-tw 

 

 「黃建一教授紀念獎學金」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至 3月 3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delt.web2.nhcue.edu.tw/files/14-1017-33736,r1-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腦筋急轉彎 

是否有時會搞不清自己的腦內小劇場呢？  

甚至當情緒來時，難受到想和它保持距離。  

然而，每種情緒都有它的道理。  

它在訴說著什麼呢？  

3月 14日，邀你慢下來，探索情緒，靠近自己。 

 

說明： 

1. 時 間：3月 14日，晚上 6點 30分。 

2. 地 點：校本部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3.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1364

3.php。 

 

 

 

 

來自斯洛維尼亞的六絃之音──麥克‧葛基奇 吉他獨奏會 

 

 斯洛維尼亞青年吉他家 麥克葛‧基奇(Mak Grgic)，為當今歐洲新崛起的一

代偶像新星，演奏曲目風格從古典音樂至百老匯歌舞劇無所不包，是近年最

受樂壇青睞的吉他家之一，演出足跡亦遍佈歐美及亞洲各地。 

說明： 

1. 時 間：3月 16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合勤演藝廳。 

3. 參 考 網 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14109,r1

1-1.php?Lang=zh-tw。 

http://delt.web2.nhcue.edu.tw/files/14-1017-33757,r1-1.php?Lang=zh-tw
http://delt.web2.nhcue.edu.tw/files/14-1017-33736,r1-1.php?Lang=zh-tw


 

 

 

意 象 詩 境 吳建松創作個展 

 石雕創作是一種實踐的活動同時也是一種紀錄，記錄了創作者的心智成長與心境的變化及審美態度的改變。在作品中往往投射

出創作者過往累積形成的自我，之前試圖藉由造「形」而尋求藝術家內在邏輯的「型」態風格，如今想尋求更素樸的造型語彙，

回到意象出現瞬間的當下。藝術創作的過程，其實是形象思維的過程，也就是由「意」 到「象」的創作過程。此次展覽想透過純

粹及單純的手法，讓欣賞者在閱讀作品時，透過每個人的生命體驗，啓動我們的審美機制及延展想像的魅力，回歸由「象」 到「意」

的鑒賞過程，回到一種「詩」意與優雅的特殊情「境」。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3月 19日。 

2. 地 點：藝中展廳。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13639,r1

1-1.php?Lang=zh-tw。  

 

 

微櫥窗【初識之無】陳令洋書法展 

 

 [之無]，指涉最簡單的文字，最基礎的知識。陳令洋的首次書法展，以不甚規則

的筆墨與結構，呈現文學作品的意境。既是初試啼聲，也像是在創作過程中初識這

些文字。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3月 29日。 

2. 地 點：藝術創意空間。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13667,r11-1.ph

p?Lang=zh-tw。 

 

 

 

 



 

 

【在一如往常的日子裡】──陳紹予的藝術工坊展覽 

 

 「生活中不缺乏美，而是缺少發現」，這已是陳腔濫調，但真正讓自己處於敏銳

的狀態，隨時隨地都睜大心眼、無時無刻都對世界抱有好奇，需要每日每日反覆的

練習……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3月 29日。 

2. 地 點：藝術工坊。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13677,r11-1.ph

p?Lang=zh-tw。  

 

 

 

《演講資訊》  

【水木書苑 3月講座】《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巡迴講座 

說明： 

1. 講 者：林育立。 

2. 時 間：3月 22日，晚上 7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風雲樓一樓水木書苑。 

4. 參考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59684267755116/。  

 

上官鼎《從台灣來》新書分享會 

說明： 

1. 講 者：上官鼎(劉兆玄前校長)。 

2. 時 間：3月 18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2。  

 

 



 

 

千萬講師的簡報說話課 

說明： 

1. 講 者：謝文憲 知名暢銷作家 。 

2. 時 間：3月 21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 

4.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00。  

 

【化學系專題演講】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of functional polymers with 

highly branched nanostructures 

說明： 

1. 講 者：Prof. Haifeng Gao／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 時 間：3月 14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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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Controlling Stereochemistry at the Quaternary Center: From 

Olefin Functionalization to Desymmetriza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Santanu Mukherjee ／Indian Institute of Science, India。 

2. 時 間：3月 20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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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Development of Post Lithium Ion Battery - Sodium-ion 

batteries 

說明： 

1. 講 者：Prof. Dr. 周豪慎／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ST), Japan。 

2. 時 間：3月 22日，上午 11點至 12點 30分。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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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Molecular Details of BAX Activation Pathways in the 

Mitochondria-mediated Cell Death 

說明： 

1. 講 者：Prof. 江昀緯／Dept. of Chemistry NTHU。 

2. 時 間：3月 22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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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Quantum Trajectory Approach to Wave Packet Dynamics 

說明： 

1. 講 者：Prof. 周佳駿／Dept. of Chemistry NTHU。 

2. 時 間：3月 2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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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專題演講】MULTIDISCIPLINARY: when Steve Jobs meets Bill Gates 

說明： 

1. 講 者：吳田瑜 教授／長庚大學 工業設計學系。 

2. 時 間：3月 15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202。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15300,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Toward Autonomous Navigation for Individuals  

說明： 

1. 講 者：王學誠 助理教授／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2. 時 間：3月 15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15232,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創新與創業專題演講】生技產業新創之路 

 

說明： 

1. 講 者：林群倫 執行長／安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2. 時 間：3月 13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20分。 

3. 地 點：工程一館 R904。 

4.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15202,r2715-1.php?La

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漢語教學 

 

說明： 

1. 講 者：王蒞文教授／美國西點軍校中文部主任。 

2. 時 間：3月 14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405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5241,r11-1.php?Lang=z

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Introduction to Iris Recognition 

說明： 

1. 講 者：栗永徽 教授／中央大學資工系。 

2. 時 間：3月 15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0分。 

3. 地 點：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5153,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A Deep Learning Framework for Authorship Classification 

of Paintings 

說明： 

1. 講 者：花凱龍 教授／台灣科技大學資工系。 

2. 時 間：3月 22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 nthu.edu.tw/files/14-1015-115227,r67-1.php?Lang=zh-tw。  

 

【經濟系專題演講】Economic effects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說明： 

1. 講 者：Prof. Don Lien／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San Antonio。 

2. 時 間：3月 14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台積館 905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15377,r1727-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Testing and Variable Selection for High-Dimensional Time 

Series 

說明： 

1. 講 者：蔡瑞胸 院士／Booth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 時 間：3月 16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2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15208,r585-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An Inverse-regression Method of Dependent Variable 

Transformation for Dimension Reduction with Non-linear Confounding 

說明： 

1. 講 者：呂恒輝教授／東海大學統計系。 

2. 時 間：3月 17日，上午 10點 40分至 12點。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15128,r585-1.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世變中布農族研究的反思:個人的經驗 

 

說明： 

1. 講 者：黃應貴教授／清華大學人社院學士班特聘

教授。 

2. 時 間：3月 15日，上午 9點 3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310。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0

3#。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03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