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財系林哲群教授出書 《財務管理 輕鬆上手》 

 清華大學有個理財高手，清華永續基金在其操盤下，

兩年多來平均每年有 6.6%成長，他就是計量財務金融系

林哲群教授。最近他結合專業及為清華 EMBA 等中高階

經理人授課 8 年多的經驗，寫成《財務管理 輕鬆上手》

一書，為讀者的投資理財之路指點迷津。 

 林哲群老師是美國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財務管理博士，

於本校執教 16 年，專長在房貸融資、金融資產證券化、

以房養老等。他表示，財務管理涉及許多面向，深入而

專業的研究無法一蹴可及。《財務管理 輕鬆上手》一書

要跳脫複雜嚴肅的框架，拋開過於複雜的數學推導，以

簡明的論述呈現財務管理的觀念與邏輯，也提供面對市

場資訊的觀點，給讀者一塊入門磚。 

 清華看重林哲群老師的財務管理專才，委任他為「清

華永續基金」的投資代表人，從 2014 年 11 月至今該基

金淨值每年平均有 6.6%的成長，105 年成長幅度甚至達

9.48%，優於退撫基金的 2.01%、勞退基金的 3.52%。 

 林老師也在磨課師 (MOOCs) 開設「財務管理」課程，

去年 2 月該課程在「中國大學 MOOC」上線，短短半年

即湧入逾 10 萬人選讀，成為全台第一門登陸後超過 10

萬人選修的磨課師課程。 

 林老師說，他從為 EMBA、MBA、MFB（財務金融碩士

在職專班）中高階經理人授課經驗中了解到必須以白話、

平易近人的方式來解說艱難的理論，才能讓課程更靈活

生動、學生容易吸收。他將這個經驗用在錄製磨課師課

程，也用在書本寫作。 

 《財務管理 輕鬆上手》主要內容包括財務報表分析、

公司價值評估、投資策略及企業併購等。特別的是，林

老師引用許多台灣的新聞時事作為案例，讀者彷彿站在

最高處看世界頂尖企業如何操盤控股、經營公司。例如，

以康師傅發行 TDR（台灣存託憑證）所引發的爭議，來

說明台灣 TDR 市場如何由盛轉衰；還以造成市場紛紛擾

擾的日月光 vs.矽品併購案，來談合併與收購的概念。 

 林哲群老師桃李滿天下，學生包括桃苗汽車余明光董

事長、振興營造蘇陽德董事長、皇維建設機構何維政董

事長、明泰科技林裕欽總經理、喬福集團倪福全總裁、

聯毅科技林仲章董事長、合康連鎖藥局何夢婷董事長、

為恭醫院王寧道副院長等。 

 《財務管理 輕鬆上手》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賀陳

弘校長也為這本書作序，他指出，美國知名股票投資家

彼得·林奇 (Peter Lynch) 曾說：「當你讀不懂某家公司

的財務情況時，不要投資。」理財堪為當代顯學，是生

活在這個世代應該具備的能力。這本書的出版，相信能

為許多對財務管理有興趣但又怕高深理論的人提供了一

個很好的入門管道，一窺堂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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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四起《財務管理輕鬆上手》作者計財系林哲群教授、桃苗汽車余明光董事

長、經濟系黃朝熙教授、陳信文副校長、科管院莊慧玲院長、EMBA 校友會蘇

俊逸榮譽會長。 

《財務管理輕鬆上手》作者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

系林哲群教授。 



 

 

賀 工工系王明揚教授、邱銘傳教授及盧俊銘教授領導學生參與第二十四屆中華民國人

因工程學會學生專題論文競賽，榮獲優等論文獎 

 

《教務處》 
 106學年度(含上、下學期)赴國內大學學期交換，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3-1154-115327.php?Lang=zh-tw 

 

 清大華語中心第 13 期華語師資培訓班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1-1149-10147.php?Lang=zh-tw 

 

 全球華人計算機教育應用大會「磨課師的創新與挑戰(MOOC:Innovations and 

Challenges)」工作坊論文徵稿啟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004 

 

 中興大學教學研討活動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11 

 

 中臺科技大學「Office Mix 應用課程」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09 

 

 大葉大學磨課師課程「財務會計_基礎篇」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08 

 

 大葉大學磨課師課程「管理百寶箱」報名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07 

 

 景文科技大學「磨課師 SO EASY:課程發展與推動經驗分享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05 

 

 

 

《學務處》 
 105-2就學貸款補繳費用明細表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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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 106 學年度上學期服務學習課程開始受理申請，申請期間為即日起至 4月 14 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394,r3455-1.php?Lang=zh-tw 

 

 校外實習登錄平台啟用，即日起可透過平台列印「學生校外實習意外傷害保險申請書」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15866.php 

 

 戒菸門診與戒菸課程招募，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15565,r1204-1.php?Lang=zh-tw 

 

 【不凋零的心：永生花置物架手作坊】(教職員場)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13638.php 

 

 教育部修正「106 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中

第壹、二、序號 39 項目「飛機修護技術士證」之「證照效用」欄內容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5401,r5634-1.php?Lang=zh-tw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辦理「第七屆大專生洄游農村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460,r2469-1.php?Lang=zh-tw 

 

 青年發展署檢送「106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461,r2469-1.php?Lang=zh-tw 

 

 106全國立型盃字彙達人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472,r2469-1.php?Lang=zh-tw 

 

 「隨風‧微光──第十二屆全國安寧療護繪畫比賽」與「第四屆『關懷陪伴』短文及生

命故事徵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00,r2469-1.php?Lang=zh-tw 

 

 106 年度「教育部大專青年偏鄉藝術教育工作隊」隊員招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08,r2469-1.php?Lang=zh-tw 

 

 第一屆大專西畫新秀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10,r2469-1.php?Lang=zh-tw 

 

 自閉症者及智能障礙者繪畫暨攝影作品甄選展覽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15,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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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市石猴雕刻徵件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17,r2469-1.php?Lang=zh-tw 

 

 行動通信電磁波地方宣導團隊遴選以及創意短片及廣播劇競賽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18,r2469-1.php?Lang=zh-tw 

 

 《紙在客家──紙藝創作‧紙產業展》展覽專題講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19,r2469-1.php?Lang=zh-tw 

 

 2018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青年代表團甄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20,r2469-1.php?Lang=zh-tw 

 

 第 13屆「鐵漢柔情」攝影比賽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21,r2469-1.php?Lang=zh-tw 

 

 蚵仔夜行軍戲劇營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25,r2469-1.php?Lang=zh-tw 

 

 綠色裝潢廠商推薦名單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28,r2469-1.php?Lang=zh-tw 

 

 構宅青年──青年社會住宅全國空間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30,r2469-1.php?Lang=zh-tw 

 

 臺北扶輪社舉辦全國大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31,r2469-1.php?Lang=zh-tw 

 

 2017暑期 CSI鑑識體驗營 甄選輔導員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34,r2469-1.php?Lang=zh-tw 

 

 106年水域活動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74,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 106年度大專學生登山安全訓練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77,r2469-1.php?Lang=zh-tw 

 

 106年度運動急救訓練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78,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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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戰天堂路 New Balance 眾力飆速接力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79,r2469-1.php?Lang=zh-tw 

 

 大鵬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暨風帆橫渡小琉球全國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80,r2469-1.php?Lang=zh-tw 

 

 106年偏鄉探索體驗─鹿樂專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90,r2469-1.php?Lang=zh-tw 

 

 「世界海洋日」海洋嘉年華公益活動志工召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92,r2469-1.php?Lang=zh-tw 

 

 第九屆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族傳統樂舞競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94,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MATA獎──部落的故事：106年大專校院學生 原住民族文化特色數位影音競

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95,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中租青年展望基金會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4月 15日以郵戳為憑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99,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辦理第 26屆「金駝獎」選拔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601,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6 年青年志工中心名冊」1份，惠請協助共同推展青年志工服務，

擴大青年志願服務之參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602,r2469-1.php?Lang=zh-tw 

 

 【志工需求 20 位】4 月 8日，樂山教養院──園遊會志工服務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_G3bJOdnh-WnZ8g3FU0QIN8pT1QY9LRWCg1eqR9CuKLZBjg/viewfor

m?c=0&w=1 

 

 2017國際青年和平交流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764,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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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羽球、網球及木球競賽抽籤會議事宜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813,r2469-1.php?Lang=zh-tw 

 

 「賽事轉播無遠弗屆」主題式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817,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 106年度主委盃慢速壘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859,r2469-1.php?Lang=zh-tw 

 

 106年度運動貼紮與軟組織貼紮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863,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辦理「2017 台灣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29,r2469-1.php?Lang=zh-tw 

 

 成功大學舉辦「2017 年春季全民台語認證」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457,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辦理「2017 修平幸福兜賣市集行銷創意競賽(大專組)」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463,r2469-1.php?Lang=zh-tw 

 

 修平科技大學辦理「2017 第二屆全國魅力觀光創意導覽解說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465,r2469-1.php?Lang=zh-tw 

 

 龍華科技大學舉辦「2017 台灣作業研究學會大專校院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32,r2469-1.php?Lang=zh-tw 

 

 陽明大學水泥地民歌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35,r2469-1.php?Lang=zh-tw 

 

 臺師大第八屆阿勃勒盃歌唱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5533,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配合宣導：「打造智慧運輸 連結美好生活！」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15421,r5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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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科技部公告 106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申請案，請協助

於 3月 23日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1377 

 

 教育部訂定「教育部協助學術研究及提升教育政策應用申請使用戶役政資訊管理規定」 

參考網址：https://rec.web.nthu.edu.tw/ezfiles/679/1679/attach/5/pta_53414_2545401_72235.pdf 

 

 106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北區說明會(3 月 24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428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106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

至 3月 31日止(本校截止日期)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430 

 

 科技部徵求 106「智慧輔助科技研究(兩岸共同研究)專案計畫」，校內截止日為 5月 5

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431 

 

 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第二十四屆「東元獎」即日起開放線上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3&i=1429 

 

 科技部徵求 106「科普資源整合運用推廣計畫」，校內截止日為 4月 5 日中午 12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22 

 

 科技部跨國徵求「奈米材料科技於節能減碳及製程之應用」計畫書，於 6月 13日截止

收件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23 

 

 科技部徵求「2018臺俄(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

間為 4月 24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24 

 

 科技部徵求「2018臺俄雙邊學術性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間為 6月 5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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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臺俄(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雙邊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間為 6

月 9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26 

 

 科技部 2018-2020「臺俄(MOST-RSF)雙邊創新科技領域合作專題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

間為 6月 26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27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國立清華大學「OLED 材料及太陽能電池」 專利讓與案公告(截標 4月 6 日)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903652c-d127-4a57-8ecd-dc972ca9d633&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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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邀參加 3月 24日【新知講堂】NO.5 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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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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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企業家峰會「2017兩岸青年就業創業研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718c6ed-c5bc-4b17-ad04-a93d5c6a6d1a&c=menu041 

 

 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與世界貿易組織(WTO)合辦「WIPO/WTO 智慧財產權教員座談

會」訊息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01ef8e70-d5ac-4131-bb4a-c7116f31508b&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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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辦理「2017 品牌形成與保護、品牌行銷實務課程」，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7512e87-a262-482f-a571-d6911d9d30b5&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西北工業大學第五屆海峽兩岸航空航天文化探索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5&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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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近日已與廣島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與學生交換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7&lang=big5 

 

 EURASIACAT Program，歡迎學生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8&lang=big5 

 

 本校近日已與日本同志社大學續簽學術交流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36&lang=big5 

 

 

 

《計通中心》 
 計通中心將於 3 月 22日下午 1點 30 分至 5點於校本部舉辦 ePage教育訓練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3-1107-115630.php 

 

 歡迎報名 3月 21日「MATLAB 進階課程」，進一步掌握 MATLAB 使用技巧 

參考網址：http://training.cc.nthu.edu.tw/activity/index.php?name=MatLab_2017-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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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新增試用資料庫「科學月刊」、「牛頓雜誌電子書」及「小牛頓有聲電子書」3 種，歡迎

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LNFS2E1ilOfKqmxKIaVoWhyc7QhxUAnAmUVjcJv6ivcQxKA/viewfor

m?c=0&w=1 

 

 「iReader eBook」華藝電子書 2017活動──【閱讀漂流記】開跑 

參考網址：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703/index.html 

 

 

 

《人事室》 
 檢送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授獎辦法」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37,r875-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富邦文教基金會邀本校擔任該會「蔡萬才台灣貢獻獎」推薦單位，提名對台灣

社會有具體貢獻之士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38,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轉衛生福利部函，有關辦理中華民國第 21屆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選拔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41,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轉知行政院修正「行政院文化獎頒給辦法」第 2條、第 3 條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42,r875-1.php?Lang=zh-tw 

 

 106年職技人員「數位學習 Go!Go!Go!」第一階段即將結束，請踴躍上線學習，達 20小

時階段性目標者，得參與摸彩活動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875,r961-1.php?Lang=zh-tw 

 

 內政部 106年「遇見初 LOVE」單身聯誼活動，第 1、2 梯次訂於 3月 22 日至 4月 5日受

理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631,r875-1.php?Lang=zh-tw 

 

 中央研究院 3月份「知識饗宴」訂 28日晚間於學術活動中心舉辦，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685,r2506-1.php?Lang=zh-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LNFS2E1ilOfKqmxKIaVoWhyc7QhxUAnAmUVjcJv6ivcQxKA/viewform?c=0&w=1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LNFS2E1ilOfKqmxKIaVoWhyc7QhxUAnAmUVjcJv6ivcQxKA/viewform?c=0&w=1
http://www.airitibooks.com/EDM/201703/index.html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37,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38,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41,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42,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875,r961-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631,r875-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685,r2506-1.php?Lang=zh-tw


 

 

 國立中興大學函，檢送該校「傑出校友選拔要點」暨「第 21 屆傑出校友推薦表」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40,r875-1.php?Lang=zh-tw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函，檢送該校「教育學系卓越貢獻系友推薦書」，敬請本校踴躍推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5544,r87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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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 
 3月 29日，Valspar 徵才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13 

 

 半導體智慧製造國際論壇－－從自動化邁向數位化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vV3qyLqKD4l9gmKlDmFGmDoNbOtm7ZijXH70TgFEtSf89mg/viewform?c=0&w=1 

 

 

 

《原子科學院》 
 核工所許榮鈞教授邀請 PHITS (Particle and Heavy Ion Transport code System)開發

團隊於 7 月 4日至 7 月 6 日舉辦訓練課程，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5483,r1602-1.php?Lang=zh-tw 

 

 2017兩岸暑期專題交流開放申請，工科系收件截止日為 3 月 22日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5369,r1602-1.php?Lang=zh-tw 

 

 2017低碳綠能暑期學校即日起開放報名，3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5692,r1602-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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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一次 CPE檢定通過名單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5442,r64-1.php?Lang=zh-tw 

 

 資工系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及碩士班研究生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直升

博士班)申請公告──至 3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4043,r63-1.php?Lang=zh-tw 

 

 105學年度(2017級)畢業生借還學位袍服相關作業及流程通知 

參考網址：http://u-eecs.web.nthu.edu.tw/files/14-1190-115807,r11-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2017第三屆學習科學與科技研討會論文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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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中心擬於 3 月 24日舉辦教材工作坊 (Top Notch/Summit Series Workshop) 

參考網址：http://www.lc.nthu.edu.tw/files/14-1911-115423,r11-1.php?Lang=zh-tw 

 

 106年環校路跑開始報名(3 月 31日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2017peorun/ 

 

 

 

《竹師教育學院》 
 【徵稿】南華大學 106年 5月 20日際三創產業學術交流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3811,r70-1.php?Lang=zh-tw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5442,r64-1.php?Lang=zh-tw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14043,r63-1.php?Lang=zh-tw
http://u-eecs.web.nthu.edu.tw/files/14-1190-115807,r11-1.php?Lang=zh-tw
http://ilst.web.nthu.edu.tw/files/14-1082-114567,r400-1.php?Lang=zh-tw
http://www.lc.nthu.edu.tw/files/14-1911-115423,r11-1.php?Lang=zh-tw
http://peo.nthu.edu.tw/2017peorun/
http://peo.nthu.edu.tw/2017peorun/
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3811,r70-1.php?Lang=zh-tw
http://ec.web2.nhcue.edu.tw/files/14-1014-33811,r70-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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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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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 麥 女 孩 

  

 你的心中是否也住著一位美麗的小女孩？你能夠聆聽到自己內在那最

真實的聲音嗎？聽見之後你敢做最真實的自己嗎？  

 丹麥女孩改編自大衛·埃伯肖夫於 2000年的傳記同名小說，劇情描述

史上第一變性人由男變女的過程，就讓我們透過電影一同來見證丹麥女

孩的勇敢，看著他變成她，那深刻動人的眼神激起了心中最真實的靈魂，

並展開了一段成為女人的旅程。 

說明： 

1. 時 間：3月 29日，晚上 6點 30分。 

2. 地 點：南大校區諮商中心樂活學習室 。 

3.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13633.p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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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構二二八：戰後美中體制、中國統治模式與臺灣》 

說明： 

1. 講 者：陳翠蓮／台大歷史系教授。 

2. 時 間：3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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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273950778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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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直播時代 

說明： 

1. 講 者：盧美妏／職涯發展師 。 

2. 時 間：3月 28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校本部總圖書館 1F 清沙龍  。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13636.php。  

 

【新知講堂】NO.5 智慧生活 

 

說明：  

1. 講 者：施建安產品經理／富欣實業產品行銷部。 

2. 時 間：3月24日，下午3點至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 育成中心(近光復路校門) R119。 

4. 參考網址 ：

http://ocic.nthu.edu.tw/cii/sniffying_for_new_info

rm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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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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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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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Concept for Asymmetric Lewis Acid Catalysis 

說明： 

1. 講 者：Prof. Benjamin List／Max Planck Institut für Kohlenforschung。 

2. 時 間：3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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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ide Nanoarchitectures for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吳季珍／成大化工系。 

2. 時 間：3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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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專題演講】科技跨界表演藝術--演算美學專題 

說明： 

1. 講 者：謝啓民 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2. 時 間：3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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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67-115767,r2715-1.php?Lang=zh-tw。  

 

 

【工工系創新與創業專題演講】創新創業團隊應有的智慧財產權管理新思維  

 

說明： 

1. 講 者： 鄭淑芬 副總、專利代理人／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 

2. 時 間：3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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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67-115747,r2715-1.php?La

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我看見三隻海鷗──契訶夫《海鷗》閱讀、翻譯與理解 

說明： 

1. 講 者：丘光。 

2. 時 間：3月 27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A202 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15598,r55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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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專題演講】《TEEN系列講座》偏離軌道的好球 

 

說明： 

1. 講 者：徐振康先生／清華電機 93B&95M。 

2. 時 間：3月 29日，晚上 7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 215教室 。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ES5nYQ16Uii

SjZyaIXHQxXJ2de1scM1Omy-AYR0vFg8aVzQ/viewform。  

 

 



 

 

【人類所專題演講】「中國即田野」：從美國史密梭尼恩研究院在二十世紀中國的

考古探險談起 

說明： 

1. 講 者：洪廣冀／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台灣大學地理系助理教授。 

2. 時 間：3月 29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304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anth.nthu.edu.tw/files/14-1207-115321,r2262-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