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國際志工回首 10年 「自己才是最大受益者」 

 本校國際志工團成立 10 年了，曾赴尼泊爾、坦尚尼亞

等各國服務的志工們，趁著慶祝創校 106 週年暨在台建

校 61 週年校慶，回到母校重聚。許多志工們都強調，回

首當年的海外服務，能夠付出、且真正幫到對方的其實

不多，「受益最大的其實是我們自己。」當年僅數周的服

務經驗，在就業多年以後，都還影響著他們做人做事的

態度，也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2007 年第一批清華國際志工赴尼泊爾、印尼、中國青

海、馬來西亞服務，之後更拓展到非洲的坦尚尼亞、獅

子山、肯亞、迦納，以及中美洲的貝里斯等國，他們依

據各地不同的需求，提供弱勢孩童資訊教育、協助醫師

團義診與衛生教育、協助推動文史工作記錄當地歷史等。

到 2016 年為止，共有 519 位清華學生出任國際志工，今

年暑假也有 62 位學生即將出發。 

 Gogolook 共同創辦人之一鄭勝丰曾參加 2007 年國際

志工團，赴印尼服務。他告訴有意參加海外服務的學弟

妹們，除了要找到對的人、對的事，根據受助的需要來

提供服務，還要記得「持續才有力量」。有些大學生到海

外做志工，但除了蓋到一半的水泥牆、無法再使用的二

手電腦，什麼也沒有留下，這是很可惜的事。  

 目前在台東非營利組織「孩子的書屋」擔任心理師的

高珮婷，是 2011 年國際志工團的成員，她引用另一位志

工團成員鞠之耕所說的「唯有當地人有能力解決問題，

問題才能真正被解決」，要與服務對象建立合作關係，而

不只是視他們為「受助者」。  

 賀陳弘校長對培養學生的見識成長，有套「三萬理論」，

除了「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還要「服萬人務」，因

此他在 10 年前任學務長時，創建了國際志工計畫，看到

學生們在海外的服務卓有成效，且畢業多年後回想仍覺

深有所得，他也十分欣慰。  

 賀陳弘校長說，鄭勝丰曾告訴他，能有創業的膽識，

受益於兩次參與國際志工的經驗。要能運籌帷幄之中，

服務千里之外，需要精細的規畫、為不同文化的受服務

者設想，並提前運輸或在當地募集所需物資，這些都是

難坐在課堂中難以學到的經驗。  

 清華國際志工在海外做出貢獻，賀陳弘校長也特別感

謝幫助學生與當地連結的關鍵人物，如協助學生赴坦尚

尼亞服務的神父、擔任學生赴印尼服務紐帶的佛教團體

等。 

 參加國際志工 10 年團聚並分享經驗的還有台灣志工

盟協會創會理事長王筱芳、媒體記者曹馥年、獨立攝影

師翁子恒、社會企業「老玩客」的負責人廖健妤及顏佑

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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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貝里斯志工團在教育營隊結束後頒發結業證書。 清華國際志工 10年團聚，歷任學務長也來團圓。 

前排左五陳信文副校長、賀陳弘校長、呂平江總務長。 

 



 

 

清華 61年前在台建校 老校長：師資最難也最重要 

 本校慶祝創校 106 年及在台建校 61 周年校慶，回首梁

啟超等「國學四導師」等兩岸清華學人對學術及社會的

貢獻，兩岸清華大學今共同策展「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

從老校長梅貽琦書信可以一窺當年在新竹建校之艱辛，

在經費、物資都極度缺乏清況下，他寫著：「師資仍為最

困難而最重要之項。」 

 此次手札展的展品豐富，從梅貽琦校長親筆書寫「物

理館落成暨原子爐基地破土典禮備忘錄」，可一窺 61 年

前建校之艱辛；從朱自清貧病交加之際，仍寄結婚禮金

給姪兒，看出一代文人的情深意重；胡適寫給好友之女

的書信裡，叮囑「你是很好的孩子，不怕沒有進步。但

不可太用功。要多走路、多玩玩，身體好，進步更快」，

這樣的教養理念今日看來也絕不落伍。 

 與北京清華大學合作的「兩岸清華學人手札展」自 4

月 20 日起至 5 月 10 日在總圖書館 1 樓展出。手札展共

展出 60 餘件兩岸清華具重要學術貢獻和社會影響的學

人手札，包含梅貽琦校長及「國學四導師」梁啟超、王

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人的書信、手稿與書法作品。 

 圖書館林福仁館長表示，北京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長

杜鵬去年 11 月來台參訪，提出兩岸清華合辦手札展的構

想，在校友會與中文系楊儒賓教授的牽線下，促成了此

次展出。 

 藏品主要與兩岸清華較知名、對清華貢獻良多的學人

相關，如清華校長、國學四導師、諾貝爾獎得主、各領

域的專家學者等，希望觀展者能從這些書信中，一窺大

師風采。 

 林福仁館長指出，展品中很值得一看的有梅貽琦校長

手寫的「物理館落成暨原子爐基地破土典禮備忘錄」，其

中詳細記載清華在台建校的執行成果，例如已經興建幾

棟校舍、招人人數多少，也記錄未來一年內將修建原子

爐館與採購儀器設備，並列出建築設備與原子爐的費

用。 

 此次也展出「朱自清致朱之彥信」。朱之彥是朱自清第

二任妻子姊妹的長子，朱自清寫信給姪兒，並附上 20 萬

元國幣作為結婚禮金。當時朱自清貧病交加，罹患嚴重

胃病，且當時正值法幣大貶末期，這份禮金雖不多，卻

表達他對姪兒的深厚情意。1948 年朱自清拒絕接受美國

救濟糧，因貧病去世。 

 4 月 21 日下午還舉辦了一場與手札歷史相輝映的「清

華大學與民國學風座談會」，邀請對岸知名的哲學家、北

京清華大學國學院長陳來教授主講「馮友蘭與陳寅恪」，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羅久蓉研究員談「羅家倫與清華大學」。

羅家倫是「清華學校」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後的第

一位校長，羅久蓉則是羅家倫的姪女，使得這場座談更

顯得精彩。 

 

  
本校物理館落成暨原子爐基地破土典禮備忘錄。 兩岸清華手札展展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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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國立政治大學「山水講堂：政大教學日」報名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55 

 

 中原大學「第五屆築夢標竿計畫」活動之相關資料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54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培訓餐旅專業師資」課程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053 

 

 

 

《學務處》 
 清大職涯志工團招募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18080.php 

 

 外交部 106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甄選活動自即日至 5 月 15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93,r4243-1.php?Lang=zh-tw 

 

 鐵路局列車搭乘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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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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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01-117149,r5634-1.php 

 

 學士後法律學士學位學程，依規不能辦理減免及弱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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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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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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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5 月 19、25 日辦理「106 年度大專校院職涯輔導種子教師培訓」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18199.php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青年就業促進方案：學習讚.證照讚.就業讚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18162.php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106年第 1季就業服務統計季報」 

參考網址：http://thmr.wda.gov.tw/home.jsp?pageno=201305280004&flag= 

 

 國軍第 51屆文藝金像獎作品甄選案 

參考網址：http://meo22.wwlc.nthu.edu.tw/military/newsinfo.php?id=149 

 

 「106年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與「iCAP 職能基準」

對應關聯性一覽表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18196.php 

 

 從討論到行動─反毒黑客松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91,r2469-1.php?Lang=zh-tw 

 

 龍華科技大學舉辦「2017 年全國大專院校生命故事徵文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92,r2469-1.php?Lang=zh-tw 

 

 臺灣海洋大學舉辦「2017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097,r2469-1.php?Lang=zh-tw 

 

 Life's Good with HOPE 希望。傳愛－希望起飛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120,r2469-1.php?Lang=zh-tw 

 

 新竹市 106年度市長盃保齡球錦標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169,r2469-1.php?Lang=zh-tw 

 

 化粧品安全使用創意海報設計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171,r2469-1.php?Lang=zh-tw 

 

 第四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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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61-118172,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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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女孩日 in臺南」標章(LOGO)設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175,r2469-1.php?Lang=zh-tw 

 

 水 YOUNG 寫生樂活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177,r2469-1.php?Lang=zh-tw 

 

 2017 年全國大專院校暨高中職服務性社團與社團領袖傑青論壇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83,r2469-1.php?Lang=zh-tw 

 

 兩岸大學生創客營活動簡章公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84,r2469-1.php?Lang=zh-tw 

 

 [台灣樂活自行車協會] 畢業季騎車活動合作方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88,r2469-1.php?Lang=zh-tw 

 

 兩岸新媒體文創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90,r2469-1.php?Lang=zh-tw 

 

 改變，從服務學習開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92,r2469-1.php?Lang=zh-tw 

 

 十蛻演唱會─第 10 屆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族音樂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17,r2469-1.php?Lang=zh-tw 

 

 桃園市 106年度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布農族射耳祭(Malahtangia)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27,r2469-1.php?Lang=zh-tw 

 

 招募昆明防治中心反毒教育暑期營隊隊輔志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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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學生返鄉服務

隊」實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33,r2469-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 106 年度大專院校社團服務性活動經費贊助申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3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175,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17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8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84,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88,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9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292,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1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27,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30,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33,r2469-1.php?Lang=zh-tw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38,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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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61-118346,r2469-1.php?Lang=zh-tw 

 

 106 年度「Just Dance!愛健康!」北區反毒反霸凌熱舞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48,r2469-1.php?Lang=zh-tw 

 

 2017 Eureka！臺灣教育拍片運動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50,r2469-1.php?Lang=zh-tw 

 

 苗栗區均質化系列活動：2017 貓貍藝文季Ｘ水 YOUNG寫生樂活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51,r2469-1.php?Lang=zh-tw 

 

 浪花村音樂青創市集活動」─寫生比賽活動簡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52,r2469-1.php?Lang=zh-tw 

 

 「106年新住民子女培育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53,r2469-1.php?Lang=zh-tw 

 

 「FinTech 創新金融服務提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54,r2469-1.php?Lang=zh-tw 

 

 「第 22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55,r2469-1.php?Lang=zh-tw 

 

 「第一屆全國高職(中)、大專學生小型水力發電設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56,r2469-1.php?Lang=zh-tw 

 

 「第 8屆丘成桐大學數學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58,r2469-1.php?Lang=zh-tw 

 

 「第六屆臺中文學獎」徵文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59,r2469-1.php?Lang=zh-tw 

 

 中央大學舉辦「英語多元文化夏令營」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61,r2469-1.php?Lang=zh-tw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辦理「南應領航─文創薪飛揚」就業博覽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63,r246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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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7 月至 8月期間舉辦之暑期大專校院海洋體驗營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64,r2469-1.php?Lang=zh-tw 

 

 致理科技大學辦理 106年暑期青年休閒活動「全國大專康樂輔導人員研習會」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65,r2469-1.php?Lang=zh-tw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辦理「2017 國際智慧人形機器人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66,r2469-1.php?Lang=zh-tw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辦理 2017世界地球日【地球‧佈科思議】愛地球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67,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辦理「2017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68,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辦理「第 12屆盛群杯 HOTLEK MCU 創意大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69,r2469-1.php?Lang=zh-tw 

 

 僑光科技大學舉辦「跨境電子商務商展設計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71,r2469-1.php?Lang=zh-tw 

 

 彰化縣政府辦理「青年卦山論見─彰化縣 106年度全國大專院校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論

談比賽」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72,r2469-1.php?Lang=zh-tw 

 

 臺灣海洋大學舉辦「2017 全國風能與海洋能源創意競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18377,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小吃部統包商杏一及 7-11 續約評鑑(即日起至 5月 10日)，請踴躍上網填寫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18220,r127-1.php?Lang=zh-tw 

 

 5 月 9日至 5月 11日因應世大運維安演練，體育館周邊停車場管制 

參考網址：http://guard.web.nthu.edu.tw/files/14-1023-118375,r51-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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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6 月 7日南區研究倫理聯盟舉辦【研究倫理課程】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18212,r3516-1.php?Lang=zh-tw 

 

 5 月至 7 月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舉辦六場【IRB 及 GCP 訓練課程】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18238,r3516-1.php?Lang=zh-tw 

 

 歡迎運用「科技大觀園」網站學習科普知識 

參考網址：http://140.114.39.241/List_Detail.aspx?g=2&t=1&i=1461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研發

補助計畫」自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採隨到隨審收件方式，請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463 

 

 TiC 100 創新競賽(Call for Participation：2017 TiC100 IoT Solution Contest)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462 

 

 

 

《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 
 敬邀參加 5月 12日【新知講堂】NO.11 智慧農場與新農企 

參考網址：goo.gl/YmSBQg 

 

 【講座日期異動至 5 月 19 日】「創投想要告訴新創團隊的事」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20919c7-6bdf-480d-8bba-51ac7d921ebe&c=menu041 

 

 敬邀全校師生參與 5 月「專利品質提升會議」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b16e562-9d0b-40fe-9419-e7bf18cd46ba&c=menu04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6月 5日舉辦「106 年『我為什麼要加入集體管理團體』工作坊」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1c2dc10a-fdaf-4e3f-b1d0-97ac38219583&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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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與 IEEE(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於 6月 7 日聯合舉辦「用創

新顛覆未來：學術應用與專利佈局」研討會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ad941ba-c4b6-4439-9a51-4fcc87838680&c=menu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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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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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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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科技館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a0f1b81-ab24-45d2-87b9-f3d1245ac72d&c=menu041 

 

 TIX 創新學社「產學服務計畫」即日起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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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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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中師範大學 2017“陽光支教”暨“孔子行腳”兩岸四地大學生湖北支教活動方案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9&lang=big5 

 

 本校近日已和卡爾斯魯理工學院及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分別續簽交換學生合約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598&lang=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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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HU Global Summer School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cont.php?id=169&lang=en 

 

 教育部「跨文化大使講座」系列之二十四及二十五即將於臺北與台中舉行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04&lang=big5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Summer Internship Program 2017 Deadline: 

May 19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304&lang=en 

 

 科技部徵求 2018年臺法「雙邊人員交流互訪型計畫」及「雙邊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02&lang=big5 

 

 科技部公開徵求 2017年「臺法科技獎」候選人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03&lang=big5 

 

 吉林大學第三屆北國風情暑期研習營<行攝東北─兩岸青年社會調研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06&lang=big5 

 

 西北師範大學 2017 第三屆”魅力甘肅，民族風情”海峽兩岸大學生文化體驗暨就業創

業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605&lang=big5 

 

 

 

《圖書館》 
 即日起至 5月 10日，總圖書館年度地毯清洗作業─分區閉館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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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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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到此『藝』遊─清華公共藝術之旅」校史特展登場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history_201704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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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試用資料庫「Biomedical & Life Sciences Collection」及「ProQuest Central

旗艦型綜合全文期刊資料庫」2種 

參考網址：

https://hstalks.com/biosci/,http://search.proquest.com/central,http://goo.gl/forms/yvKZ2UVyAc 

 

 試用資料庫「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線上有獎徵答活動─「萬方品味賞」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TRX88kj2hRz8peXr7bS0WS583th7NFEfdOyLWr7tdCqomkQ/viewform 

 

 

 

《人事室》 
 106 年司法官特考及專技高考律師考試第一試，自即日起至 5 月 11日受理網路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123,r875-1.php?Lang=zh-tw 

 

 保證責任中華民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聯合社推出母親節優惠方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18148.php 

 

 苗栗縣教師會館暨勞工育樂中心提供優惠住宿方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18149.php 

 

 內政部 106年「遇見初 LOVE」單身聯誼活動第 6、7、8梯次訂於即日起至 6月 7日受理

報名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239,r2506-1.php?Lang=zh-tw 

 

 國立聯合大學自即日起至 6月 30日止受理 106年度傑出校友候選人推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250,r2506-1.php?Lang=zh-tw 

 

 東海大學自即日起至 8月 31日止受理傑出校友候選人推薦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18251,r2506-1.php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中心「e學中心」數位學習網站將於 6月 1 日停止服

務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3-1138-11838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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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 
 李長榮化工集團提供獎學金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nthu.edu.tw/units/education 

 

 

 

《人文社會學院》 
 5 月 11日，人社院校長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18113,r27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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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篇目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17 

 

 

 

《電機資訊學院》 
 2017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HPE) 校園招募 學生實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17973,r2905-1.php?Lang=zh-tw 

 

 106 年度聯詠獎學金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8135,r2872-1.php?Lang=zh-tw 

 

 第 16屆機器人大賽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8140,r2872-1.php?Lang=zh-tw 

 

 企業導師─福特汽車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8141,r2872-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綠地 5月 20日因「數學系上運動會」8 點至下午 4點暫停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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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nthu.edu.tw/units/education
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18113,r2733-1.php?Lang=zh-tw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17
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17973,r2905-1.php?Lang=zh-tw
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8135,r2872-1.php?Lang=zh-tw
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8140,r2872-1.php?Lang=zh-tw
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18141,r2872-1.php?Lang=zh-tw
http://peo.nthu.edu.tw/news/news01.php


 

 

《竹師教育學院》 
 【舞台劇】心諮系協辦～勵馨《拾蒂 三部曲》，6 月 24 日、6月 25日於南大校區講堂

甲舉辦，清大教職員工生購票 160元 

參考網址：http://gepg.web2.nhcue.edu.tw/files/13-1025-34640.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106 級新一代畢業展，展期：5 月 19 日至

5 月 22日，地點：世貿一館 C010，歡迎蒞臨參觀 

參考網址：http://art.nhcue.edu.tw/homepage/homepage.html 

 

 

 

《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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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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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2VwZy53ZWIyLm5oY3Vl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DI1LTM0NjQwLnBocD9MYW5nPXpoLXR3&b=DGHEEW/c%d1023795160016063/vfghy/26119020462918/DFGBB17028-01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2VwZy53ZWIyLm5oY3Vl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DI1LTM0NjQwLnBocD9MYW5nPXpoLXR3&b=DGHEEW/c%d1023795160016063/vfghy/26119020462918/DFGBB17028-01
http://gepg.web2.nhcue.edu.tw/files/13-1025-34640.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XJ0Lm5oY3VlLmVkdS50dy9ob21lcGFnZS9ob21lcGFnZS5odG1s&b=DGHEEW/c%d1023795158016063/vfghy/26119018496523/DFGBB17114-02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XJ0Lm5oY3VlLmVkdS50dy9ob21lcGFnZS9ob21lcGFnZS5odG1s&b=DGHEEW/c%d1023795158016063/vfghy/26119018496523/DFGBB17114-02
http://art.nhcue.edu.tw/homepage/homepa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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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資訊》  

【數位經濟】：新的商業模式中的 Dollar Signs 

說明： 

1. 講 者：郭耀煌執行祕書／行政院科技會報、 

     李相臣副總經理／富邦金控、 

    何建明研究員／中央研究院。 

2. 時 間：5月 12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名人堂。 

4.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117548,r69-1.php?Lang=zh-tw。  

 



 

 

勇闖新世代新市場 

說明： 

1. 講 者：褚士瑩／公益旅行家。 

2. 時 間：5月 15日，晚上 5點至 6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 台達館璟德講堂(B1F)。 

4.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16544,r5634-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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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水講堂：戲劇人生 

說明： 

1. 講 者：黃阿雞。 

2. 時 間：5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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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萌芽創業講座】創投想要告訴新創團隊的事 

 

說明： 

1. 講 者：蘇拾忠 秘書長/創投公會(TVCA)。 

2. 時 間：5月 19日，下午 2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育成中心(近光復路校門) R115。 

4. 參考網址：https://goo.gl/0XA8SW。  

 

 

https://goo.gl/0XA8SW


 

 

【新知講堂】NO.11智慧農場與新農企 

 

說明： 

1. 講 者：宋智達 執行長/沛錦科技。 

2. 時 間：5月 12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 創新育成大樓(近南大門) R119。 

4. 參考網址：goo.gl/YmSB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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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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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Material-cell interactions: From nanoparticles to 

conducting polymers 

說明： 

1. 講 者：Prof. Christine Payne／Georgia Tech。 

2. 時 間：5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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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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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N系列講座》Ultra-Low Power CPU: Mobile to Wearable & IoT 

 

說明： 

1. 講 者：柯又銘／電機 80B。 

2. 時 間：5月 10日，下午 7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215。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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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jZyaIXHQxXJ2de1scM1Omy-AYR0vFg8aVz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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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29vLmdsL3I5N1RuMQ==&b=DGHEDW/c%d1023795158016063/vfghy/26119017557193/DFGBB0765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