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穗計畫新生  體驗一日清華人生活 

 今年經特殊選才「拾穗計畫」管道錄取本校的 28 位新

生，3 月初到清華大學參加新生座談會，深入了解他們

即將在今年 9 月入學的清華學院學士班特色、獎學金申

請、學習輔導機制及客制化學程，並參觀住宿書院。許

多家長也陪新生一同參觀，對即將在新竹展開的大學生

活都興奮不已。 

 清華今年特殊選才招生名額增加，網羅人才領域更廣，

包括在物理、數學、英文、國文、工程等學科項目表現

優異的學子，及在水彩、文學、帆船、機器人、空手道、

花式溜冰等項目展現特殊才能者，及社會公益楷模、總

統教育獎得主等。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錄取生中，有多達 11 位為逆境向

上且具強烈學習熱誠特質的學生，來自離島、偏鄉、新

住民、原住民或經濟弱勢等家庭。 

 具帆船運動專長的準新鮮人周玨妤表示，選擇清華是

希望給自己挑戰、達成理想，認識不同背景的人；未來

也規劃繼續在帆船運動方面努力，「期待在明年全國比賽

當中有不錯的成績。」周玨妤父親周春雄說，十分感謝

清華有此項制度，讓女兒能夠透過自己的特殊才藝入學，

也期待她未來能夠多方嘗試、探索。 

 另一位準大一生楊鈞凱表示，國中時就曾參加過在清

華舉辦的星空之子營隊，因此啟蒙，未來希望就讀清華

今年新設的物理系天文物理組，「或許還能幫忙規畫我當

初參加的星空營隊呢。」 

 本校副教務長、招生策略中心主任陳榮順教授表示，

大學若只以學測、指考成績作為篩選工具，學生來源恐

怕不夠多元。清華是國內最早將特殊選才納入入學管道

的大學，全方位考量學生的多元才能，不以考試成績作

為唯一錄取標準，目的在發掘不同領域具特殊才能、特

殊優良行為、或逆境向上具有學習熱情的優秀學生。 

 「學生來源多元化，可避免同學同質性過高，進一步

擴大視野。他們可從不同背景同學的成長歷程互相學習，

激發多面向思考的能力。」陳榮順副教務長說。 

 陳榮順還提到，特殊選才錄取生各有所長，校方採取

的輔導措施也須因人而異，使每位學生都能適性發展。

「以過去 3 年的試辦經驗為例，一位物理專長的學生進

入清華後，在生活、學科表現上都非常優秀，分流進入

物理系後還拿到該系的書卷獎；以圍棋專長錄取者，目

前在國內排名仍保持第一，達到了我們當初計畫的目的。」 

 清華特殊選才錄取新生一律進入清華學院學士班就讀，

大一為不分學系，大二再依志願及興趣分流選系。 

 

 

 

* 今年拾穗計畫共錄取 30位新生，除 2名學生因參加競賽活動

及協助家務而無法到場，其餘皆全程參與新生座談會。 

特殊選才新生來清華參加座談會，也提前體驗清華人生活。  

 

 

 

本期共 21 頁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 創刊 
電 話 5 1 6 2 0 1 0  F A X ： 5 1 6 2 4 7 9 
E - m ai l： nt hu ne ws@ my. nt hu .e du .t w 

 



 

 

賀 資工系劉炯朗講座教授獲歐洲設計及自動化協會終身成就獎 

  

賀 電機系張正尚老師榮獲 2017 IEEE INFOCOM Achievement Award 

 

 

 

《教務處》 
 105 學年度校傑出教學教師學生票選小禮物已開放領取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117173,r1504-1.php?Lang=zh-tw 

 

 期中將至！開放式課程與您一同築夢踏實、邁向知識的貴族而齊心努力 

參考網址：http://ocw.nthu.edu.tw/ocw/ 

 

 國立台北大學「2017 年數位時代語言學習講座」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34 

 

 高雄醫學大學磨課師(MOOCs)課程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33 

 

 國立政治大學「仲尼獎系列活動：個案教學研習營」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32 

 

 教育部「智慧財產權宣導」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03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位課程內容的『說與做』實戰研習」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30 

 

 實踐大學「MOS2016 PowerPoint 國際認證研習 」活動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036 

 

 

 

《學務處》 
 3 月失物招領公告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d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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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1日，學生宿舍飲水機年度清缸作業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17200,r2223-1.php?Lang=zh-tw 

 

 105 學年度下學期「新生複檢及 B型肝炎疫苗注射」暨「教職員工生眷優惠健檢」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17125,r1204-1.php?Lang=zh-tw 

 

 校外實習登錄平台正式啟用，即日起可列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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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01-115866,r5631-1.php 

 

 【基隆市政府】106 年度「第二次專任專業輔導人員甄選」及「未就學未就業青少年關

懷扶助輔導員甄選」至 4 月 2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17139.php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6 學年度推動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工作實施計畫，請於 5月 26

日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17149.php 

 

 中華民國 10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飛鏢聯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141,r2469-1.php?Lang=zh-tw 

 

 千禧之愛健康基金會舉辦大專院校「健康推動計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144,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端午節龍舟競賽活動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148,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金車文教基金會為支持高中職及大專院校辦理「寒暑假公益活動」，訂定相關

經費及物資贊助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243,r2469-1.php?Lang=zh-tw 

 

 苗栗縣政府「中華民國 105 年全國語文競賽成果專輯」勘誤說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47,r2469-1.php?Lang=zh-tw 

 

 「第 7屆新北市文學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48,r2469-1.php?Lang=zh-tw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舉辦「2017 首屆海峽兩岸青少年共享閱讀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99,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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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106學年度第 1學期大學校院學生申請出國參加國際性學術技藝能競賽經費補助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407,r2469-1.php?Lang=zh-tw 

 

 「2017全國大學街舞季」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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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絲路文化，傳承華夏文明”2017年海峽兩岸學子牽手絲綢之路行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28,r4243-1.php?Lang=zh-tw 

 

 東吳大學學生社團翔翼羽球社為推廣羽球風氣，舉辦「第十九屆東吳盃羽球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258,r2469-1.php?Lang=zh-tw 

 

 大同大學第九屆服務學習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293,r2469-1.php?Lang=zh-tw 

 

 中原大學辦理「免費泰語講座──前進泰國搶先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85,r2469-1.php?Lang=zh-tw 

 

 元智大學舉辦「MIT-YZU 科文英語體驗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86,r2469-1.php?Lang=zh-tw 

 

 弘光科技大學舉辦「第八屆畢業成果展──鬧」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90,r2469-1.php?Lang=zh-tw 

 

 成功大學辦理「2017 全國工業節能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93,r2469-1.php?Lang=zh-tw 

 

 屏東大學辦理「2017 第一屆屏東大學創意黑客松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94,r2469-1.php?Lang=zh-tw 

 

 中原大學舉辦「105 學年度創新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98,r2469-1.php?Lang=zh-tw 

 

 正修科技大學舉辦「2017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405,r2469-1.php?Lang=zh-tw 

 

 亞東技術學院舉辦「2017 雲端 e世代全國經營管理實務專題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406,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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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陽科技大學舉辦「第 6 屆城鄉旅遊‧綠色饗宴旅遊行程設計全國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425,r2469-1.php?Lang=zh-tw 

 

 臺灣大學舉辦「106 年度臺大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426,r2469-1.php?Lang=zh-tw 

 

 國立政治大學舉辦 106年度志願服務基礎及特殊訓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371,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化學館至學習資源中心道路進行道路滲水修復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施工日期：即日起至 4 月 24 日。 

2. 施工廠商：翰廷營造工程有限公司，03-5752586。 

3. 承辦單位：營繕組 魏哲勇，03-5162285。 

4. 緊急通報：校警隊 03-5714769、校內直撥 33333。 

5.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17120,r992-1.php?Lang=zh-tw。 

 

 學儒齋污水用戶配管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說明： 

1. 施工日期：即日起至 5 月 31 日。 

2. 施工廠商：宏國營造有限公司，03-5752586。 

3. 承辦單位：營繕組 魏哲勇，03-5162285。 

4. 緊急通報：校警隊 03-5714769、校內直撥 33333。 

5.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17121,r992-1.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5月 12日，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17337,r127-1.php?Lang=zh-tw 

 

 水木餐廳、風雲樓、小吃部 4 月 22 日及 4月 23日營業時間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17374,r127-1.php?Lang=zh-tw 

 

 小吃部姊妹飯桶於 5 月 27 日暫停營業，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17295,r10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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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科技部生科司公開徵求「生醫與醫材轉譯加值人才培訓- ANCHOR UNIVERSITY 計畫」，校

內截止日為 4月 20 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448 

 

 內政部營建署辦理之「都市更新條例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稅式支出評

估」委託專業服務案(4月 24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52 

 

 國史館台灣文獻館辦理之「臺灣原住民史專題計畫」2 項部落歷史研究委託專業服務案，

歡迎參與投標(4 月 25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51 

 

 4 月 25日，非侵入性 3D 活體影像系統-IVIS Workshop 

參考網址：http://bmse.web.nthu.edu.tw/files/15-1087-116198,c2706-1.php 

 

 科技部徵求「2017-2019 雙邊合作研究計畫」，校內截止時間為 5月 9 日上午 9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49 

 

 科技部徵求「新興科技媒體中心設立與維運計畫」，校內截止日為 5月 16日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0&i=1446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第十二點、第十七點，並自即日起

生效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50 

 

 光電職場實務與人才培育系列座談 

參考網址：http://thoric.web.nthu.edu.tw/files/14-1893-117304,r4003-1.php?Lang=zh-tw 

 

 敬請校內師生協助調查【Computed Tomography (CT) 3D 斷層顯微系統】使用意願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33oVzKUR2Pm11toLqa43wA2AMonka2R2A_oMJrL6VwgCf8Q/viewfor

m?c=0&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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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TIX 創新學社「產學服務計畫」即日起開始報名，敬請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5f186a8-9228-401f-a934-fa446fd8696e&c=menu041 



 敬邀參加 4月 21日【新知講堂】NO.7 QIoT 您專屬的私有雲台&硬體創新的供應鏈平台 

參考網址：goo.gl/AKds3o 

 

 公布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女性創業飛雁計畫──臺灣女性創業大使名單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8b6a4f9-7226-4599-82b7-37050ec1c315&c=menu041 

 

 韓國 WiC 世界創新發明大賽，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b3191f2e-c765-4b5b-ad1f-d657677dfffa&c=menu041 

 

 敬邀參加 4月 21日，大師相對論：以色列 X矽谷新創經驗分享論壇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f20d6d8-6380-4ea7-b3d9-c8d5d28a7a66&c=menu041 

 

 2017 年「智慧財產權理論與實務國際研討會」徵稿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fb8addc-f21e-46da-97f8-4f20fef759ce&c=menu041 

 

 敬邀參加「第三十一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c1d540b6-57ab-464b-a1d2-a5f0a0c251db&c=menu041 

 

 4 月 26 日 Innovation 創新講座「指數時代。奇點未來」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60c8a91-fb79-418b-b643-bfce218db0bf&c=menu041 

 

 歡迎報名 4月 28日 UNREAL for AR／VR 開發技術課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ae45b55-80e6-4e69-8af3-bbc3d5432d57&c=menu041 

 

 5 月 16日萌芽創業講座──【創投想要告訴新創團隊的事】 

參考網址：https://goo.gl/0XA8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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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德國國際發明展甄審訊息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77aa1da-5086-4b40-af3e-07c958f85d03&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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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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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mamoto University 2017 Summer Program in English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4&lang=big5 

 

 本校近日已與赫茲利亞跨學科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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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3&lang=big5 

 

 教育部辦理 106 年夏日波蘭語課程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2&lang=big5 

 

 香港大學博士及碩士招生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5&lang=big5 

 

 南開大學「兩岸學子陽光之旅」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8&lang=big5 

 

 探索台灣 Discover Taiwan 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7&lang=big5 

 

 教育部辦理 106 學年赴韓國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甄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66&lang=big5 

 

 韓國中央大學 CAU 2017 International Summer Program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70&lang=big5 

 

 教育部辦理 106 學年赴俄羅斯研習俄語文交換獎學金甄選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71&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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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熊青 line貼圖召喚中：「清知識──認識校史大小事」闖關活動登場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istory_20170418.htm 

 

 4 月 22日閉館時間異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人社分館專人複印服務時間異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service/hour/ 

 

 知識匯(Knowledge Hub@NTHU)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group&class=5,8,6,7,10,11,12,17 

 

 新增試用資料庫「British Periodicals (1681-1938) 17-20世紀英國期刊線上資料庫」

等 5種 

參考網址：

http://search.proquest.com/britishperiodicals,http:/search.proquest.com/pao,http:/search.proquest.

com/hnpchinesecollection,http:/server.wenzibase.com,http:/tk.dhcdb.com.tw/tknewsc/tknewskm,http:/g

oo.gl/forms/yvKZ2UVyAc 

 

 【清愛的！BOOK 忘我】五月天，書香天，畢業季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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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 4月 21日「清華大學與民國學風」座談會暨手札展開幕儀式 

參考網址：http://rcollege.nthu.edu.tw/files/87-1090-2171.php 

 

 「Acer Walking Library 電子雜誌」 2017 上半年有獎徵答活動「看雜誌，奪大獎！」

開跑 

參考網址：http://59.124.34.66/prizec/questionnaire 

 

 

 

《人事室》 
 幼兒教育學系第十二屆幼幼營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1713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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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 4月份「知識饗宴」訂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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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38-117389,r2506-1.php?Lang=zh-tw 

 

 

 

《工學院》 
 105 學年下學期大掃除(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17 

 

 工學院國際領袖英文營 Coming Soon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17432,r3361-1.php?Lang=zh-tw 

 

 105 open house 活動開始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645 

 

 

 

《原子科學院》 
 【原科院大學部院長榮譽榜】請於 4 月 25日前將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570 

 

 

《人文社會學院》 
 5 月 17日哲學學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16913,r4275-1.php?Lang=zh-tw 

 

 

 

《生物科技學院》 
 2017 生物科技明日之星校園徵才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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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 
 【Synopsys新思科技】2017 暑期實習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17286,r2905-1.php?Lang=zh-tw 

 

 「電資院優秀學生獎學金－優等獎」即日起至 5月 10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u-eecs.web.nthu.edu.tw/files/14-1190-117352,r1919-1.php?Lang=zh-tw 

 

 

 

《竹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106 年「學生取得專業職業證照獎勵補助」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delt.web2.nhcue.edu.tw/files/14-1017-34368,r1-1.php?Lang=zh-tw 

 

 身心障礙地板滾球運動 C 級教練培訓-新竹場 

參考網址：http://www.dse.nthu.edu.tw/app/news.php?Sn=1184 

 

 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106 年度補助辦理國民體適能檢測員培訓計畫」 

參考網址：http://dpe.web2.nhcue.edu.tw/files/14-1026-34404,r7-1.php?Lang=zh-tw 

 

 幼教系幼教公益服務行動獎勵金實施要點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720 

 

 105 學年度「英語說故事」、「英語教學技巧」檢定 

參考網址：http://doei.web2.nhcue.edu.tw/files/14-1020-12820,r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4 月 29日校慶電玩音樂會，大禮堂免費索票入場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1g-HzKG-UK5ysCB75Qk4-Ms1Jjx_szOA9slnP2iJMyU/viewform?c=0&w=1&edit

_requested=true 

 

 【好日子 看電影】4 月 23日，下午 2點 30分，義大利經典電影《新天堂樂園》 

參考網址：https://nthuarts.kktix.cc/events/agooddayforthe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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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英文簡報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06 

 

 

 

《藝文活動》 

Displacement【錯置】 

 

 

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總是得先支離破碎再重新安置自己的

心靈。每次的來來回回，我總需要這裡打包一點、那裡放

掉一些。能帶上帶走的行李重量有限，需要暫且割捨的情

感包袱也得集中寄放置一處。這裡和那裡，都是我的家。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5月 24日。 

2.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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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23,r11-1.php?Lang=zh-tw。  

 

藝鳴清華──藝設系教授聯展 

 

去年末，竹教大與國立清華大學正式合校，在此局面新開之際，

「藝鳴清華—2017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聯展」呈現

本系專兼任教師近作，展出藝術家包括蕭銘芚、謝鴻均、李足新、

祝大元、江怡瑩、吳宇棠、李允文、梁莉苓、胡以誠、施富錡、

呂燕卿、黃銘祝、徐子涵、張國英、吳鎮中、劉家瑋、李宜亞、

陳良沛、林煒翔、林士棻、劉鳳翎、蘇筱婷等二十二人，作品含

括平面繪畫、雕塑、錄像、金工、陶藝、玻工、木藝創作，足具

豐沛的創作能量及美術教學的傳承意義，以藝術鳴放，展望豐實

的未來。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4 月 21 日。 

2. 地 點：竹師藝術空間 

3. 參考網址：

http://art.nhcue.edu.tw/exhibition/2017_0320_01.

html。 

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06


 

 

校慶電玩音樂會 

 

清華大學校慶音樂會，邀請台北愛樂管弦樂團與清華大學

古典好手共同演出電玩音樂會，電玩好手與愛樂觀眾都可

以一享耳福 

說明： 

1. 時 間：4月 29日，晚上 7點 30分。 

2. 地 點：清大大禮堂。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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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227,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石虎三部曲──生態保育、生態旅遊與社區發展 

說明： 

1. 講 者：陳美汀 博士後研究員／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2. 時 間：4月 17日，晚上 6點至 9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環文系館 5201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decr.web2.nhcue.edu.tw/files/14-1022-34239,r3-1.php?Lang=zh-tw。  

 

綦銘家校友從紐約來，談華爾街的經驗 

說明： 

1. 講 者：綦銘家／清華動機系 83級。 

2. 時 間：4月 19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大圖書館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14。  

 

【學習+系列】：找尋資料撇步:快速尋找中文文獻 

說明： 

1. 講 者：顧依穎小姐／華藝業務經理。 

2. 時 間：4月 20日，下午 2點至 4點。 

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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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俄羅斯典藏晚清木版年畫展」專題演講：民俗畫中的圖像解密 

說明： 

1. 講 者：楊玉君教授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2. 時 間：4月 25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人社院 A202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13。  

 

【新知講堂】NO.7 QIoT 您專屬的私有雲平台& 硬體創新的供應鏈平台 

 

說明： 

1. 講 者：鄭人豪 專案經理/威聯通科技、 

          李馥源 執行長/TechDesign。 

2. 時 間：4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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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15。 

4. 參考網址：goo.gl/AKds3o。  

 

 

 

 

 

 



 

 

萬貫家財，不如創意在身：如何讓自己更有創意 

 

說明： 

1. 講 者：薛良凱 創辦人／普拉爵文創顧問團隊。 

2. 時 間：4月 25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R245教室。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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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30。  

 

 

不討好讓你好好愛自己 

說明： 

1. 講 者：陳志恆／諮商心理師。 

2. 時 間：4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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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91-113637,r491-1.php?Lang=zh-tw。  

 

跟著國家隊選手這麼吃就對了! 

說明： 

1. 講 者：潘奕廷老師。 

2. 時 間：4月 27日，晚上 6點至 8點。 

3. 地 點：蒙民偉樓 R102室。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E5jFH1kXy-H_WEZ4dQEjnT0ZqC7CN8-aYdutwRNZnRFd4WA/viewform?c=0&

w=1。  

 



 

 

【數學系專題演講】認識數學系列演講──計算簡史 

說明： 

1. 講 者：劉晉良教授。 

2. 時 間：4月 17日，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綜三館 R10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70。  

 

【數學系專題演講】Calabi Triangles for Regular Polygons and Geometric 

Covering Problems 

說明： 

1. 講 者：Prof. Libin Mou。 

2. 時 間：5月 1日，下午 4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綜三館 R101。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69。  

 

【化學系專題演講】Chiral Diene Ligands for Asymmetric Catalysis 

說明： 

1. 講 者：Prof. Tamio Hayashi／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 時 間：4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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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ization of [60]Fullerene Initiated by 

Palladium-Catalyzed C-H Activat 

說明： 

1. 講 者：Prof. 王官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合肥市。 

2. 時 間：4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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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找創投與商業計劃書撰寫 

 

說明： 

1. 講 者：林桂光 副總經理／達盈管理顧問公司。 

2. 時 間：4月 17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R904。 

4.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17230,r2715-1.ph

p?Lang=zh-tw。  

 

 

【工學院生活講座】用創新翻轉未來 

 

說明： 

1. 講 者：許榮宏。 

2. 時 間：4月 26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工一館 107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641。  

 



 

 

【外文系專題演講】Portrait of an Englishman: Henry James’s Lord Warburton 

 

說明： 

1. 講 者：Dr Páraic Finnerty／Reader i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UK。 

2. 時 間：4月 24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B303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17019,r5517-1.

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陶淵明的史才與史識 

 

說明： 

1. 講 者：齊益壽 教授／台灣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世新大學

中文系兼任教授。 

2. 時 間：4月 19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C310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6995,r2648-1.

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朱子的皇極說 

 

說明： 

1. 講 者：陳來 院長／北京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2. 時 間：4月 20日，下午 3點至 5點 20分。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B302A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7381,r11-1.

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Statistical Transfer Learning with Application to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說明： 

1. 講 者：宗福季 教授／Hong Kong Univ.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 時 間：4月 18日，下午 1點 20分至 2點 40分。 

3.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16712,r585-1.php?Lang=zh-tw。  

 

【統計所專題演講】Evaluating Corporate Bonds and Analyzing Claim Holders’ 

Decisions with Complex Debt Structure 

說明： 

1. 講 者：戴天時 系主任 ／交通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2. 時 間：4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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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7-117134,r585-1.php?Lang=zh-tw。  



 

 

【語言所專題演講】泰雅語語法書簡介 

說明： 

1. 講 者：吳新生 博士生 ／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2. 時 間：4月 21日，中午 12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會議室 B305。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17408,r2733-1.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間諜生涯：雙面人的困境 

 

說明： 

1. 講 者：譚景輝 系主任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 

2. 時 間：4月 18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2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A311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