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啦啦隊舞進國慶大典

 雙十國慶佳節，本校競技啦啦隊以青春洋溢的遊行表

演祝賀中華民國生日快樂！本校競技啦啦隊獲邀參與今

年的國慶大典，17 名隊員穿上特別為國慶設計的紅、金

色隊服，伴著客家歌謠，作為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遊

行花車前導，在總統府前展現清華人的活潑熱情。 

 清華啦啦隊歷史悠久，距離近半世紀前的梅竹賽元年

就有啦啦隊身影，時至今日仍保持由啦啦隊揭開梅竹賽

序幕的傳統。今年 5 月，清華競技啦啦隊首度榮獲大專

盃全國乙組第一名，也因此獲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邀

請參與國慶盛典。 

 「難得參與國家盛會，心情興奮又緊張！」負責規劃

表演內容的清華啦啦隊員、工工系大四生陳冠宇說，啦

啦隊表演與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的花車一同進場，沿

途邊舞邊呼口號，與觀眾互動，在總統府前還有一套特

別為國慶設計的定點演出，交錯搭疊起複合式金字塔，

展現冠軍啦啦隊的高水準演出。 

 清華啦啦隊員之一、科管院大二生葛謹雅說，因隊員

們都想參加這次難得的活動，以抽籤方式才選定參與的

17 人名單。為了呈現最精彩表演，隊員們卯足全力，每

天晚上 7 點準時集合，反覆練習肢體技巧，經常練到深

夜 11 點，回家倒頭呼呼大睡，隔天繼續磨練默契，力求

演出完美。 

 清華啦啦隊隊服一向採用代表學校的紫色，這次為了

國慶大典，改用代表喜慶的紅、金配色，且女生服飾還

採用了啦啦隊少見的旗袍領，加上雲紋、騰龍飛昇的中

式圖騰，象徵隊員們上天翱翔的技巧動作，胸前繡上書

法字體的校名「清華」，充分表現年輕世代的活力與創

意。 

 啦啦隊社長楊文彤說，清華啦啦隊從 2010 年開始參加

全國錦標賽，往年最好成績是第二名，今年特別挑戰甲

組專業組的高難度動作，像是手接手倒立、空拋等技巧，

完美表現令評審驚艷，技壓全場奪冠，也因此有幸受邀

參加國慶演出。 

 10 月 10 日國慶日上午有位清華校友於現場看見充滿

活力的清華啦啦隊，為此拍照上傳至清華粉絲專頁留言，

表示身為校友在現場看到清大隊伍很感動。 

 第一次參加國慶表演的清華啦啦隊也非常感激各界對

於啦啦隊的厚愛，並表示未來會全力以赴，為大家帶來

更多精彩的表演！ 

※下方照片由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提供。 

 

 

 

 
清華啦啦隊與交通部高速鐵路工程局的花車一同進場。 清華啦啦隊於總統府前的定點演出，交錯搭疊起複合式金字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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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材料系林皓武教授榮獲「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優秀年輕學者獎」 

  

賀 材料系嚴大任教授榮獲「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傑出服務獎」 

  

賀 材料系葉均蔚教授榮獲「中國材料科學學會陸志鴻先生紀念獎」 

 

 

 

《教務處》 
 第一學期線上課輔開課，歡迎選修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8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磨課師(MOOCs)線上課程，歡迎選修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82 

 

 國立成功大學辦理臺灣綜合大學系統「數位課程推動系列工作坊」，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78 

 

 高雄醫學大學辦理「教學卓越計畫暨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卓越‧再創新頁』

聯合線上成果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79 

 

 

 

《學務處》 
 9 月份失物招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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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政府即日起至 11月 30 日止提供公費流感疫苗施打服務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26269,r1204-1.php?Lang=zh-tw 

 

 10 月 18 日起－清華大學附設診所自費流感疫苗開打 Seasonal flu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in Clinic of NTHU on around Oct.18th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26270,r1204-1.php?Lang=zh-tw 

 

 



 

 

 Internship with NetApp－Taiwan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6311,r5631-1.php?Lang=zh-tw 

 

 日本沖繩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研究所大學）研究實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6256,r5631-1.php?Lang=zh-tw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科技紡織產業人才培訓中心】開設「潮物商品設計師養成班第三期」

敬請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6315,r5651-1.php?Lang=zh-tw 

 

 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補助學生參與運動競技或觀賞運動賽事表演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283,r2469-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劍道錦標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282,r2469-1.php?Lang=zh-tw 

 

 中原大學系所博覽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289,r2469-1.php?Lang=zh-tw 

 

 中央研究院「院區開放參觀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291,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院校基金投資模擬競賽」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292,r2469-1.php?Lang=zh-tw 

 

 東海大學服務學習成果發表會，歡迎參觀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295,r2469-1.php?Lang=zh-tw 

 

 第十四屆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大專院校知識競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296,r2469-1.php?Lang=zh-tw 

 

 認識佛法及藏傳佛教徵文及研究計畫活動，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298,r2469-1.php?Lang=zh-tw 

 

 「綠點子創客 Green Maker」綠色相關設計徵選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300,r2469-1.php?Lang=zh-tw 

 

 



 

 

 全國門市服務與原住民商品行銷創意大賽暨研習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301,r2469-1.php?Lang=zh-tw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302,r2469-1.php?Lang=zh-tw 

 

 北科大物聯網創新服務黑客松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303,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二屆全國盃流通業模擬經營大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305,r2469-1.php?Lang=zh-tw 

 

 兩岸行銷連鎖創意企劃，歡迎投稿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306,r2469-1.php?Lang=zh-tw 

 

 聖約翰大學「學生社團服務學習」研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307,r2469-1.php?Lang=zh-tw 

 

 校運會園遊會與開閉幕式社團表演徵求，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400,r2469-1.php?Lang=zh-tw 

 

 大專校院學生體育運動社團幹部研習營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401,r2469-1.php?Lang=zh-tw 

 

 【用影像傳遞文化風景—敬邀參加】10 月 28「in臺南‧無影藏─臺南市文化資產影像

競賽暨巡迴放映＠新竹影博」免費入場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423,r246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即日起至隔年 1 月 12日於校內餐廳舉辦【外帶零垃圾集點活動】，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26247,r127-1.php?Lang=zh-tw 

 

 有關本校適用之「電腦設備用品(企業電腦)伺服器及儲存系統設備」集中採購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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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9-126391,r88-1.php 



 

 

《研究發展處》 
 Conference Funding Opportunity 經濟部國貿局公告受理「推動國際會議及展覽在臺」

辦理，申請期限至 11月 8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62 

 

 第六十八屆林島諾貝爾獎得主會議「生理學或醫學」－領域會議參加資格徵選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59 

 

 教育部函轉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來函有關日本經濟新聞社第二十三屆「日經亞洲賞」

(Nikkei Asia Prizes)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60 

 

 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來函徵求委託案「大巨蛋 i－Voting前期之公民參與程

序」，10 月 25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61 

 

 

 

《全球事務處》 
 強化聯繫境外臺校之策略探討－世界咖啡館議題討論活動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45&lang=big5 

 

 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 2018 年臺灣青年人才培育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42&lang=big5 

 

 

 

《圖書館》 
 歡迎參加 10月 20日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研討會－知識管理與開放創新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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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合作營運中心》 
 摩特動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敬邀本校同學參訪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791a3a6-eb44-44c9-b1f4-8c9b9268041e&c=menu041 

 

 上學期「光電職場實務與人才培育系列」企業參訪報名已開始，敬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45bb7eb9-32cc-4da8-9f74-8d95ce633d6c&c=menu041 

 

 誠摯邀請參加 11月 7日至 9 日「專利品質提升會議」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668c6175-76fb-465b-baa1-020b99bce4dd&c=menu04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辦理「大專校院資源加值與活化說明會」，敬請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357bbc4b-85fc-4071-a4c7-8a281a9e3d4d&c=menu041 

 

 明新科技大學「106 學年度教育部實務增能計畫－跨校深度研習」，敬邀教師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2fa6c3d4-a5b3-420b-a7c1-3b06dbd42a9b&c=menu041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10 月 27日【經濟部第五屆國家產業創新論壇－新竹場】，活動

主題為「科技創新的基礎與發展」。 

參考網址：

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755487ad-a56d-4e58-bec7-b13ea9f8f96b&c=menu041 

 

 

 

《人事室》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修正發布「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要點」，及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及所屬機關辦理各項訓練測驗試務規定」，並自即日起生

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6381,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106年學校績優環境教育人員表揚計畫」，請踴躍推薦績優環境教育人員參選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6263,r875-1.php?Lang=zh-tw 



 

 

 

 臺北醫學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請踴躍推薦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6414,r2506-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南大校區】實習推介說明會於 10 月 27 日辦理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6318,r48-1.php?Lang=zh-tw 

 

 廢止「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教師在職進修經費作業要點」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6342,r1152-1.php?Lang=zh-tw 

 

 

 

《理學院》 
 物理系友分享座談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93 

 

 

 

《工學院》 
 財團法人紀念徐宗涑先生獎學金(10 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073 

 

 

 

《原子科學院》 
 原子科學院院長候選人資料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126335,r2285-1.php?Lang=zh-tw 

 

 [中華核能學會]敬邀參加 10 月 23日「能源策略與環境氣候國際論壇」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6433,r1602-1.php?Lang=zh-tw 

 



 

 

 

 台灣國際太陽光電展覽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6334,r1602-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蕭啟慶院士獎學金申請至 10 月 31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26425,r3414-1.php?Lang=zh-tw 

 

 10 月 19 日上午 9點 20分華文文學研究所揭牌儀式 

參考網址：http://sinophone.web.nthu.edu.tw/files/14-2007-126395,r6386-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博士班「畢業資格初審」第一梯次申請作業即日起 10月 27日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126228,c3670-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孫運璿科技講座開放報名，歡迎師生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26403,r1853-1.php?Lang=zh-tw 

 

 參觀股票博物館活動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26415,r1794-1.php?Lang=zh-tw 

 

 科法所黃居正教授協助科技部舉辦「南海議題與台灣—區域歷史、國際法與政策研究研

討會」 

參考網址：http://www.lst.nthu.edu.tw/files/14-1176-126429,r1828-1.php?Lang=zh-tw 

 

 財務金融碩士招生簡章將於 11月下旬公告，歡迎您的加入 

參考網址：http://fbm.web.nthu.edu.tw/files/14-1929-126268,r5441-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簡報大賽系列活動：簡報化妝術－全方位的視覺化簡報設計，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23 

 

 全校運動會攝影比賽開始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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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益閱讀與寫作 B、C / TOEIC Reading and Writing B、C課程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24 

 

 托福寫作/ TOEFL iBT Writing 課程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26 

 

 學術英文簡報 / English Presentation for Academic Purposes課程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27 

 

 英文自述寫作 / Personal Statement Writing 課程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28 

 

 英文履歷與自薦信/ Fall 2017 Resumes and Cover Letters 課程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nthu.edu.tw/writcent/main/viewcourse/729 

 

 

 

《竹師教育學院》 
 掌握教育新趨勢：第四屆研究生論文發表會徵稿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34 

 

 南大推廣教育中心「多益 600-850考前衝刺班」報名至 10月 31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33 

 

 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學系辦理「三十週年系慶暨特殊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ww.dse.nthu.edu.tw/app/news.php?Sn=1265 

 



 

 

 

 第十四屆「台灣心理治療與心理衛生聯合會」(徵求志工) 

參考網址：http://gepg.web.nthu.edu.tw/files/14-1999-10048,r4-1.php?Lang=zh-tw 

 

 「高雄師大全國羽球公開賽」競賽，請踴躍報名參賽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26390,r7-1.php?Lang=zh-tw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舉辦「水域安全教育深化及救生創新管理學術研討會暨 106年

(第四屆)全國救難人員救生競賽」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26286,r7-1.php?Lang=zh-tw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臺灣與新南向國家探索體育論壇」，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26225,r7-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國際碩士學程【藝術與創新科技組】招生公告 

參考網址：http://art.nthu.edu.tw/?p=532 

 

 

 

《合校過渡單位》 
 第九屆五四詩人節古典文學創作比賽，即日起開始收件 

參考網址：http://clls.web.nthu.edu.tw/files/14-1992-125754,r41-1.php?Lang=zh-tw 

 

 碩士班論文格式、封面、裝訂，請依照圖書館相關規定上傳 

參考網址：http://clls.web.nthu.edu.tw/files/14-1992-125190,r41-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皆大歡喜 As You Like It -台灣社會中的多元性別與性暴力系列座談 

 5 月 24 日臺灣大法官釋字 748，確定台灣會是亞洲第一個以法律保障同性婚姻的國家。同時，年輕作家林奕含在今年出版長篇

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之後，五月身亡，讓台灣社會看見我們長期漠視不願談論的性別暴力。清華大學人社學士班性別學程

與藝術中心這個學期以非常謹慎的態度，邀請到台灣過去 20 年來分別以紀錄片，劇情長片，表演藝術的方式來探討不同年代的

台灣當中的多元性別的愛與存在。當我們看見與接納，多元性別與性暴力，或許故事結局可以是像莎士比亞挑戰傳統的喜劇《皆

大歡喜》的結局一樣，既多元，又歡喜！。 

 

說明： 

1. 時 間：9月 28日起至 11月 23日。 

2. 地 點：清華大學蘇格貓底咖啡屋。 

3.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4

871,r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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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水木書苑。 

3.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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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php?Lang=zh-tw。 

 



 

 

【諮商中心系列電影】愛的成人式 

青澀的戀情 總是刻苦銘心 長大後的現實考驗 卻讓一切都變了調  一場愛情的成人儀式  考驗愛情中是否擁有不變的永恆  

衡量著彼此用盡心思的掙扎  到底誰才是愛情的主導者 邀請你一同來思索。 

 

說明： 

1. 講 者：錢縉諳 諮商心理師。 

2. 時 間：10月 31日，晚上 6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校本部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23203.

php。  

 

 

【諮商中心工作坊】談心談性－性自我探索工作坊 

還在被 Dcard上的幻想文荼毒、追求謎片裡的招式、潛水西斯版找靈感嗎？快來報名談心談性工作坊！帶領你初步探索自己對性

愛的感受與價值觀，學習以新的角度覺察身體、以新的眼光看待「性」，讓你自在地談性說愛。 

 

說明： 

1. 講 者：邱雅沂 性諮商師。 

2. 時 間：10月 21日，上午 9點至下午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校本部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23331.

php。  

 

 

 

 

 



 

 

【諮商中心工作坊】型男時尚穿搭工作坊 

街上琳瑯滿目的衣服，令人眼花撩亂？ 攤開雜誌總覺得時尚離自己很遙遠？ 「沒有規則」往往是大家對於穿搭的誤解，  

穿搭美學看似難以掌握，背後其實仍有一套邏輯可循。 來聽 Gino分享他的搭配哲學，幫自己的外表加分，穿出獨特品味與風格！ 

 

說明： 

1. 講 者：Gino 穿搭達人。 

2. 時 間：10月 24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校本部醫輔中心 2F大團體室。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23332.

php。  

 

 

【諮商中心系列電影】樂來越愛你 

失意的演員與琴手 因夢想而一步步靠近 邀您一同品味 現實生活中難以分捨的酸甜苦辣 

電影後，感受心中被撥動的心絃，聊聊你/妳感同身受的生命經驗。 

 

說明： 

1. 講 者：張鈞弼 劉容容  實習諮商心理師。 

2. 時 間：10月 18日，晚上 6點 2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講堂丙。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23255,

r6056-1.php?Lang=zh-tw。  

 

 

 

 

 



 

 

【諮商中心系列電影】最美的安排 

愛、時間、死亡 三個元素貫穿了我們的生命，因愛而感到幸福、時間而感到動力、因死亡而感到恐懼。 

Collateral Beauty 即為伴隨而來的美麗，讓我們用全新的眼光看待生命的困境一同發現那些伴隨而來、意想不到的最美安排。 

 

說明： 

1. 講 者：林郁舒 實習諮商心理師。 

2. 時 間：10月 26日，晚上 6點 2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講堂丙。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23256,

r6056-1.php?Lang=zh-tw  

 

 

【諮商中心系列電影】關鍵少數 

在成長的過程中，是否遭遇過刻板印象所帶來的困擾？身為女性，是否因較陽剛的舉動而遭受異樣眼光，因此選擇當個乖乖女。 

身為男性，是否需隱藏內心的脆弱與悲傷，以免被說是軟弱的表現。這些社會主流價值觀形塑而成的刻板印象所帶來的思想框架，

你如何從中脫身並為自己發聲？讓我們從這三位非裔女性數學家的真實故事中，獲得反思與啟發，以及學習如何在職場中克服性

別、種族與專業上的種種考驗，最終能夠在 1960年代太空競賽時期的美國太空總署（NASA）裡大放異彩，貢獻一己之力。 

 

說明： 

1. 講 者：劉庭瑜、唐莉媙 實習諮商心理師。 

2. 時 間：10月 31日，晚上 6點 2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講堂丙。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23255,

r6056-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校友服務中心演講】旅遊達人遇見優格先生的沙龍之夜 

說明： 

1. 講 者：Mike 吳昭輝／飛亞旅行社創辦人、Matthew 王世煌／馬修嚴選創辦人。 

2. 時 間：10月 20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清華名人堂。 

4.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6166,r4272-1.php?Lang=zh-tw。  

 

【通識講堂】百年風華 千秋伯臺 

 

說明： 

1. 講 者：張博雅 院長／監察院。 

2. 時 間：10月 25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講堂甲。 

4. 參考網址：https://goo.gl/forms/Ji8cO1OZMaVFoNq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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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柏嘉 諮商心理師。 

2. 時 間：10月 19日，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達館璟德講堂。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23329.

php。  

5. 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13Dm0iNUK

sJCiZ5kQ0K5QJa_yaN_wNgl1PeJ_TBh0L8Rw5g/viewform。 

 

 

【科研中心專題演講】Inflationary massive gravity and its observational  

signatures 
說明： 

1. 講 者：Prof. Misao Sasaki／YITP, Kyoto。 

2. 時 間：10月 19日，中午 12點 20分至 13點 30分。 

3. 地 點：R521, 5F, 2nd General Building, Nat'l Tsing Hua Univ。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42。  

 

【科研中心專題演講】From cooperative mechanical effects to super- and  

sub-radiance assisted cooling 
說明： 

1. 講 者：Prof. Guin Dar Lin (林俊達 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2點至 5點。 

3. 地 點：R521, 5F, 2nd General Building, Nat'l Tsing Hua Univ。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51。  

 

 

 



 

 

【科研中心專題演講】Spin transport calculation in spin-filter based magnetic  

heterojunctions 
說明： 

1. 講 者：唐毓慧 副教授／中央大學物理系。 

2. 時 間：10月 17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Lecture Room A of NCTS, 4F, 3rd General Building, Nat'l Tsing Hua Univ。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61。  

 

【科研中心專題演講】More on Electroweak-Skyrmion 

說明： 

1. 講 者：Dr. Chih-Ting Lu／NTHU。 

2. 時 間：10月 17日，中午 12點 20分至 1點 30分。 

3. 地 點：P512 of NCTS, 5F, 3rd General Building, Nat'l Tsing Hua Univ。 

4. 參考網址：http://www.phys.cts.nthu.edu.tw/act3/seminar_news.php?Sn=1957。  

 

【圖書館系列演講】六足與八腳的愛恨情仇 

說明： 

1. 講 者：徐瑞仙 講師／荒野保護協會。 

2. 時 間：10月 21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F清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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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與創新系列演講】前進美麗島，找尋「金」、「銀」島演講暨導覽活動 

說明： 

1. 講 者：李毓中 副教授 ／清大歷史所。 

2. 時 間：10月 19日，上午 10點至中午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202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4。  

 

 

 

 

 

 



 

 

【物理系專題演講】On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synchronization of the  

Kuramoto oscillators with inertia effectIndex theorem for the ℤ/2-harmonic  

spinors 
說明： 

1. 講 者：Ryosuke Takahashi／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 時 間：10月 23日，下午 4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4F Lecture Room B。 

4.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592。  

 

【物理系專題演講】nflationary Universe, Primordial Black Holes and  

Gravitational Waves 
說明： 

1. 講 者：Misao Sasaki／京都大學(YITP)。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物理系館 B1Room 019。 

4. 參考網址：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1-1275-13003-1.php?Lang=zh-tw。  

 

【前沿物理系專題演講】Basics of X-ray Scattering Applied to Frontier 

Researches 
說明： 

1. 講 者：洪雪行 教授／清華大學物理系。 

2. 時 間：10月 18日，晚上 6點 30分至 8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物理系館 B1Room 019。 

4. 參考網址：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1-1275-12998-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從生活壓力到生命活力 

說明： 

1. 講 者：張純吉 臨床心理師／諮商中心。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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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Spectroscopy in Cultural Heritage 

說明： 

1. 講 者：Dr. Chen Tung-Ho ／Dept. of Conservation National Palace Museum。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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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pen-shell Singlet Diradicaloids to Polyradicaloids 

說明： 

1. 講 者：Prof. Jishan Wu／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 時 間：10月 25日，下午 2點至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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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所專題演講】Observing the Orion-KL region with ALMA 

說明： 

1. 講 者：Dr. Laurent Pagani／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 Observatoire de Paris, France。 

2. 時 間：10月 20日，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二館 R521。 

4. 參考網址：http://www.astr.nthu.edu.tw/files/14-1276-126389,r2542-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Current AI study issues 

說明： 

1. 講 者：蔡瑞煌 教授／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1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程一館 107。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25428,r2715-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親密關係與情感相處 

說明： 

1. 講 者：張純吉 臨床心理師／台北榮民總醫院新竹分院。 

2. 時 間：10月 25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地下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6288,r67-1.php?Lang=zh-tw。  

 

【資應所專題演講】Composing Music by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說明： 

1. 講 者：Prof. Chuan-Kang Ting／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19日，下午 2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 R132。 

4. 參考網址：http://isa.web.nthu.edu.tw/files/14-1240-126349,r2619-1.php?Lang=zh-tw。  

 

【工科系專題演講】雷射，電漿，極紫外光微影製程 

說明： 

1. 講 者：蔡瑞煌 教授／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3點 2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工科館 NE69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6431,r1602-1.php?Lang=zh-tw。  

 

【外文系專題演講】亞馬遜、微軟、Google：我的職涯發展歷程 

說明： 

1. 講 者：李英如 經理／Google。 

2. 時 間：10月 20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1點 4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511。 

4.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26262,r5517-1.php?Lang=zh-tw。  

 

 

 

 

 

 

 



 

 

【歷史所專題演講】樂為書傭：文物典藏與古籍研究的若干體會 

說明： 

1. 講 者：曾紀剛先生／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302研討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26408,r3414-1.php?Lang=zh-tw。  

 

【中文系學術工作坊】中古文學與漢學研究工作坊 

說明： 

1. 時 間：10月 26日，上午 9點 30分至下午 5點 4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202。 

3.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25578,r11-1.php?Lang=zh-tw。  

 

【哲學所專題演講】自閉症與社會認知：新的行動理論 

說明： 

1. 講 者：簡芃。 

2. 時 間：10月 25日，下午 1點 1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306。 

4.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25411,r4275-1.php?Lang=zh-tw。  

 

【哲學所專題演講】Re-establishing a Dynamic Form of Presentness in Special  

Relativity 

說明： 

1. 講 者：周先捷。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1點 1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306。 

4. 參考網址：http://philos.web.nthu.edu.tw/files/14-1899-125412,r4275-1.php?Lang=zh-tw。  

 

 

 

 

 

 



 

 

【外文系演講】Design Intelligent Service For Behavior Change 

 

說明： 

1. 講 者：Professor Yuan-Chi Tseng／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17日，中午 12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549教室。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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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seminartalkonoctober17tue1230byprofessoryuan-chit

sengcengyuanqi。  

 

【外文系演講】Vernaculars of Occup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Settler Colonial 

Textual Studies 

 

說明： 

1. 講 者：黃郁婷 助理教授／East Asian Studies, 

Wesleyan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19日，上午 10點 30分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413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files/14-1260-126140,r5517

-1.php?Lang=zh-tw。  

 

 

 



 

 

【經濟系專題演講】How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Reduce Dormitory Electricity 

Use: A Field Experiment 
說明： 

1. 講 者： 陳儀 教授／台北大學經濟學系。 

2. 時 間：10月 17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 905。 

4.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26421,r1860-1.php?Lang=zh-tw。  

 

 【竹塹學研討會專題演講】《紅樓夢》中的物質文化  

說明： 

1. 講 者： 黃一農 院士／清華大學歷史所。 

2. 時 間：10月 19日，上午 9點 3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推廣教育大樓講堂乙。 

4. 參考網址：http://clls.web.nthu.edu.tw/bin/hom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