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電機系張孟凡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賀 電機系碩士班吳俊翰同學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青年論文獎」第二名（指導教授：

翁詠祿） 

  

賀 電機系碩士班王鈞毅同學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青年論文獎」第三名（指導教授：

翁詠祿） 

  

賀 材料系徐楚翔同學榮獲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Engineer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Novelty （ICSEVEN2017） First Class Award 

  

賀 工工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陳宏儒(指導教授：林則孟)榮獲台灣服務科學學會碩士在

職專班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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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清華名人堂系列活動 深耕台灣、放眼世界 

參考網址：http://alumni.web.nthu.edu.tw/files/14-1221-126467,r4272-1.php?Lang=zh-tw 

 

 

 

《教務處》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教學創新示範學校研討會－創建新世代的高教深耕教與學」研

討會訊息併徵稿啟事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93 

 

 龍華科技大學 106教師深度實務增能－初階侍酒師與酒類鑑賞研習公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9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 106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之「生命教育課程翻轉教室增能研

習」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95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開放「從生命意義談人際關係」生命教育特色課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96 

 

 中國醫藥大學「生活中的中醫養生智慧」磨課師課程開課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97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辦理第一學期「新師興學講堂」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198 

 

 輔仁大學舉辦「我的教學 NONSTOP! 教師教學成果發表會」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199 

 

 國立中央大學舉辦「Zuvio 即時回饋系統教學工作坊」，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186 

 

 萬能科技大學於 11 月 16 日辦理雲端電商教師研習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187 



 

 

 

 國立政治大學開設「美國外交政策－歐巴馬篇」、「西洋文學經典與人文思維」、「成為

python 數據分析達人的第一堂課」磨課師課程，歡迎選修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188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於 11 月 2日辦理「推動教師多元升等-教師技術報告升等經驗分享研

習會」，歡迎選修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189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智慧商務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物流領域教師研習活動創新企

業參訪活動日期異動公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190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磨課師課程「用英文看世界」即將開課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191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於 11 月 9日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2192 

 

 【手工玻璃課程】體驗手作玻璃樂趣－延長報名至 11月 2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ndcee.web.nthu.edu.tw/files/14-1970-126801,r1-1.php?Lang=zh-tw 

 

 How to Do Business in India?工作坊(臺北場)開放報名，歡迎各界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http://cis.web.nthu.edu.tw/files/14-1964-126624,r11-1.php?Lang=zh-tw 

 

 區域經貿文化產學資源中心 10月電子刊，歡迎閱讀 

參考網址：http://cis.web.nthu.edu.tw/files/14-1964-126570,r11-1.php?Lang=zh-tw 

 

 跨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藝術與創新科技組 11月 10 日口試公告 

參考網址：http://ims.web.nthu.edu.tw/files/14-1944-126806,r5943-1.php?Lang=zh-tw 

 

 

 

《學務處》 
 【台新銀行】半年期的職場實習計畫(額滿即停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6473,r5631-1.php?Lang=zh-tw 

 



 

 

 「行健獎」即日起至 11/15 前截止收件。(各推薦單位之收件截止時間可自行決定)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527,r3455-1.php?Lang=zh-tw 

 

 鮮剖盃「椰子水」好料理創意競賽辦法簡章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465,r2469-1.php?Lang=zh-tw 

 

 馬偕醫護管理專科畢業班靜態成果展，歡迎參觀 

參考網址： 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466,r2469-1.php?Lang=zh-tw 

 

 第一屆首府養生豆製品創意美味競賽，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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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盃全國航空創意廚藝競賽辦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462,r2469-1.php?Lang=zh-tw 

 

 微客國際志工活動招募公告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6458,r6325-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社團社章已製作完成，請至學行組領取 

參考網址：http://saa.web.nthu.edu.tw/files/14-1958-126523,r6326-1.php?Lang=zh-tw 

 

 推廣大樓後方停車棚柵欄機施工請進出車輛及行人注意安全 

參考網址：http://slg.web.nthu.edu.tw/files/14-1957-126813,r6135-1.php?Lang=zh-tw 

 

 中鼎集團徵才 11月 11日菁英面談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4-1101-126681,r5633-1.php?Lang=zh-tw 

 

 全校運動會園遊會與開閉幕表演錄取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758,r3455-1.php?Lang=zh-tw 

 

 清華國際志工強力招募中，即日起自 10 月 31截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698,r3455-1.php?Lang=zh-tw 

 

 10 月社團工作會報會議紀錄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632,r3455-1.php?Lang=zh-tw 

 

 全國大專院校台灣觀光醫療英文海報設計比賽，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589,r2469-1.php?Lang=zh-tw 



 

 

 

 「礙，上體育課」影片競賽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595,r2469-1.php?Lang=zh-tw 

 

 中央研究院 90 週年院慶「標語」及「標誌」設計徵選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597,r2469-1.php?Lang=zh-tw 

 

 走讀高雄－第二屆旅悅盃數位攝影比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598,r2469-1.php?Lang=zh-tw 

 

 第二屆全國形象美學跨校創意設計競賽活動公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599,r2469-1.php?Lang=zh-tw 

 

 第十七屆「臺北聯合大學系統－赤弦獎紅樓琴緣民歌比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602,r2469-1.php?Lang=zh-tw 

 

 智慧 IN! 盜版 OUT! 第八屆靜宜大專盃全國英文四格漫畫創意競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603,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627,r2469-1.php?Lang=zh-tw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26588,r2469-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學生宿舍大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26743,r6116-1.php?Lang=zh-tw 

 

 

 

《總務處》 
 小吃部即日起提供悠遊卡付費，歡迎多加利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26711,r127-1.php?Lang=zh-tw 

 

 自然人憑證線上展期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01620,r27-1.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科技部將舉辦「科普活動計畫徵求說明會」，謹訂於 10 月

25 日至 11月 2 日辦理北中南三區說明會，歡迎有興趣者參閱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563 

 

 

 原科中心預計 11月 30日於新竹舉辦第四次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講習 

參考網址：http://nstdc.web.nthu.edu.tw/files/14-1004-126571,r30-1.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陽明大學自我與意識的腦神經科學哲學研究機構蹲點計畫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47&lang=big5 

 

 本校與境外教育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書面約定注意要點，自即日起開始實施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57&lang=big5 

 

 12 月 19 日至 12 月 26日吉林大學第十六屆北國風情冬令營，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49&lang=big5 

 

 海外台生七彩雲南民族文化體驗營活動，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59&lang=big5 

 

 第一期日本臺灣交流協會獎學金，校內截止日為 10月 30 日，歡迎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53&lang=big5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30日東北師範大學海峽兩岸大學生未來教育者研習營，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php?id=1756&lang=big5 

 

 

 

 



 

 

《圖書館》 
 即日起至 11月 12日本校期中考期間，總圖書館閱覽服務調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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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論文推薦王？造型風扇、露營椅、豐富禮券多項好禮等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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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技館電信纜線維護作業 10月 28至 29日停話公告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71016_05 

 

 [資安漏洞預警通知] WPA2 加密協議存在嚴重漏洞，所有含有 WPA2加密協議之裝置均可

能受影響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71019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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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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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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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即日起至 10 月 30日受理網路報名，有意報考之民眾請至考

選部全球資訊網查詢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6702,r875-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訂於 12月 16日舉辦「退休規劃研討會─年改時代之退休規劃」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6592,r875-1.php?Lang=zh-tw 

 

 中國醫藥大學傑出校友及榮譽校友選拔，請踴躍推薦參加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6779,r2506-1.php?Lang=zh-tw 

 

 廉政展示中心自即日起開放國內各機關團體、學校及民眾參訪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6706,r2506-1.php?Lang=zh-tw 

 

 指定記帳士、記帳及報稅代理人為洗錢防制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五款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其適用之交易型態及不適用第九條第一項申報規定，自即日生效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26707,r3174-1.php?Lang=zh-tw 

 

 

 

《主計室》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本年度截至 10月底經費執行率應達 80%，請各單位儘速規劃執行，俾

利執行率之達成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126553,r1160-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南大校區】第一學期教育學程與教育實習繳費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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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大校區】實習學生教師證預審作業資料填報提醒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26765,r48-1.php?Lang=zh-tw 

 

 統計所碩士甄試初試相關資訊(請報考同學務必詳讀)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26563,r892-1.php?Lang=zh-tw 

 

 化學與生物科學之數學建模課程調動公告 

參考網址：http://cms.web.nthu.edu.tw/files/14-1940-126732,r5903-1.php?Lang=zh-tw 

 

 

 

《理學院》 
 諾貝爾講座－有興趣參加活動的同學，請於 10月 26日前上網報名 

參考網址：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4-1275-126821,r3567-1.php?Lang=zh-tw 

 

 10 月 27 日學術倫理教育訓練課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astr.nthu.edu.tw/files/14-1276-126755,r11-1.php?Lang=zh-tw 

 

 

 

《工學院》 
 本校行健獎，工學院學士班申請期限至 11月 10日 

參考網址：http://ipe.web.nthu.edu.tw/files/14-1095-126778,r772-1.php?Lang=zh-tw 

 

 VYA 願景 2018寒假建設計畫海外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app/news.php?Sn=2765 

 

 

 

 



 

 

《原子科學院》 
 創新ｘ創業ｘ創願聯合系列講座 11 月 2 日下午 6 點 30 分，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nuclear.web.nthu.edu.tw/files/14-1169-126792,r2286-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鴻海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辦法公告(申請至 10月 3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6617,r1602-1.php?Lang=zh-tw 

 

 上學期工程與系統科學系大學部各項獎助學金獲獎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6616,r1602-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人社院學程說明會】專業學程說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4-1147-126647,r1561-1.php 

 

 【月涵學堂】高中國文文獻查詢與小論文寫作指導工作坊，11 月 2日前報名享早鳥優惠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26666,r11-1.php?Lang=zh-tw 

 

 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門獎助博士生計畫」申請案，歡迎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26479,r3414-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生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招生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623 

 

 

 

《電機資訊學院》 
 場地借用需知與申請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77906,r2905-1.php?Lang=zh-tw 

 



 

 

 鴻海清寒獎學金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6493,r64-1.php?Lang=zh-tw 

 

 Facebook, Red Hat,and Microsoft competitions for students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26668,r64-1.php?Lang=zh-tw 

 

 本校行健獎，電機工程學系申請期限：11 月 15日下午 5 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126787,c3670-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HBR清華學堂】激盪科技新價值：當科技遇上創新ｘ金融ｘ法律，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emba.nthu.edu.tw/files/14-1178-109156,r5712-1.php?Lang=zh-tw 

 

 【台新銀行】2018年半年期的職場實習計畫(額滿即停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26473.php 

 

 【招生】科管所第一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10 月 30 日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tm.nthu.edu.tw/files/14-1174-126504,r1794-1.php?Lang=zh-tw 

 

 【企業參訪】12 月 11與 12日職涯辦公室舉辦企業參訪 Corporate Visit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26738,r1853-1.php?Lang=zh-tw 

 

 第一學期經濟學系校友獎助金獲獎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26789,r1860-1.php?Lang=zh-tw 

 

 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計畫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26664,r5902-1.php 

 

 

 

《清華學院》 
 全校運動會宣傳影片，歡迎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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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師教育學院》 
 「學海築夢：美國小學英語教學實習計畫」成果分享 

參考網址：http://doei.web.nthu.edu.tw/files/14-1975-126730,r4-1.php?Lang=zh-tw 

 

 幼兒劇「夢想島」索票相關資訊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gdece.nthu.edu.tw/news/news.php?Sn=1837 

 

 公費生缺額遞補申請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6817,r1-1.php?Lang=zh-tw 

 

 教科系『普通數學』上課變更公告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26715,r1-1.php?Lang=zh-tw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比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26650,r7-1.php?Lang=zh-tw 

 

 文藻外語大學體育教學精進暨教師增能學術論壇，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dpe.web.nthu.edu.tw/files/14-2006-126572,r7-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本校美術創作大獎簡章，收件日期：11 月 9日中午 12 點至下午 2點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26490,r6293-1.php?Lang=zh-tw 

 

 本校跨院國際碩士學程【藝術與創新科技】組，推甄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 月 16 日，

詳情請參閱網頁說明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25755,r6293-1.php?Lang=zh-tw 

 

 藝設系理論組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於 11月 10日舉行，目前進入審稿及排定議程階段，敬

請期待 

參考網址：http://artdesign.web.nthu.edu.tw/files/14-1966-126859,r6293-1.php?Lang=zh-tw 

 

 【學術活動總覽】歡迎有興趣的師長、同學們參與活動 

參考網址：http://music.web.nthu.edu.tw/files/14-1974-126769,r3-1.php?Lang=zh-tw 

 



 

 

 

 

《合校過渡單位》 
 第九屆五四詩人節古典文學創作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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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數學課程調課公告 

參考網址：http://am.web.nthu.edu.tw/files/14-1995-126731,r2-1.php?Lang=zh-tw 

 

 

 

《藝文活動》 

【服務與創新展覽】大蛛小蛛落芋盤 

圖書館與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合辦「大蛛小蛛落芋盤」展覽，透過展覽介紹自然界時常被忽略及誤會的生物。並有「大蛛小蛛落芋

盤」的展覽解說申請方案，廣邀各地區國中小學申請現場導覽，認識自然生態並傳達生態保育。 

 

說明： 

1. 時 間：即日起至 11月 10日。 

2.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1樓。 

3.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guide/exhibits_and_events/s

pider_201710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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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光片語 

時間的步伐從未停下。 

生命中那些未竟之事，日複一日地推擠，堆疊成記憶的回音， 

在每一個日常裡大聲鼓譟，直到我們再也聽不見自己的聲音...。 

 

說明： 

1. 展 演 者：李蕙雯、莫天昀、李宗霖、鄭雅筑、趙怡瑩。 

2. 時 間：10月 26日，晚上 7點 30分至 8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合勤演藝廳。 

4. 參考網址： 

http://artscenter.web.nthu.edu.tw/files/14-1898-126

539,r11-1.php?Lang=zh-tw。 

 

 

 



 

 

《林北小舞》特映＆電影音樂座談 

「林北小舞」是導演陳玫君甫於 2017年完成的第一部劇情長片，拍攝紀錄片多年的導演將其所擅長的社會寫實觀察融入在如詩如

畫的金門，與冷冽的台北都會風景中，以細膩的觸角探討父女情感及幫派中的愛恨情仇，讓演員以最誠摯自然的方式，來演繹一

個本土而精緻的動人故事。本場次為免費特映，並邀請本片電影音樂「志遠」──資深電影音樂人林強，以及 DJ Point蒞臨映後

座談，分享《林北小舞》配樂的創作過程。 

 

說明： 

1. 與 談 人：林強／資深電影音樂人。 

2. 時 間：11月 15日，晚上 8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蘇格貓底咖啡屋。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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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r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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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愛傳出去：翻糖蛋糕手作坊 

「翻糖」源自於法文"fondre"，即「融化」之意， 形容吃進嘴巴裡，瞬間融化於舌尖、甜味四溢的享受。 它極高的延展性，得

以捏塑出各種造型的「糖衣」， 讓你製作出誠意滿分又賞心悅目的翻糖蛋糕！ 快跟著 COCA老師，傳遞你的心意，讓他/她品嚐

這份幸福！ 

 

說明： 

1. 講 者：趙靜儀（COCA） 老師。 

2. 時 間：11月 1日，晚上 6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醫輔中心 1F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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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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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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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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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中心專題演講】Gravitation waves and electroweak baryogenesis 

說明： 

1. 講 者：Dr. Jason Yue／NTNU。 

2. 時 間：10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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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圖書館系列演講】學習+：google大神超效率工作術 

說明： 

1. 講 者：黃政揆 經理／業展資訊經理，Google認證講師。 

2. 時 間：10月 25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圖書館 2樓電腦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lib_action/public/libtour.php?with=single&class=39。  

 

 

 

 

 



 

 

【創新育成中心新知講堂】NO.17：在物聯網的 LoRa 無線技術在實際上之運用 

 

說明： 

1. 講 者： 黃承漢 工程師／旭和科技。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寶山路口)R119。 

4. 參考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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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報名網址: http://goo.gl/p63Zjq。 

 

 

【天文所專題演講】Constraints on neutrino masses from the lensing dispersion 

 of Type Ia supernovae 

說明： 

1. 講 者：Prof. Toshifumi Futamase／Kyoto Sangyo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31日，下午 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二館 R521。 

4. 參考網址：http://www.astr.nthu.edu.tw/files/14-1276-126756,r2542-1.php?Lang=zh-tw。  

 

【天文所專題演講】The circumstellar matter ditribution of MYSOs 

說明： 

1. 講 者：Dr. Olguin Choupay, Fernando Andres／NTHU。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3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二館 R521。 

4. 參考網址：http://www.astr.nthu.edu.tw/files/14-1276-126710,r2542-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s 

說明： 

1. 講 者：翁慈宗 教授／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學系。 

2. 時 間：11月 1日，下午 2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物工程一館 107。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26717,r271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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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TBA 

說明： 

1. 講 者：Dr. Yasuhiro Ishida／RIKEN, Japan。 

2. 時 間：11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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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n-Assisted Electron Transport through Molecular  

Devices 

說明： 

1. 講 者：Dr. Liang-Yan Hsu 許良彥／Academia Sinica 中研院原分所。 

2. 時 間：11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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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與建模專題演講】How to solve Fokker-Planck equation explicitly? 

說明： 

1. 講 者：吳恭儉 教授／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2. 時 間：10月 31日，下午 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 837室。 

4. 參考網址：http://cms.web.nthu.edu.tw/files/14-1940-126468,r64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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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科所專題演講】Non-precious Metal Catalysts for Fuel Cells 

說明： 

1. 講 者：王承浩博士／台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技轉中心主任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2. 時 間：10月 25日，下午 3點 2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 NE69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26815,r1602-1.php?Lang=zh-tw。  

 

【歷史所工作坊】新媒體、數位人文、歷史學工作坊 

說明： 

1. 時 間：11月 3日，上午 8點 30分至下午 5點 3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A202。 

3. 參考網址：http://www.hist.nthu.edu.tw/files/14-1261-126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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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電所演講】AI與晶片論壇 

 

說明： 

1. 時 間：10月 31日，下午 1點至 5點。 

2. 地 點：清華大學創新育成大樓 5樓 516教室。 

3. 參考網址：

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4-1239-126705,r287

2-1.php?Lang=zh-tw。  

 

 

 

 

 



 

 

【經濟系專題演講】別再講「竹科 on Sale」了－在新的科技世界，台灣充滿機會 

說明： 

1. 講 者：吳炳昌 執行長／奇景光電。 

2. 時 間：10月 27日，下午 2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資電館 B01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26412,r2629-1.php?Lang=zh-tw。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演講】 

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一個不易面對的真相 

 

說明： 

1. 講 者：官大偉副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2. 時 間：10月 30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10。 

 

【孫運璿科技講座】智者自歷史中學習：談台灣史小說 

 

說明： 

4. 講 者：陳耀昌 教授／臺大醫院。 

5. 時 間：10月 24日，晚上 7點至 9點。 

6.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一樓孫運璿演講廳。 

7. 參考網址：

http://sunspeech.web.nthu.edu.tw/files/87-1297-2302. 

8. php?Lang=zh-tw。  

 



 

 

【孫運璿科技講座】親愛的，我老了 

 

說明： 

1. 講 者：楊志良 理事長／台灣高齡化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 

2. 時 間：11月 1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台積館一樓孫運璿演講廳。 

4. 參考網址：

http://sunspeech.web.nthu.edu.tw/files/87-1297-2302.php

?Lang=zh-tw。  

 

【通識中心專題演講】從日常到科幻的有趣物理學 

說明：  

1. 講 者： 鄭國威 編輯／泛科學。 

2. 時 間：11月 8日，晚上 6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教育館 311。 

4.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news/20171108.pdf。  

 

【通識中心演講】陰陽五行與筮法簡介 

說明：  

1. 講 者： 張菀琤 教授。 

2. 時 間：10月 27日，晚上 6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 410。 

4.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cgenews20171027-2/。  

 

【通識中心演講】我如何成為一個 Youtuber 

說明： 

1. 講 者： Tiffany／美妝頻道（Weartoeatiff）創辦人。 

2. 時 間：11月 8日，上午 9點 30分至 11點 3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旺宏圖書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cge20171018/。  

 



 

 

【學科所專題演講】一對一數位學習熱潮的沈思：一個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角 

說明：  

1. 講 者： 陳斐卿 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所暨師資培育中心。 

2. 時 間：10月 26日，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2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第二綜合大樓 B側 4樓 410視訊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ilst.web.nthu.edu.tw/files/14-1082-126820,r6421-1.php?Lang=zh-tw。  

 

【特教系專題演講】華德福特殊教育課程與教學 

說明：  

1. 講 者：成虹飛副教授陳斐卿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2. 時 間：11月 2日，上午 9點至中午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南大校區綜合教學大樓 N402。 

4. 參考網址：http://www.dse.nthu.edu.tw/app/news.php?Sn=1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