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材料系葉安洲教授榮獲「德國研究基金會 Mercator Fellow Award」 

  

賀 工工系許棟樑教授擔任 Computers & Industrial Engineering (CAIE) 期刊的 

Area Editor 

  

賀 工工系侯建良教授獲 Recent Patents On Computer Science 期刊邀請擔任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賀 工工系學生劉品伶(指導教授：張堅琦)參加由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Society of Singapore (HFESS) 所舉辦的 Human Factors Symposium 獲得 Student 

Award 

  

賀 動機系張禎元教授榮獲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獎 

  

賀 核工所碩士班李郁萱同學、葉宗洸教授、王美雅博士榮獲「防蝕工程論文壁報競賽」

優等獎 

  

賀 醫科系邱宜平、黃育詳同學錄取中國醫藥大學 106 學年度學士後中醫學系 

  

賀 散打搏擊社胡銘軒同學榮獲第四屆全國乙組散打搏擊錦標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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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加入清華志工行列，構築你的人脈資源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3518,r4272-1.php?Lang=zh-tw 

 

 北美清華高峰會圓滿落幕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3658,r4272-1.php?Lang=zh-tw 

 

 第一屆校友會暨系友會聯合會議—校長致詞全文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3993,r4272-1.php?Lang=zh-tw 

 

 第一屆校友會暨系友會聯合會議會議紀實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3990,r4272-1.php?Lang=zh-tw 

 

 

 協助臺商「練功」清大於孟買舉辦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3987,r4272-1.php?Lang=zh-tw 

 

 

 

《教務處》 
 What language do you want to learn?多元語言課程，歡迎選修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123604.php?Lang=zh-tw 

 

 清大領頭羊徵選活動－夢想、行動、實踐力的勇者，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29 

 

 傅爾布萊特赴美進修暨協助華語教學獎助計畫，歡迎申請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4-1154-122438,r2665-1.php?Lang=zh-tw 

 

 健行科技大學辦理華語文營隊相關公告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23664,r1275-1.php?Lang=zh-tw 

 

 搶搶滾【樂齡研究苑-B 班】兩人同行 95 折，本校退休教職員 8折，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4-1970-123709,r2-1.php?Lang=zh-tw 

 

 



 

 

 誠品 R79【非一般數學講座】─數字的奇幻旅程：數學、電腦與人類文明，歡迎來聽數

學的故事 

參考網址：http://thup.web.nthu.edu.tw/files/14-1075-123705,r778-1.php?Lang=zh-tw 

 

 加退選及加簽，開學前最佳收心操，相關事務公告 

參考網址：

http://list.net.nthu.edu.tw/slist/cgi-bin/view.cgi?sid=&list=curriculum&article=1504599626320525 

 

 【NAHA國際初階芳療師認證班】日間特惠班，早鳥優惠至 11 月 19日，敬請把握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4-1970-123887,r2-1.php?Lang=zh-tw 

 

 

 

《學務處》 
 2018 年度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招聘活動，至 11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3591,r5633-1.php?Lang=zh-tw 

 

 【立錡科技招募快報】2018 研發替代役徵才活動「錡聞役事」，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3637,r5744-1.php?Lang=zh-tw 

 

 逆風教育助學計畫公告，有意申請的同學請詳閱下列網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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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新穎化妝品調製競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3590,r2469-1.php?Lang=zh-tw 

 

 舊是愛鐵橋微電影拍攝競賽收件截止日延至 9月 30日，歡迎投稿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3589,r2469-1.php?Lang=zh-tw 

 

 歡迎參加第二屆新住民舞蹈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3588,r2469-1.php?Lang=zh-tw 

 

 歡迎參加「國保玩創意 腳本拿獎金」影片腳本徵選活動 

參考網址：http://www.event-cts.com.tw/ 

 

 上學期學生宿舍寢室內放冰箱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23663,r1538-1.php?Lang=zh-tw 



 

 

 

 [校本部]主題輔導系列活動【青春戀習題】，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22992,r491-1.php 

 

 [南大校區]主題輔導系列活動【悅來越快樂】，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23248,r491-1.php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辦理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舉辦「華人資訊語文競技與創意設計大賞

─專業英（日）文詞彙與聽力能力大賽」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3484,r6325-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 106學年度學生機(踏)車停車證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slg.web.nthu.edu.tw/files/14-1957-123652,r6135-1.php?Lang=zh-tw 

 

 生輔組校內、外獎學金申請事宜，詳如下列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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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研院】研發替代役說明會－9月 26日於名人堂舉辦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3888,r5744-1.php?Lang=zh-tw 

 

 【聯詠科技】校園研發替代役暨預聘說明會－熱烈報名中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3885,r5744-1.php?Lang=zh-tw 

 

 【聯華電子校園人才發展計畫 Prospective Talent Program】校園招生說明會－正式

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3979,r5634-1.php?Lang=zh-tw 

 

 【富邦慈善基金會】潛力之星獎學金開放申請中至 9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3871,r5634-1.php?Lang=zh-tw 

 

 衛福部單親培力計畫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sfaa.gov.tw/SFAA/default.aspx 

 

 農村酒莊盃調酒大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3876,r2469-1.php?Lang=zh-tw 

 

 諮商中心義工招募說明會，招募截止時間為 9月 26日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23854,r492-1.php 



 

 

 

 第一學期指導老師費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3972,r6326-1.php?Lang=zh-tw 

 

 新竹縣客家文化發展協會辦理「第十三屆全國客語童詩創作大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3444,r6325-1.php?Lang=zh-tw 

 

 新竹市稅務局辦理「106 年度稅務盃三對三鬥牛籃球賽租稅宣導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3984,r6325-1.php?Lang=zh-tw 

 

 8 月份失物招領公告，請失主至本校水木餐廳二樓生活輔導組簽名認領，詳見下列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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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辦理「桃園市原住民族歲時祭儀－賽德克族播種祭

（smratuc）」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034,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體育署「體育運動大辭典－體育運動知識王」，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015,r2469-1.php?Lang=zh-tw 

 

 逢甲大學「創客硬幫幫創新產品設計競賽」資訊更正，詳見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013,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國際書展暨蔬食博覽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012,r2469-1.php?Lang=zh-tw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大雞大利 股市紅躍」，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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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醫學大學－iSLA 服務學習天使 APP系統管理說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009,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愛海無拒活動，詳見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008,r2469-1.php?Lang=zh-tw 

 

 教育部－教育部閩客語文學獎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007,r2469-1.php?Lang=zh-tw 

 



 

 

 城市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城市科技大學－CEO國際電子商務盃競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4003,r2469-1.php?Lang=zh-tw 

 

 國立臺灣圖書館「市井觀察家－散文比賽」、「生活寫真師－攝影比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3997,r2469-1.php?Lang=zh-tw 

 

 美芝城全國健康創意料理競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3996,r2469-1.php?Lang=zh-tw 

 

 凡持健保卡至清大附設診所開通全民健保「健康存摺｣即獲環保餐具(領完為止) ，詳見

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24018,r1204-1.php?Lang=zh-tw 

 

 

 

《總務處》 
 南大校區區間車搭車處異動及 9月 11日至 29日時刻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23478,r127-1.php?Lang=zh-tw 

 

 校園公車 9月 11日至 29 日時刻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23491,r127-1.php?Lang=zh-tw 

 

 有關本校適用之「傳真機及影印機耗材」集中採購案，臺灣銀行採購部已辦妥決標、簽

約等手續，相關資料均已上網，請轉知所屬同仁確實依規定辦理 

參考網址：http://purchase.web.nthu.edu.tw/files/14-1029-123573,r88-1.php 

 

 教育部函轉衛生福利部委託台灣銀行採購部代辦「志工意外團體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案

號：LP5-105023)案，請各單位配合事項詳如原函說明 

參考網址：http://purchase.web.nthu.edu.tw/files/14-1029-123572,r88-1.php 

 

 Funding Opportunity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Projects] 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

處 107年度研究生研究計畫自 10月 1日起 11月 10日止接受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41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科技部自然司徵求 107年度「PM2.5空品分析及預報模式

專案計畫」，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0 月 13 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40 



 

 

 

 科技部預定於 10月 16日晚上 6點至 17日晚上 6點進行「貴重儀器資訊管理系統」新

舊系統轉換，詳見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www.nscric.nthu.edu.tw/ 

 

 使用本校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繳納清大貴儀使用費，繳費方式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nscric.nthu.edu.tw/%E7%B9%B3%E8%B2%BB%E6%96%B9%E5%BC%8F%E5%AE%A3%E5%B0%8E.html 

 

 

 

《研究發展處》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 [Science Vanguard Research Programs]科技部自然司

徵求 107 年度「卓越領航研究計畫」，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1 月 23日下午 5 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39 

 

 Funding Opportunity(MOST)[MOST-BMBF Projects]科技部與德國教育及研究部

(MOST-BMBF)共同徵求臺德雙邊科技策略合作人員交流計畫案，校內截止時間為 10 月 27

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38 

 

 Funding Opportunity (CDC) [Commissioned Reserch Projects]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107 年度委託科技研究計畫」，本校截止收件時間為 9月 19日下午 5時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37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科技部徵求「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校內

上傳截止時間為 10 月 18 日下午 5 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45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科技部函送「補助人工智慧創新研究中心專案計畫作業要

點」(9 月 7日科部前字第 1060070604 號函)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43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科技部生科司公開徵求兩岸「生態農業技術領域」共同研

究計畫，校內上傳截止時間為 10月 11日中午 12 點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44 

 

 



 

 

 

《全球事務處》 
 2018 秋/2019春出國交換生計畫(不含陸港澳地區)將於 10/02-10/12 開放線上申請，歡

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13&lang=big5 

 

 FICHET 擬於 10/26(四)假臺北舉辦「2017臺北大阪高等教育會議」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16&lang=big5 

 

 

 

《圖書館》 
 南大分館非書資料區與參考諮詢台即日起搬遷至一樓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2 

 

 校史微展〈你所不知道的清知識〉之「原子爐會客室」篇登場，歡迎參觀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1 

 

 【四庫全書內聯網版 3.0】主機故障權宜處理措施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3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校園授權軟體下載系統將於 9/13 9:00~11:00 暫停服務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24259,r240-1.php?Lang=zh-tw 

 

 有關微軟校園授權軟體認證到期的處理方式，詳見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23790,r240-1.php?Lang=zh-tw 

 

 資策會舉辦「未來之星-菁英培育計畫」，歡迎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23457,r240-1.php?Lang=zh-tw 

 

 

 



 

 

《環安中心》 
 新進實驗場所作業人員環安衛教育訓練公告 

參考網址：http://nesh.web.nthu.edu.tw/files/14-1021-123723,r129-1.php?Lang=zh-tw 

 

 

 

《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歡迎報名 9月 13日【TIX 創新學社演講】Meet up, Israel innovation 

參考網址：http://tix.proj.nthu.edu.tw/Events_ch.html 

 

 科技部產學合作經驗分享研討會議，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2f058d2-c443-4233-94b3-ff045330c9e7&c=menu041 

 

 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我的青春宣言」開始報名，即日起至 10月 13 日，上傳夢想計畫

即有機會獲得圓夢總獎金 300 萬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d5dd4285-89b8-4274-82db-a8689ad0e70f&c=menu04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辦理「創新智慧應用大賽」，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e8fd93b-f72e-48f5-a400-8450ddfa7038&c=menu041 

 

 歡迎報名 9月 22日清華大學【新點子論壇】主題四：綠能材料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cii/Idea20170922.html 

 

 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頂尖創新對決」，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912b47d-ecce-417f-a61a-eb857f4e3288&c=menu041 

 

 

 

 

 

 



 

 

《人事室》 
 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自即日起至 10月 31 日止受理報名，請轉知並踴躍推薦候

選人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3801,r2506-1.php?Lang=zh-tw 

 

 9 月 25日舉辦「幸福芳療與指壓」課程，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3914,r875-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遴選課審會「進修部及實用技能學程分組審議會」學生代表擔任之委員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3707,r1152-1.php?Lang=zh-tw 

 

 國民小學與幼兒園類科教育學程甄選結果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3721,r48-1.php?Lang=zh-tw 

 

 

 

《理學院》 
 物理系機械工場操作執照申請書公告 

參考網址：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4-1275-123699,r3568-1.php?Lang=zh-tw 

 

 「2017－2018交換生獎學金」申請日期為 10月 2日至 12 日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59461,r2507-1.php?Lang=zh-tw 

 

 統計所「Workshop on Complex Data Analytics in Biomedical Research」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dabr2017.web.nthu.edu.tw/bin/home.php 

 

 化學系「大二及大三親師生座談會」詳見下列網址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87-1078-2274.php?Lang=zh-tw 

 

 水木化學文教獎學金，申請日期至 10月 2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m.nthu.edu.tw/files/14-1078-47448,r2507-1.php?Lang=zh-tw 

 



 

 

《工學院》 
 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715 

 

 

 

《原子科學院》 
 「本校原子科院學士班成績優異獎學金」申請至 9 月 29 日中午 12點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23521,r3699-1.php?Lang=zh-tw 

 

 台電公司 106學年度獎學金甄選簡章公告 

參考網址：http://nes.web.nthu.edu.tw/files/14-1227-123809,r5021-1.php?Lang=zh-tw 

 

 新進實驗場所作業人員環安衛教育訓練通知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app/news.php?Sn=592 

 

 【財團法人核能與新能源教育研究協進會十八尖山獎學金辦法】請同學於 9月 29 日中

午 12點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http://ipns.web.nthu.edu.tw/files/14-1228-123520,r3699-1.php?Lang=zh-tw 

 

 台灣電力公司 106學年度大學及研究所獎學金甄選公告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123976,r4398-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2018 秋／2018春出國交換計畫於 10 月 3 日至 13 日開放線上申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23464,r5486-1.php?Lang=zh-tw 

 

 中研院史語所「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23810,r3089-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本校生命科學院獎勵大學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獲獎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614 

 

 

 

《電機資訊學院》 
 上學期資訊工程學系碩、博士新生入學抵免學分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3653,r65-1.php?Lang=zh-tw 

 

 2018 秋／2019春出國交換計畫(不含陸港澳地區)將於 10 月 2 日至 12 日開放線上申請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3725,r64-1.php?Lang=zh-tw 

 

 碩士生修讀本校「學士班課程」申請作業公告，即日起至 9月 22日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1389,r74-1.php?Lang=zh-tw 

 

 博士班資格考核申請作業公告，即日起至 9月 22日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1390,r75-1.php?Lang=zh-tw 

 

 博士班研究生成立【博士學位委員會】申請作業公告，即日起至 9月 22日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1395,r75-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院校智慧電子與資通應用創新創意競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23982,r3119-1.php?Lang=zh-tw 

 

 註冊章開放領取，請以實驗室為單位領取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23973,r3119-1.php?Lang=zh-tw 

 

 富邦慈善基金會－潛力之星獎學金開放申請中 

參考網址：http://ene.web.nthu.edu.tw/files/14-1238-123971,r3119-1.php?Lang=zh-tw 

 

 新增課程「The Foundation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歡迎選修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23985,r11-1.php?Lang=zh-tw 

 

 一光圈突破了桌上型極紫外光產生的能量限制－陳明彰教授團隊研究成果說明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23959,r2900-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2018 秋/2019春出國交換計畫於 10/02至 10/12開放線上申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23483,r1853-1.php?Lang=zh-tw 

 

 俞國華獎學金公告，申請日期為即日起至 9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23800,r5902-1.php 

 

 元大清寒優秀人才獎學金公告，申請日期為即日起至 9月 2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23794,r5902-1.php 

 

 清大科法所 107 學年乙組(法律專業組)招生說明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23661,r1836-1.php?Lang=zh-tw 

 

 教育部辦理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博士論文改寫專書暨編纂主題論文集，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23879,r1794-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全校運動會標語比賽開始報名至 9月 28 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竹師教育學院》 
 第二梯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公告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3506,r2-1.php?Lang=zh-tw 

 

 2018 秋/2019春出國交換計畫於 10 月 2 日至 12 日開放線上申請，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08 

 

 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聽損早期療育理論、策略與實務研習會》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09 

 



 

 

 第二梯次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公告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3506,r2-1.php?Lang=zh-tw 

 

 大四學生(103年入學者)請自行上網預審畢業學分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11 

 

 「交大體育學刊」投稿及相關訊息，敬請踴躍賜稿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23931,r7-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9 月 12日上午 8 點 30分音樂基礎訓練(一)分組測試公告 

參考網址：http://music.web.nthu.edu.tw/files/14-1974-123798,r3-1.php?Lang=zh-tw 

 

 9 月 15日下午 1 點 30分基礎和聲學(一)分組測試公告 

參考網址：http://music.web.nthu.edu.tw/files/14-1974-123799,r3-1.php?Lang=zh-tw 

 

 9 月 12日晚上 6 點 30分管弦樂團合奏課席位考試公告 

參考網址：http://music.web.nthu.edu.tw/files/14-1974-123796,r3-1.php?Lang=zh-tw 

 

 邀請你參加「校長與新生有約」9月 15日中午 12 點 20分至下午 1點 10分 

參考網址：http://music.web.nthu.edu.tw/files/14-1974-123634,r3-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文學相對論：龍瑛宗論壇暨文獻展 

 清華大學圖書館與台灣文學所、台灣客家聯盟協會共同合辦「文學相對論：龍瑛宗論壇暨文獻展」。介紹日治時期台灣日語著

名作家龍瑛宗(本名劉榮宗)在台灣進行的在地書寫。透過其手稿、書信等相關文物，深入理解龍瑛宗在日治時期的文學軌跡和交

流活動，藉由書劄一窺他戰後的文學思考。 

 

說明： 

1. 座談時間：9月 25日，下午 2點至下午 5點。  

2. 座談地點：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清沙龍」 

3. 展覽時間：9月 18日至 10月 1日。 

4. 展覽地點：國立清華大學總圖書館一樓「知識集」。 

5. 參考網址：http://tix.proj.nthu.edu.tw/Events_ch.html。 

6.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qWtcFnDZHCDDJM4m2。 

 

 

 

 

 

 

 

 

 

 



 

 

「來清華、走進新竹城鄉」展覽與系列活動 

 您對新竹城鄉的瞭解，是否還是「三分菲力」的狀態~~不熟？您對未來人生的想像，是否停在「做白日夢」的階段？您對學習

領域的規劃，是否只求「營養學分」就足夠？您對理念目標的實踐，是否有著「何處可為」的困惑？您對熱誠奉獻的投入，是否

仍是「我還以為」的想像？「來清華、走進新竹城鄉」展覽與系列活動，將會鼓舞您體驗生活的動力、觸發您放情築夢的心念、 

建議您修課研究的方向、指引您實踐回饋的場域、提供您熱情參與的機會。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9月 24日。 

2. 地 點：清大水木書苑。 

3.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

st_valid_LRC.php?see=3。 

 

 

來自土地的精靈 陳淑燕、杜瓦克.都耀 雙個展 

 藝術家陳淑燕憑著對纖維藝術的熱愛與堅韌的毅力來到花東沿岸居住，並與噶瑪蘭族竹藤編藝術家杜瓦克.都耀共同合作，積極

尋求自然素材如竹、藤、樹皮布、草木染料等，結合原住民手藝，再融入空間美學，形塑完美系列性藝術創作，近年來在世界各

地如美國、加拿大、香港、立陶宛、中國等參與多起國際展覽、駐村與交流，陳淑燕與杜瓦克.都耀兩位藝術家參與去年關島舉行

的太平洋藝術節的駐地創作，以竹藤編及樹皮布創作的<強韌與溫柔的姿態>作品，由關島博物館永久典藏。 

 

說明： 

1. 開幕茶會：9月 18日，上午 10點 30分。  

2. 藝術家面對面：10月 7日，上午 10點 30分。  

3. 展覽時間：9月 18日至 10月 18日。 

4. 地 點：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展覽廳。 

5.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2794,r

11-1.php?Lang=zh-tw。 

 

 



 

 

【臺灣電影聚落串聯行動】膠卷保存與數位修復 

 聚落＝「生活＋居住＋工作」的地方。國家電影中心今年（2017）規劃了台灣電影聚落串聯行動，提供修復完成的電影素材，

從 7月 18日至 10月 28日，在全台各地方的民間團體、地方機構展開串聯，以聚落為基地，使電影藝術融入在地日常生活。新竹

地區的聚落媒合串聯夥伴包括：月讀。書咖、瓦當人文書屋、竹塹城社區願景協進會、石店子 69有機書店，以及新竹市文化局（新

竹市影像博物館）。 

 

說明： 

1. 時 間：9月 12日至 10月 21日。 

2. 地 點：清大水木書苑。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3838,r

11-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清大 TIX創新學社演講】Meet up,Israel innova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David G. Schwartz。 

2. 時 間：9月 13日，上午 10點至下午 1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R119。 

4. 參考網址：http://tix.proj.nthu.edu.tw/Events_ch.html。 

5.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qWtcFnDZHCDDJM4m2。 

 

 



 

 

【清大自強基金會演講】：夢想展開璀璨未來青年論壇 

 

說明： 

1. 時 間：9月 20日，下午 2點至 5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一樓孫運璿廳。 

3. 參考網址：

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3596,r

5634-1.php?Lang=zh-tw。  

 

 

【清大自強基金會演講】：金融科技與管理論壇 

 

說明： 

1. 時 間：9月 16日，上午 8點 30分至下午 5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一樓孫運璿廳。 

3. 參考網址：

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3856,

r5634-1.php?Lang=zh-tw。  

4. 報名網址: 

http://edu.tcfst.org.tw/edm/06T604/06T604.asp。 

 

 

 

 

 

 

 

 

 

 

 

 

 



 

 

【創新育成中心新知講堂】NO.13物聯網資安威脅與解決方案發展方向 

 

說明： 

1. 講 者：工研院產經中心楊玉奇產業分析師。 

2. 時 間：9月 29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R119。 

4.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cii/Sniffing_170929.html。  

5. 報名網址：http://goo.gl/b8J7m2 

 

 

【諮商中心演講】可不可以你也喜歡我？擺脫假性朋友的必修課 

 

說明： 

1. 講 者：張純吉 臨床心理師／竹東榮民醫院精神科。 

2. 時 間：9月 21日，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23328.

php。  

5.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m3S3k9Q9

JuiFD5XpOePcSpDYN3AMOvbuIDpomqsJfC7dvw/viewform。 

 

 

 

 

 



 

 

【服務與創新演講】預見科技桃花源 

說明： 

1. 講 者：史欽泰 教授／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2. 時 間：9月 13日，中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32。  

 

【服務與創新演講】城鄉價值共創與共好～大學社會責任 

說明： 

1. 講 者：林福仁 教授／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服務科學研究所教授、圖書館館長。 

2. 時 間：9月 14日，中 12點 30分至下午 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32。  

 

【服務與創新演講】發現新竹．愛上新竹 

說明： 

1. 講 者：潘國正 副總經理／IC 之音竹科廣播電台、「愛上新竹」廣播節目主持人。 

2. 時 間：9月 18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樓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identity&class=33。  

 

【資工系專題演講】矩陣分解在科學計算上的應用 

說明： 

1. 講 者：李勇達 助理教授。 

2. 時 間：9月 13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3932,r67-1.php。  

 

 

 

 

 

 

 



 

 

【資工系專題演講】：U.S.Patent Law Essentials: 

What Scientists,Engineers,Physicians & Entrepreneurs Need to Know 

 

說明： 

1. 講 者：侯銘昌 專利學者／Stephen M. Hou。 

2. 時 間：9月 27日，下午 1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台達館 525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2986,r67-1

.php。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專題演講】Quantifying resource in catalytic resource  

theory 

說明： 

1. 講 者：Prof. Min-Hsiu Hsieh／ (Centre for Quantum Computation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2. 時 間：9月 12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第三綜合大樓 P512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17。  

 

【數學系專題演講】106學年度系友分享座談會 

說明： 

1. 講 者：呂心宇／清大 05 級畢業生。 

2. 時 間：9月 14日，晚上 7點至 8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第三綜合大樓 R101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86。  

 



 

 

【數學系專題演講】106學年度系友分享座談會 

說明： 

1. 講 者：呂心宇／清大 05 級畢業生。 

2. 時 間：9月 14日，晚上 7點至 8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第三綜合大樓 R101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86。  

 

【化學系專題演講】消防講習及演練 

說明： 

1. 時 間：9月 13日，下午 2點至 5點。 

2. 地 點：化學館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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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hases of Metal Chalcogenides Displaying Optical and  

Transport Properties 

說明： 

1. 講 者：許桂芳 教授／成功大學化學系。 

2. 時 間：9月 20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化學館王松茂紀念講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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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hoton Excited Fluorescent Materials for Frequency 

Up-conversion Stimulated Blue Emission with Ultralow-Threshold Frequency 

說明： 

1. 講 者：Prof. MS Wong／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 時 間：9月 21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化學館王松茂紀念講堂(B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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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科系專題演講】第一原理材料計算的應用方法與可用領域 

說明： 

1. 講 者：周至品 博士。 

2. 時 間：9月 12日，下午 4點 30分至晚上 6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科系舊館 205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2400,r1602-1.php?Lang=zh-tw。  

 

【積體電路中心專題演講】3D IC Stacking: DIY Short Course 

說明： 

1. 講 者：Dr. Erik Jan Marinissen／IMEC。 

2. 時 間：9月 11日，下午 3點至 4點 30分。 

3. 地 點：台達館 R304室。 

4. 參考網址：http://dtc.web.nthu.edu.tw/files/14-1008-123345,r69-1.php?Lang=zh-tw。  

 

【通訊所專題演講】Towards Connectivity for the Next Billion Devices in IoT 

說明： 

1. 講 者：Tony Q.S. Quek／Associate Professor and Associate Head of ISTD Pillar,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2. 時 間：9月 18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 304室。 

4.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123970,r16-1.php?Lang=zh-tw。  

 

 

 

 

 

 

 

 

 

 

 

 

 

 



 

 

【服科所專題演講】：Emergency Response Communities:crowdsourcing emergency 

medica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David Schwartz／Bar Ilan University Israel。 

2. 時 間：9月 14日，上午 10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台積館 530A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iss.nthu.edu.tw/news-and-events/announce

mentseminartalkonsept14thu1000byprofdavidschwartz。  

 

【服科所專題演講】：IT and Competition Networks: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and Operating Performance 

 

說明： 

1. 講 者：Prof. Hsiao-Hui Lee／香港大學。 

2. 時 間：9月 19日，上午 11點。 

3. 地 點：國立清華大學台積館 549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iss.nthu.edu.tw/news-and-events/announce

mentseminartalkonsept19tue1100byprofhsiao-huil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