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大校歌升級版！ 合校後首度校慶譜新聲 

 清華大學於 4 月 23 日舉辦創校 106 年暨在台建校 61

週年校慶，這也是本校與新竹教育大學合校後第一次舉

辦校慶，除了由音樂系學生演唱加入管樂、創新編曲的

清華校歌，也請藝術與設計系蕭銘芚主任設計嶄新的傑

出校友獎座，標誌清華大學新一階段的開始。 

 賀陳弘校長致詞時指出，今年是清華在臺建校甲子開

元之年，同時也是與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後的

首度校慶，新紀元、新里程，薪傳再起，意義深長。他

希望藉這個機會，集結大家共同努力，踏石留印，砥礪

前行，使清華邁入嶄新紀元，注入新的競爭力，回應社

會期待，樹立頂大新典範。  

 除了向師生及返校校友報告學校過去一年來在研究、

服務、體育、藝術等各領域取得的成就，賀陳校長也擘

劃未來發展方向。他表示，去年落成啟用的「創新育成

大樓」，已成為新竹最核心創新創業基地；緊鄰的「清華

實驗室」預定於本年度完工啟用，更能發揮清華跨領域

加乘優勢；新建藝術學院、竹師教育學院及學生宿舍等

工程，也正進行規劃設計，未來將在南校區矗立。  

 賀陳校長強調，清華大學是一所具有豐富內涵的大學，

在臺建校一甲子，學風自由，發展校務一向具有開創性；

校友遍布全球，崢嶸於各領域。清華不僅有大樓，有大

師，更懷抱大愛，藉由各種招生及教育計畫，實踐對教

育及社會公益的大愛。在全球化與多元化校園中，培育

學生開創未來的能力與氣度，成就世界一流人才，實踐

清華精神。 

 本校校歌約在 1923 年左右定案，由清華大學教授汪鸞

翔作詞，英文文案處主任何林一先生的夫人張麗真女士

配曲，國學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編合唱，已傳唱近百

年。往年校慶唱校歌時，也經常以不同的形式表演，例

如，清華合唱團快閃現身大禮堂，夾雜在人群引導觀眾

唱清華校歌及清華情歌；也曾邀請清華校友組成的海

鷗‧Ｋ樂團演唱阿卡貝拉版的校歌。 

 籌備校歌演唱節目的藝術學院蘇凡凌院長表示，合唱

團由藝術學院音樂系的 14 位學生組成，透過女高音、女

低音、男高音及男低音四個聲部，依序以莊重柔和的、

活潑強壯的及稍小聲溫柔的歌唱表情，唱出莊嚴巍然的

學堂與學子來自遠方齊聚一堂的情感，最後以強壯有力

的和聲表達自強不息的堅韌意念，為整首校歌留下蕩氣

迴腸的餘韻。 

 另外還組織了 10 人的管樂團搭配合唱，由蘇凡凌「配

器」，也就是根據樂曲的特色把樂曲音響分配給各種不同

的樂器，通過各種樂器的不同音色，充分表現樂曲的內

容和風格。蘇凡凌說，管樂團以長笛、雙簧管、單簧管、

法國號、小號等組成，企圖展現莊嚴高雅的氣氛，為校

歌演繹全新的風格。 

 新的傑出校友獎座由藝術與設計學系蕭銘芚主任設計，

以校門口的簡冊立柱為主意象，透明的琉璃中有紫色流

動，彰顯清華人的活力；底部噴砂「清華之光」印章，

推崇校友的傑出表現與貢獻。 

 今年傑出校友頒發給去年榮獲中央研究院士榮譽的數

學系 72 級校友鄭清水，以及企業經營有成又熱心公益的

大東樹脂化學公司廖光亮董事長，他是化學系 79 級的校

友。 

 鄭清水院士於清華數學系畢業後赴美取得康乃爾大學

數學博士。他兩度獲聘為中研院統計所所長，一直以寬

廣的視野與專注的服務精神不懈耕耘，對中研院統計所

的成長與人才培育有卓越貢獻。 

 鄭清水院士致詞時表示，在清華求學期間受到多位師

長的指導，核工系楊覺民教授、物理系李怡嚴教授、數

學系徐道寧教授等。他看到徐道寧教授正在校慶大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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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特別向徐教授深深一鞠躬感謝師恩。鄭院士也提到，

就讀大學時，任職於美國貝爾實驗室、也是沈君山校長

的橋牌牌友黃光明教授到清華客座。那段期間黃光明召

集了一個討論班，這討論班引導他走往學術研究之路。 

 廖董事長領導大東樹脂公司將近 30 年，該公司開發接

著劑獲 adidas、Nike 採用並評為優質供應商。由於大東

樹脂與美國杜邦公司有合作關係，他參觀過一間 800 多

人規模的杜邦工廠，這工廠 25 年內從未發生員工失能的

工安意外，他於是決定引進杜邦的工安管理制度，讓安

全成工廠的第一個標準配備。 

 廖董事長也熱心公益，特別在教育活動投注許多精力，

扶助弱勢孩童也培育化學人才，貢獻良多。 

 廖董事長致詞時笑稱，他在清華讀化學系跟「體育系」，

因為在課外他還參加棒球校隊、籃球校隊、田徑校隊，

返校時體育室老師都還認得他，但化學系老師倒不一定

認得。他感激在清華獲得專業的知識以及強健的體魄。

廖董事長在美國念完碩士返台接手家業，將一般印象中

的傳統產業—樹脂工業轉型為高科技材料業。他感謝清

華的栽培，也允諾持續回饋母校造福學弟妹。 

 校友會謝詠芬會長肯定學校去年與竹教大合併後，行

政團隊很準確地推動合校業務，她也特別恭喜賀陳弘校

長通過續任案，將繼續領導清華大學；校友們將一如以

往，為校捐款，支持學校發展。  

 有前資策會副執行長、臺灣金融科技王可言董事長回

憶 40 年前他求學時的清華，只有不到一百位女生，樹比

人還多，但有全國最佳的師資，老師們多半也很年輕，「這

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十分之一時光。」他除代表值年校友

感謝母校的栽培，也勉勵學弟妹為理想努力、將熱情化

為對社會的貢獻，「貢獻愈多，愈能享受你自己的人生，

這是我在年輕時沒有體會到的。」 

 校慶大會上也表揚全國大專優秀青年，有科管院學士

班 4 年級劉雅涵、外文系 4 年級趙羿心、材料系 3 年級

彭偉皓、生物科技所 1 年級黃健倫、生醫工程與環境科

學系 2 年級黃英庭、醫學科學系 3 年級張恩庭。 

  
參與清華校慶的貴賓，右起傑出校友廖光亮董事長、傑出校友鄭

清水院士、清華校友會謝詠芬會長、賀陳弘校長、台灣金融科技

王可言董事長、新竹市沈慧虹副市長、大同大學何明果校長。 

賀陳弘校長在校慶大會致詞。 



 

 

本校藝術、竹師教育學院揭牌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已於去年 11 月 1 日與本校合併，為

傳承竹教大精神，讓竹教大的校友們了解竹師的歷史不

會因此消失，清華南大校區秘書處與竹師青絹大使 4 月

28 日舉辦「2017 相約初夏－竹師人返家」活動，吸引

兩百多位校友返校，見證「竹師教育學院」及「藝術學

院」揭牌，並在校園內野餐，回憶學生時光。 

原竹教大歷經師範學校、師範專科學校、師範學院及

教育大學等時期，孕育出無數優良初等教育師資，與本

校合併後，校史的保留顯得更加重要。 

清華大學劉先翔副主任秘書表示，目前正著手整建南

大校區竹師會館，希望能打造具有歷史與文化的空間，

呈現竹師的歷史文物，讓校友得以返校回憶過往，並與

不同世代的校友互動，永遠保存與母校的連結。同時也

盼獲得校友的支持與建議，並廣泛徵集與納藏校史文物

資料。 

竹師人返家活動於 28 日上午以竹師教育學院與藝術

學院揭牌典禮展開序幕，校方請到竹師傑出校友、也是

藝術與設計學系退休的蔡長盛教授為兩學院題字。 

緊接著於 11 時舉行第 22 屆竹師傑出校友表揚大會，

本屆共計 4 位校友獲選，包括專職藝術創作者劉得浪、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駐校藝術家張文正、雲科大數位媒體

設計系所教授周玟慧、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民小學校長

高清菊，他們分別於藝術領域、教育領域及原住民教育

發展中表現傑出，是學弟妹的好榜樣。 

為聯繫竹師人情感，下午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戶外野

餐活動，在許多校友都常懷念、操場邊教學大樓前的麵

包樹旁搭建舞台，並邀請校友及學生社團演出。經常接

待返校校友的青絹大使說，曾有校友向他們表示，畢業

後因為太想念在教室外陪伴讀書的麵包樹，於是在自家

院子裡也種了一棵。 

由校友組成的合唱團也為前來野餐的校友獻唱，重現

當年合唱班的風采。創立魔術社的 99 級校友們，則帶來

歡樂的魔術互動秀。 

主辦單位特別準備了野餐墊、餐盒以及「竹師人」限

定紀念品，送給親臨現場野餐的好朋友們，更加碼釋出

NHCUE 絕版紀念品。活動當天風和日麗，竹師人們熱烈

響應活動，為竹師歷史譜寫新的一頁。 

 

  

  

左起藝設系蕭銘芚主任、前人社藝學院葉忠達院長、藝設系退休

師長樊湘濱教授、陳惠邦校長特別諮議、賀陳弘校長、藝術學院

蘇凡凌院長、音樂系蔣茉莉主任、藝設系退休師長蔡長盛教授為

藝術學院揭牌 

左起教育學院李安明院長、賀陳弘校長、陳惠邦校長特別諮議

(首任教育學院院長)與前教育學院院長張美玉老師為竹師教育

學院揭牌 



 

 

賀 張正尚清華特聘講座教授榮獲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計算機通訊國際研討會(IEEE 

INFOCOM)終身成就獎 

 

《教務處》 
 國立中央大學辦舉辦「學術研習營：政策與方案評鑑」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46 

 

 靜宜大學舉辦「2017 教師教學增能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45 

 

 國立陽明大學舉辦「理性與感性：科學與人文的二重奏」2017 年中研院人文講座成果發

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43 

 

 臺南大學「教學實務成果升等經驗分享會」報名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51 

 

 「提升 EMI教學成效：EMI 教師必備之教學能力」講座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50 

 

 「App Invent or 2 手機應用程式設計」教師研討會活動計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49 

 

 「使用 Scratch 打好程式設計邏輯觀念」教師研討會活動計畫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48 

 

 

 

《學務處》 
 「品德教育資源網」徵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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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文藻盃南區大專院校羽球聯合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819,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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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屆世界青年暨第八屆世界青少年射箭錦標賽代表隊選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03,r2469-1.php?Lang=zh-tw 

 

 「106年臺灣盃全國帆船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05,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 學年度飛盤爭奪錦標賽」競賽規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06,r2469-1.php?Lang=zh-tw 

 

 「第 7屆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競賽規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07,r2469-1.php?Lang=zh-tw 

 

 10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之各參賽單位報到、補證中心及競賽相關事項規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08,r2469-1.php?Lang=zh-tw 

 

 綠光劇團《人間條件六─未來的主人翁》，5月 13 日竹北演藝廳演出，校園優惠 8 折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7989,r2469-1.php?Lang=zh-tw 

 

 106年救國團暑期「Youth Service Taiwan~大專學生社會服務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28,r2469-1.php?Lang=zh-tw 

 

 「大專學生返鄉服務隊」實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29,r2469-1.php?Lang=zh-tw 

 

 【清交大學生團隊：學次方，暑期營隊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2,r2469-1.php?Lang=zh-tw 

 

 五洲盃全國菁英侍酒師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4,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國際調酒協會研習課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5,r2469-1.php?Lang=zh-tw 

 

 第 15屆五洲盃全國調酒大賽暨托盤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6,r2469-1.php?Lang=zh-tw 

 

 風城盃學生象棋邀請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7,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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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6,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7,r2469-1.php?Lang=zh-tw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創意廚藝競賽 2017 年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廚藝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8,r2469-1.php?Lang=zh-tw 

 

 大同盃全國茶食尚茶餐飲美食研發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9,r2469-1.php?Lang=zh-tw 

 

 「嘉義市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老行業玩創意青年創作設計比賽暨創意學堂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60,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體育館停電通知】為辦理線路查修工作，體育館將於 5 月 6 日上午 8 點至 5 月 8 日上

午 8點停電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179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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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日至 6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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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5715131、校內直撥 33333。 

5.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18004,r992-1.php?Lang=zh-tw。 

 

 

 

《研發處》 
 科技部 106年度「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第 2梯次價創計畫申請案，自即日起至 5月

3日下午 5點前止受理申請(本校截止時間）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57 

 

 【科技部產學計畫說明會】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產學大聯盟、產學小聯盟及一般型

說明會(5 月 18 日、5月 22日及 5 月 31 日)，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60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59,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60,r2469-1.php?Lang=zh-tw
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17951,r992-1.php?Lang=zh-tw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57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60


 

 

 

 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之 106年度「南科智慧製造產業聚落推動計畫」徵求至

5月 31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59 

 

 科技部訂於 10 月 27、28 日舉辦「2017 性別與科技國際會議」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58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台北生技獎開始徵件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ea2ba233-9133-4c30-afd1-91533f5bf347&c=menu041 

 

 交通部航港局建置航港發展資料庫「對外公開資訊平臺」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82e14f7-22bb-402a-adb7-cd3c1662a443&c=menu041 

 

 臺北商業大學「B2B 跨境電商產學交流論壇」課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86d9872-2248-4a12-80d4-24579df0b3ca&c=menu041 

 

 2017年「交大青年創業家培育系列講座」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b370e61-cc89-4d83-8e54-633ab1de069f&c=menu041 

 

 

 

《全球事務處》 
 第六屆全球青年領袖遊學營（Global Youth Leaders Travel and Learning Camp 2017) 

(8月 3日至 8 月 7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85&lang=big5 

 

 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歐洲創新經濟與公民社會研習補助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86&lang=big5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59
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58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ea2ba233-9133-4c30-afd1-91533f5bf347&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82e14f7-22bb-402a-adb7-cd3c1662a443&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886d9872-2248-4a12-80d4-24579df0b3ca&c=menu041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b370e61-cc89-4d83-8e54-633ab1de069f&c=menu041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85&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86&lang=big5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LSE Excellence Award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3&lang=big5 

 

 CSIE - Summer School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2&lang=big5 

 

 Global Youth Leaders Travel and Learning Camp (GYLTLC) 2017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1&lang=big5 

 

 2017夏季長安大學<海峽兩岸絲路之旅文化交流研訪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0&lang=big5 

 

 美國留學講座：從臺灣到華大(From Taiwan to WUST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89&lang=big5 

 

 蘭州大學第四屆海峽兩岸文化遺產友好使者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88&lang=big5 

 

 廣州暨南大學 2017 年“粵台學子中華情”創新創業交流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4&lang=big5 

 

 瑪布亞科技學院暑期課程 Mapua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MISS)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6&lang=big5 

 

 

 

《圖書館》 
 5月 5日上午 6 點至 10點暫停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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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 5月 19日「重讀唐文標：一個數學家的社會關懷」座談會暨文獻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pex_20170515.htm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一帶一路資源中心」資料庫 

參考網址：

http://web.a.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sid=84e13985-3c1e-439f-98ed-a19398d2db8f%40sessio

nmgr4009&vid=0&hid=4207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3&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2&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1&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0&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89&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88&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4&lang=big5
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6&lang=big5
http://www.lib.nthu.edu.tw/index.htm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pex_20170515.htm
http://web.a.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sid=84e13985-3c1e-439f-98ed-a19398d2db8f%40sessionmgr4009&vid=0&hid=4207
http://web.a.ebscohost.com/ehost/search/advanced?sid=84e13985-3c1e-439f-98ed-a19398d2db8f%40sessionmgr4009&vid=0&hid=4207


 

 

 

 歡迎報名參加「含弘光大─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導覽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Pf3NZcZFD5Zlah8r6E1SThloSCapivZpLhhtrXJnkE/viewform?edit_request

ed=true 

 

 

 

《人事室》 
 教育部轉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高階公務人員中長期發展性訓練辦法」

第四條及第十三條，業經考試院以民國 106年 4月 14日考臺組叁一字第 10600028642

號令修正發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7899,r3174-1.php?Lang=zh-tw 

 

 教育部書函以，有關附設進修學校之公立學校，編制置護理師或護士職務且現職護理人

員 2人，得約聘或約僱具有該專業法規所定資格人員辦理其所遺業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000,r3174-1.php?Lang=zh-tw 

 

 

 

《工學院》 
 歡迎大一、大二生報名～【105學年度領袖材子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656 

 

 

 

《原子科學院》 
 半導體領袖計畫─菁英種子營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7999,r1602-1.php?Lang=zh-tw 

 

 

 第六屆全球青年領袖遊學營將於 8月 3日至 8月 7 日在新加坡舉行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7925,r1602-1.php?Lang=zh-tw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Pf3NZcZFD5Zlah8r6E1SThloSCapivZpLhhtrXJnk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Pf3NZcZFD5Zlah8r6E1SThloSCapivZpLhhtrXJnkE/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7899,r3174-1.php?Lang=zh-tw
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000,r3174-1.php?Lang=zh-tw
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656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7999,r1602-1.php?Lang=zh-tw
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17925,r1602-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106年環校路跑總成績表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2017peorun/files/2017school%20achievement.pdf 

 

 室外網球場 5月 6日，上午 8 點 30 分至 11點因建功高中招生考試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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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排球場 1-2 場，5月 7日上午 9 點至 12點、田徑場下午 3 點至 5點因生命科學院運

動會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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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外排球場 5月 20 日，下午 1點至 5點因資工系運動會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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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館 5 月 27 日，上午 11 點至晚上 10 點因清交熱舞友誼賽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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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文活動》 

十年再見楊德昌回顧影展《光陰的故事．指望》 

 談到台灣新電影，一定要提起楊德昌導演，並且是以立正站好的姿勢。從 1982年參與中影《光陰的故事》起，直至《一一》，

部部經典，本專題選映楊導兩部作品，及曾與其工作而受其精神感召之子弟兵的劇情長片；影展期間於圖書館前穿堂與蘇格貓底

咖啡屋舉辦的展覽。此外特別邀請資深影評人藍祖蔚老師與蕭菊貞導演對談，並邀請促成新電影的推手小野老師、子弟兵魏德聖

導演蒞校演講。 

 

說明： 

1. 時 間：5月 9日，晚上 8點 30分。 

2. 地 點：蘇格貓底咖啡屋。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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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464,r11-1.php?Lang=zh-tw。 

 

 

http://peo.nthu.edu.tw/2017peorun/files/2017school%20achievement.pdf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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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倆】大小清華聯展 

 

 清華藝集校慶特展從創始迄今是第二個整年，名曰[我們倆] 。

今年來了小伙伴，清大附小美術班。大小創作者一起在清華遊於

藝。藝集的同學回顧自己的來時路，附小的同學試想未來，就在

清華園中的美好相遇。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5月 12日。 

2. 地 點：藝術創意空間。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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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20,r11-1.php?Lang=zh-tw。  

 

 

Juanjo Novella公共藝術個展 

 西班牙藝術家 Juanjo Novella 即將在清大南校園大草原設置一件優雅的公共藝術，造形為一片紫荊樹葉，一片早就存在於校園

樹種的樹葉。此項國際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是集結合併校內多項建築物的公共藝術經費，計有六棟建物: 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多功

能運動館新建工程、學人宿舍新建工程、創新育成中心新建工程、清華實驗室新建工程、第一招待所 B棟新建工程。藝術家於 2016

年初便親自到校園收集可提供創作靈感的自然界植物葉片，帶回西班牙繼續思考創作的可行性，希望能啟發多層次的意涵與聯想，

在草原上的葉片邀請人們能與其互動，大自然與生活有密切的聯接。作品的絕對感和寂靜感應能喚起民眾積極的人生價值觀。這

是件不容易施作的大型戶外公共藝術，材質是厚重的鋼板，量體巨大卻能帶來無限輕盈的感覺(節錄自策展文字)。 

 

 說明： 

1. 時 間：5月 8日至 6月 7日。 

2. 地 點：清大南校園大草原。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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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887,r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新知講堂】NO.9「創新創業，創造價值」 

 

說明： 

1. 講 者：曾憲章博士。 

2. 時 間：5月 2日，下午 3點至 5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南校門) 119 室。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wy6djT-Ygwh

Lz_ah8ukR13e0Pyw8eEFL4jKtoOGmRRN5ZdQ/viewform。  

 

 

就業市場巨變下的職涯策略 

 

說明： 

1. 講 者：臧聲遠 先生／Career就業情報顧問。 

2. 時 間：5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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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2。  

 



 

 

 

【新知講堂】NO.10老人安養社群的實踐 

說明： 

1. 講 者：顧哲銘董事長／財團法人向上教育基金會。 

2. 時 間：5月 5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南校門) 119 室。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6O4R1Sc7qCIKPrg41b-fH37H5mBk7VB_fI1NxBi0uHk/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

e。  

 

【化學系專題演講】Smart Polymers for Self-Healing and Chemical Sensing 

說明： 

1. 講 者：Prof. Paul Brau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IUC)。 

2. 時 間：5月 2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化學館 R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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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有機電致發光材料及器件研究 

說明： 

1. 講 者：Prof. 楊楚羅／武漢大學。 

2. 時 間：5月 10日，上午 10點至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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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來一份有「設計」過的大腦！ 

說明： 

1. 講 者：何駿宏 Horis／墨設計。 

2. 時 間：5月 13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19。 

 



 

 

【創新與創業專題】非財會背景之創業團隊經理人必須瞭解的非財會知識 

 

說明： 

1. 講 者：李典易／資成聯合會計事務所 合夥會計師。 

2. 時 間：5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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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67-117922,r2715-

1.php?Lang=zh-tw。  

 

 

【工工系專題演講】A Case Study Study of Knowledge Knowledge Management 

Design for Elevator Maintenance Workers 

 

說明： 

1. 講 者：饒培倫 博士。 

2. 時 間：5月 2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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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67-117802,r2715-

1.p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規劃一場可能的筆戰 

 

說明： 

1. 講 者：朱宥勳／作家。 

2. 時 間：5月 4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C405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8018,r11-1.p

hp?Lang=zh-tw。  

 

 

【中文系專題演講】英雄氣短？兒女情長？晚清翻譯文學中的英雄兒女 

 

說明： 

1. 講 者：李歐梵／中研院院士。 

2. 時 間：5月 4日，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人社院 C310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17918,r11-1.p

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機面板驅動 IC產業介紹與資工人才的發展空間 

說明： 

1. 講 者：周俊義 副處長／聯詠科技 移動顯示事業處。 

2. 時 間：5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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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117928,r67-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Joint switched-beam training and rate adaptation for MIMO 

WLANs 

說明： 

1. 講 者：趙禧綠 教授／交大資工系。 

2. 時 間：5月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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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15-118084,r67-1.php?Lang=zh-tw。  

 

【孫運璿科技講座演講】萬物聯網與台灣機會 

 

說明： 

1. 講 者：簡立峰／Google台灣董事總經理。 

2. 時 間：5月 3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台積一樓孫運璿演講

廳。 

4. 參考網址：

http://sunspeech.web.nthu.edu.tw/files/87-1297-2

128.php?Lang=zh-tw。  

 

 

 



 

 

【台文所專題演講】妖怪臺灣：三百年島嶼奇幻誌 

 

說明： 

1. 講 者：何敬堯／臺灣當代小說家。 

2. 時 間：5月 24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人社院 C404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13#。  

 

 

【台文所專題演講】臺灣戲劇研究方法論 

 

說明： 

1. 講 者：陳龍廷教授。 

2. 時 間：5月 2日，下午 4點 30分至 6點 30分。 

3. 地 點：清大人社院 A311 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