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創科技藝術新天地 清華藝術學院送新生創客工具箱 

 為培養左手創作、右手寫程式的新一代科技藝術人

才，本校首度於 107 學年招收「藝術學院學士班」學

生。新生一報到，就收到學校精心設計的創客工具箱，

裡頭有銲槍、熱熔膠槍、銼刀、數位電錶、數位游標卡

尺，以及電路板晶片等數位工具。19 名新生打開專屬

工具箱，也打開了創意奔馳的新天地。  

 藝術學院許素朱院長 9 月 3 日在新生座談會上，鼓勵

學生放膽動手使用這些工具來玩藝術，「看到電燈壞了

也可以試著動手去修。」新生本周還要分組製作未來 4

年要使用的桌子，並動手組裝 3D 列印機。 

 為迎接首批院學士班新生，藝術學院早早就買好各項

工具，組裝成獨一無二的創客工具箱(maker box)，還貼

心地貼上了每位學生的學號及姓名。 

 本校藝術學院科技藝術跨域學士班劉士達老師逐一拿

起工具向新生說明：「捲尺雖然很基本，但精確測量是

動手創作的基礎；銲槍及熱熔膠槍用於焊接電路板或材

質膠合；互動設計可以用這片原廠的電路板……。」工

具箱的配備顯示學生們未來的課程將「軟硬兼具」。 

 劉士達老師說，這套工具箱只是一個開始，「隨著你們

未來 4 年的學習，工具一定也愈來愈多，工具箱會變得

更大盒。」 

 每只工具箱及箱內的設備成本約 3 千元，經費除來自

教育部補助的高教深耕計畫，還有一大部分來自於清華

校友。為感謝蔡進步學長、蔡能賢學長、成群傑學長、

林誌祥學長等清華校友及自強基金會對「2018 印象清

華展覽」的捐贈支持，藝術學院也要新生在 9 月 6 日動

手製作的「怪怪桌」一角，刻上捐贈學長名字，如「進

步桌」、「自強桌」等字樣，表達對學長姐的感謝。 

 許素朱院長表示，藝術學院除延聘國內外動力藝術、

人機互動、虛擬實境、仿生藝術等一流的科技藝術師

資，也與本校資工系、電機系合聘教授，指導學生運用

感測晶片、新型合金等高科技材料及媒介來創作，「清

華是國內唯一設有藝術學院的頂尖大學，未來將扮演領

頭羊角色，開創新的藝術創作領域。」 

 大一新生陳立菡說：「喜歡動手做的感覺，因此拿到工

具箱非常開心。」她剛從大陸崑山的台商子女學校畢

業，曾用鐵絲編織畫作，期待運用箱內的熱熔膠槍等工

具創出新作品。 

 首屆藝術學院學士班唯一的男生顏毅喜歡動手創作，

也很喜歡銲槍在手的「帥勁」，「選擇藝術學院學士班是

為了有更多跨域學習的機會，未來想往 3D 動畫領域發

展。」

 
本校藝術學院學士班開學先送每位新生一只創客工具箱，

要學生開心放膽玩藝術。 

 

本校藝術學院精心設計的創客工具箱，裡頭有銲

槍、熱熔膠槍、銼刀、捲尺、數位三用電錶、數位

式游標卡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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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陳弘校長建議大學新鮮人 每日獨處 15分鐘

 9 月初是大學開學的日子，本校賀陳弘校長對大學新

鮮人提出了 5 項建議，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獨處」

(Be Alone)。他建議新生在大學熱鬧的生活中，不忘每日

放下手機、不受干擾地獨處 15 分鐘，「獨處是令思想深

刻的關鍵，如果你永遠浮沈在眾人之間，就難超越眾

人，或培養出領導眾人的深度。」 

 本校於 9 月 4 日起連兩天舉辦新生領航營活動。賀陳

弘校長給今年入學 2 千多名新生的 5 項建議除了懂得獨

處，還包括深度參與社團、善用寒暑假、選讀經典、向

不同的人請益。 

懂得獨處之必要 

 賀陳校長說，現在的大學生每天花一、兩個小時與朋

友相處、經營社群，是很正常的事，也有其必要性；但

每天留一點時間給自己、與自己相處，也一樣重要。 

 「獨處的時候，不受打擾，不用手機，只做自己，與

自我對話。」賀陳弘校長說，如此一來，才能將一日所

學消化吸收，沈澱成為自己的東西。 

 獨處的時間不必長，賀陳校長建議，15 分鐘也就夠

了。他讀大學的時候，常喜歡在傍晚時分坐在湖畔，望

著日影西斜、波光粼粼、永無休止，帶給他啟發與感

動，幫助他思考更深的層面。  

向不同的人請益 

 賀陳弘校長建議新生主動向學校的師長、校友、甚至

社會人士請益，「如你從媒體上看到某個人有個很有趣

的想法，就可以找二、三位同學作伴，提出邀請，請他

吃個簡單的午飯。」 

 賀陳校長認為，向與自己同齡以外的人請益，能得到

想法、觀點上的超越，「內力一定因此增進。」 

 有趣的是，賀陳弘校長建議新生請益的對象不一定是

自己欣賞的人，「甚至是那些你聽到他公開發言，還會

懷疑『怎麼有人這樣想?』的人。」如此交流絕對能開

拓自己看事情的角度。 

選讀 1 至 3 本經典 

 賀陳弘校長也建議學生選 1 至 3 本比較深、不易讀的

經典，好好花一段時間，例如用一個暑假讀完，「就算

每天讀一兩頁也可以。」 

 當年的賀陳校長開給自己的書單是英國史學家湯恩比

的「歷史研究」簡版，直到今天，其中「挑戰與回應」

仍深深影響他面對挑戰及危機的回應方式。 

 賀陳校長也推薦本校名譽博士高通創辦人雅各布(Irwin 

Jacobs)所著的「通訊工程原理」，這本書雖已出版半世

紀，但仍是通訊領域的聖經，「這類科學的經典絕對值

得你花時間細讀。」 

 「有些政客常說社會公平正義，但何謂公平?何謂正

義?甚至何謂社會?」賀陳校長建議同學有系統地深入研

讀經典，提升思考判斷的能力，討論事情才不會淪於

「嘴炮」。 

 賀陳弘校長表示，有時被認為不對的，其實是對的；

被認為是對的，反而是不對的；但對錯無法生而知之，

大部分人必須靠後天的學習，才能在面對重大問題時得

到線索。 

深度參與社團 

 大學的社團眾多，新生一進本校，就有一百多個社團

向你招手。賀陳弘校長建議新生選擇一兩個社團，深度

地參與，「即使倒社，也是千金難買的經驗；如果你將

社團中興再造，更能有很不一樣的成長。」  

 賀陳弘校長讀大學時參加的是社會服務性質的社團--

「國中服務隊」，當時正逢台灣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

的風雨飄搖時刻，年輕人都急著想做些什麼、把自己奉

獻出去。賀陳弘校長在許多場合都曾提到大學這段經歷

對他生涯的重大影響。 

善用寒暑假 

 中小學生的生活多半受到學校行事曆的規範，即使是

寒暑假，也還有暑假作業、課輔或補習。賀陳弘校長告

訴新生，「大家即將迎來 4 個暑假及 3 個寒假，也就是

四長三短的假期，沒人幫你規畫，完全操之在自己手

上。」如果想去單車環島或實習或讀一本經典，都可以

好好規畫。 

 賀陳校長表示，他在清華教書三十載，這些建議都是

他的親身肺腑之言，希望能對新生有所助益。



 

 

 

本校賀陳弘校長對大學新鮮人提出了 5項建議，除了懂得

獨處，還包括深度參與社團、善用寒暑假、選讀經典、向

不同的人請益。 

 

本校南大校區阿卡貝拉巧拼人聲樂團於新生領航

敬業表演，呼應賀陳弘校長（中）給新生們「深

度參與社團」的建議。 



 

 

 體育系陳念琴衛冕世大錦拳擊金牌

 本校體育系大四生陳念琴參加在俄羅斯舉行的 2018

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於台灣時間 9 月 6 日晚間的決賽

中成功衛冕。陳念琴在柯文明教練的指導下，代表台灣

榮獲女子中量級（75 公斤）冠軍。拳擊女王陳念琴在

上屆於泰國舉行的 2016 世大錦拳擊賽也拿下冠軍，此

為她第二面世大錦金牌。 

 本校賀陳弘校長得知喜訊後表示，清華將給予世界級

運動金牌的同學全免學雜費的支持。 

 2018 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於 9 月 1 日起在俄羅斯埃利

斯塔（Elista）舉行，陳念琴第一戰對上匈牙利悍將史塔

曼（Petra Stateman），陳念琴以 5 比 0 大勝，晉級決

賽。決賽力退俄羅斯地主選手阿菲諾捷諾瓦（Anna 

Afinogenova），以 3 比 2 獲得冠軍。 

 被媒體譽為「阿美族女戰神」、「拳擊女王」的陳念

琴，2015 年首度進入保加利亞邀請賽成人組；2016 拿

下世界業餘女子拳擊錦標賽 75 公斤級賽事銅牌，並獲

得奧運資格，於里約奧運晉級 16 強賽；2017 年獲第 28

屆蒙古烏蘭巴托盃國際拳擊邀請賽 75 公斤級金牌，也

於今年同賽事的 69 公斤級再獲金牌。 

 「念琴今年狀態正好，戰績全勝，還沒輸過。」柯文

明教練說。今年由於雅加達亞運沒有女子 69 或 75 公斤

級賽事，陳念琴雖無緣參賽，但仍陪同清華體育系另一

位拳擊好手杜柏緯參與亞運，除了為夥伴加油，同時也

在當地進行移地訓練。 

 陳念琴表示，這次比賽就是不斷地調適，與教練在每

一次實戰訓練的討論後，增加更多的彈性，找到適合自

己且順暢的策略面對。 

 與國際上許多重量級的女拳手相比，169 公分的陳念

琴顯得特別「嬌小」，但柯文明教練看上她的聰明、敏

捷，為她特別設計「跳起來打」的必殺技，讓許多身高

比她足足高一個頭的選手都被打得目瞪口呆。今年世大

錦官網中，陳念琴除了登上報導主照，更以「強勁的對

手」（strong opponent）形容陳念琴。 

 「2020 年東京奧運最我最大的目標，」陳念琴說，她

一直以來的夢想，就是要為自己的國家贏得奧運金牌。

2018 世界大學拳擊錦標賽決賽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J3y8L5Z8Dw 

0：52：32-1：07：13  本校體育系大四生陳念琴與俄

羅斯地主選手比賽片段 

1：07：39-1：08：24  裁判宣布本校體育系學生陳念

琴獲勝 

1：34：41-1：35：06  本校體育系大四生陳念琴獲頒

世大錦拳擊金牌 

1：35：27-1：36：00  中華台北隊旗高高躍上國際舞

台

 

本校體育系大四生陳念琴（紅衣者）參加 2018 世界大學拳

擊錦標賽，決賽以 3：2擊敗俄羅斯地主選手（藍衣者）獲

得金牌。（圖片由柯文明教練提供）。 

 

本校體育系學生陳念琴（左）在柯文明教練

（右）的指導下，拿過許多傲人成績。 



 

 

《教務處》 
 「零到一學中文」教育部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推出免費線上課程 

參考網址：http://clc.web.nthu.edu.tw/files/14-1149-142893,r1275-1.php?Lang=zh-tw 

 

 校內語文競賽公告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142816.php?Lang=zh-tw 

 

 穿戴裝置與數據解譯－讓你的異想成真／吳順吉  

參考網址：http://isec.web.nthu.edu.tw/files/13-1917-142325-1.php?Lang=zh-tw 

 

 「臺印商機與技術移轉論壇」暨「就業博覽會」 (9月 22 日海得拉巴場)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cis.web.nthu.edu.tw/files/14-1964-142910,r11-1.php?Lang=zh-tw 

 

 加退選即日起至 9月 2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list.net.nthu.edu.tw/slist/cgi-

bin/view.cgi?sid=15230ebfd31c687afd27da80c6267b94&list=curriculum&article=1536193931781408 

 

 

 

《學務處》 
 10月 1日至 11 日心理測驗主題樂園活動【玩美出奇蛋，快來玩扭蛋】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42785,r6624-1.php?Lang=zh-tw 

 

 9月 1日「就學貸款新措施」報你知  

參考網址：http://slg.web.nthu.edu.tw/files/14-1957-141909,r6135-1.php?Lang=zh-tw 

 

 華碩聯合科技開放電競相關系所、社團免費使用『三創ＲＯＧ體驗店對戰區』設備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053,r2469-1.php?Lang=zh-tw 

 

 日本航空舉辦「第三十五屆日本航空盃北部地區日語演講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2981,r2469-1.php?Lang=zh-tw 

 

 勞動部「翻玩老梗‧SHOW 自己」勞動創意海選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2979,r2469-1.php?Lang=zh-tw 

 

 



 

 

 新北 FUN 街頭街舞大賽決賽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2964,r2469-1.php?Lang=zh-tw 

 

 龍應台基金會秋季思沙龍「戰爭-離我們有多遠」活動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2940,r2469-1.php?Lang=zh-tw 

 

 校內獎學金查詢各項資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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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學期指導老師費，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9月 24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196,r3455-1.php?Lang=zh-tw 

 

 專業式音響操作教學說明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193,r3455-1.php?Lang=zh-tw 

 

 歡迎報名第一學期服務學習期初講座－【愛。無所畏】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090,r3455-1.php?Lang=zh-tw 

 

 屏東縣政府「第十七屆大武山文學獎」延長收件至 9月 21日止（郵戳為憑）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201,r2469-1.php?Lang=zh-tw 

 

 「校園橫行者─十人十一腳競速大對決」活動，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198,r2469-1.php?Lang=zh-tw 

 

 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公開徵求二十週年會慶活動主題及圖誌設計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191,r2469-1.php?Lang=zh-tw 

 

 欣恬獎學金開放申請至 10月 3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190,r2469-1.php?Lang=zh-tw 

 

 「2019您好」繪畫比賽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091,r2469-1.php?Lang=zh-tw 

 

 台灣多元文化探索研習營-公益服務台灣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073,r2469-1.php?Lang=zh-tw 

 

 數位學伴計畫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070,r2469-1.php?Lang=zh-tw 



 

 

 華碩聯合科技開放電競相關系所、社團免費使用『三創ＲＯＧ體驗店對戰區』設備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053,r2469-1.php?Lang=zh-tw 

 

 有關機踏停車證申請等相關事宜請洽總務處 

參考網址：http://slg.web.nthu.edu.tw/files/14-1957-143228,r6135-1.php?Lang=zh-tw 

 

 

 

《總務處》 
 有關本校適用之「電腦週邊設備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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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29-141932,r88-1.php 

 

 

 

《研究發展處》 
 科技部自然司徵求「卓越領航研究計畫」，校內上傳截止日為 11月 26 日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775 

 

 科技部函頒修正之「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暫緩實施，生效日另定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776 

 

 貴重儀器中心中秋節連續假期期間 9 月 21日至 9 月 25日停止對外服務 

參考網址：http://nscric.web.nthu.edu.tw/files/14-1006-143060,r6290-1.php?Lang=zh-tw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科技部徵求 107年度「循環材料之高值化專案計畫」，申

請人校內截止日期延長為 9月 17日晚上 11點 59分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764 

 

 科技部公告「補助延攬人文學及社會科學類博士後研究人員」申請案，請於第二期申

請 10月 1日至 10月 31 日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777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函送該署「委託科技研究計畫」自即日起至 9 月 20日下午 5時

（本校截止收件日） 

參考網址：http://nscric.web.nthu.edu.tw/files/14-1006-143060,r6290-1.php?Lang=zh-tw 



 

 

 10月 03 日國立成功大學舉辦「學術誠信系列講座－如何避免及如何處理學倫問題」 

參考網址：http://nscric.web.nthu.edu.tw/files/14-1006-143060,r6290-1.php?Lang=zh-tw 

 

 9月 28日國立成功大學舉辦「學術誠信系列講座－撰寫論文應注意的研究倫理與規

範」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43080,r3516-1.php?Lang=zh-tw 

 

 9月 18日國立交通大學舉辦「學術倫理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43079,r3516-1.php?Lang=zh-tw 

 

 

 

《圖書館》 
 人社分館新生導覽 9 月 11、13、17、19 日上午 10點及下午 2點，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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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大分館新生導覽 9 月 11日、9月 13日、9月 17 日、9 月 19日共四天，歡迎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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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資安漏洞預警通知] 病毒式釣魚信件攻擊，請各單位注意防範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80904_03 

 

 [資安漏洞預警通知] CLDAP 反射式放大攻擊，請各單位注意防範，並避免遭利用 

參考網址：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80904_01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銘傳大學訂於 107年 9月 21日「智慧財產權與法律風險研討會（系列三）」，歡迎踴躍

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1FAIpQLSc-qebq7pTqvWiZ--…/viewform 

 



 

 

 【清華大學創業大道】您想創業卻不知從何開始嗎?創業大道就是為您專屬打造的【統

合性創業輔導平台】與【創業路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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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屆 IIIC國際創新發明競賽，歡迎踴躍報名參加！報名截止日期：10月 5 日截止

（採用 E-mail 報名或線上報名） 

參考網址：https://bhuntr.com/tw/competitions/competitionalias47600715 22206294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主辦「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法令說明會免費宣導課程，歡迎報

名!（活動報名：10 月 3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adbbf660-e472-4997-a3b3-

976efced15e8&q=A57ECB32-E0D3-4093-9A34-A732D3CCC923&c=menu041 

 

 德國國際發明展甄審訊息，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efab4ad-e7de-44af-b9ce-

69f3435ee60a&c=menu041 

 

 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ocic.nthu.edu.tw/ocic/Menu04_detail.aspx?g=56036dc3-398e-45a7-8a59-

6343d5586943&c=menu041 

 

 雲科大舉辦 10 月 4 日下午 1 點至 4 點 30分「全球專利檢索系統應用研討會」，歡迎對

雲端專利檢索領域有興趣師生報名與會座談，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月 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s://goo.gl/JNcTk3 

 

 

 

《人事室》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書函以，該會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現有工友缺額一名，本校工友(含

駕駛、技工)如有意願移撥者，請依該分局甄選工友簡章辦理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42937,r875-1.php?Lang=zh-tw 

 

 

 

 國立華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函以，該校現有技工缺額一名，如有意願移撥至該校服務

者，請依說明事項辦理，並轉知所屬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42938,r875-1.php?Lang=zh-tw 



 

 

 

 國立白河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函以，該校現有工友缺額一名，請惠予轉知所屬有意調任

至該校服務之工友（含技工、駕駛）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41905,r875-1.php?Lang=zh-tw 

 

 檢送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職員工子女欲申請就讀清華附小一年級轉學生之申請表」

電子檔一份，詳如說明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43214,r875-1.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國民小學幼兒園教育學程選課作業即日起至 9月 25日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3059,r48-1.php?Lang=zh-tw 

 

 國民小學幼兒園類科教育學程甄選結果 9 月 11日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2952,r48-1.php?Lang=zh-tw 

 

 國民小學學科知能評量全面施測 9月 25 日起開始免費報名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3179,r48-1.php?Lang=zh-tw 

 

 

 

《理學院》 
 物理系機械工場操作執照申請書 

參考網址：http://phys.web.nthu.edu.tw/files/14-1275-143037,r3567-1.php?Lang=zh-tw 

 

 

 

《工學院》 
 康寧創星論文獎活動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42980,r3361-1.php 

 

 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42978,r3361-1.php 



 

 

 

 工工系 9 月份實驗室租借網址公告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42935,r2714-1.php?Lang=zh-tw 

 

 邦慈善基金會｢潛力之星獎學金｣計畫 5 萬元獎學金與優先參與實習甄選機會 

參考網址：http://www.fuboncharity.org.tw/chinese/news_content.php?id=606 

 

 福井大學(University of Fukui)短期交換方案申請公告(2019月 4日入學)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43083,r3361-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迎新餐會暨課程說明會第一學期迎新餐會暨課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gpts.web.nthu.edu.tw/files/14-1962-143039,r6229-1.php 

 

 《人種差異佈置 The Aparatus of Anthropological Difference and the Subjective 

Technologies of Speciation》，專題課程，蘇哲安研究員授課，歡迎選修、旁聽 

參考網址：

http://iics.nctu.edu.tw/zh_tw/intro/News/event/%E4%BA%A4%E9%80%9A%E5%A4%A7%E5%AD%B8%E3%80%8A%E4%BA

%BA%E7%A8%AE%E5%B7%AE%E7%95%B0%E4%BD%88%E7%BD%AEThe-Aparatus-of-Anthropological-Difference-and-

the-Subjective-Technologies-of-Speciation%E3%80%8B-%E5%B0%88%E9%A1%8C%E8%AA%B2%E7%A8%8B-

%E8%98%87%E5%93%B2%E5%AE%89%E7%A0%94%E7%A9%B6%E5%93%A1%E6%8E%88%E8%AA%B2-

%E6%AD%A1%E8%BF%8E%E9%81%B8%E4%BF%AE-%E6%97%81%E8%81%BD-86546991 

 

 

 

《生命科學院》 
 「周桐甫先生與周林冰若夫人紀念獎學金」即日起開放申請 （10月 3 日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38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碩士班研究生修讀本校學士班課程申請作業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141204,c5151-1.php?Lang=zh-tw 

 

 第一學期電機系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申請作業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141205,c5152-1.php?Lang=zh-tw 

 

 博士生第一外國語認定標準申請作業公告(9月 10 日至 9 月 2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141206,c5152-1.php?Lang=zh-tw 

 

 電機系博士班研究生成立【博士學位委員會】申請作業公告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5-1030-141207,c5152-1.php?Lang=zh-tw 

 

 紀念洪黃環女士愛心獎助學金，歡迎資工系大一新生踴躍申請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2931,r2132-1.php?Lang=zh-tw 

 

 通訊工程研究所甄試準備座談會 9月 17 日下午 5 點 30 分台達館 209 教室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2931,r2132-1.php?Lang=zh-tw 

 

 智邦科技招募學期企業實習生 

參考網址：http://com.web.nthu.edu.tw/files/14-1007-142728,r3804-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科管院迎新】大聲說：我科管 我驕傲-大學部「服務學習」第一堂課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42984,r1853-1.php?Lang=zh-tw 

 

 【新進教師介紹】科管院各系所新聘教師介紹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42963,r1853-1.php?Lang=zh-tw 

 

 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工商學生清寒獎學金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42908,r5902-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地點異動：國立清華大學實驗教育方案新生說明會改為旺宏三樓紅氣球舉行 

參考網址：http://st.web.nthu.edu.tw/files/14-1884-142720,r6687-1.php 



 

 

 

 

 

《竹師教育學院》 
 聖保祿醫院精神科-正念減壓課程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4-1999-142977,r6860-1.php?Lang=zh-tw 

 

 【續領】尹書田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續領申請 

參考網址：http://ec.web.nthu.edu.tw/files/14-1996-140825,r255-1.php?Lang=zh-tw  

 

 【申請】107學年度尹書田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注意事項及申請說明(新生申請) 

參考網址：http://ec.web.nthu.edu.tw/files/14-1996-140823,r255-1.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清華 BB8 大會串–機器人 DIY 創客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ipta.nthu.edu.tw/?p=6389 

 

 3D Printer DIY 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ipta.nthu.edu.tw/?p=6386 

 

 

 

《藝文活動》 

「戲，我愛，我做：田啓元與臨界點劇象錄」捐贈座談會 

 田啓元（1964-1996）是台灣解嚴年代最具原創性與編導才華的一位劇場創作者，在他一手主持帶領下，「臨界點劇象錄」劇團

展現高度向心力與不同流俗的獨特風格，也是第一個通過國際評選出國演出的小劇場團體。他的作品深入性別認同及社會弱勢議

題，並將傳統經典題材、形式予以翻轉，演出風格既戲謔、強悍又殘酷，是海內外矚目的台灣戲劇研究焦點。 

說明： 

1. 與 談 人: 詹慧玲團長、劉守曜導演、黃道明教授、王威智教授 

2. 時 間：9月 20日，下午 2點 

3. 地 點：旺宏館 1F清沙龍 

4.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8 



 

 

 

「戲，我愛，我做：田啓元與臨界點劇象錄」捐贈展覽 

 這批文物，為解嚴年代文化與藝術界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極具教學與學術價值，可望對臺灣表演藝術、文學、文化、社會等相

關領域的專業研究有所貢獻。 

說明： 

1. 時 間：9月 17日至 10月 7日 

2. 地 點：旺宏館 1樓知識集 

3.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8 

4. 時 間：10月 17日至 10月 31日 

5. 地 點：人社分館 

6.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8 

 

人文社會學院的創建者—李亦園院士手稿暨專著展 

  李亦園院士是戰後臺灣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家，畢生致力於人類學的研究，為臺灣人類學界的奠基者；李李亦園院士亦是清華

人文社會學院的創建者，於 1984年至 1990年擔任院長，期間全心投入院務之擘劃與推動，並有多項創建。本次展覽除了展出李

亦園院士於 2006年贈予圖書館的部份手稿珍藏及其著作外，展覽內容亦包括院士求學時期、田野調查與家庭生活等影像。 

說明： 

 

說明： 

1. 時 間：9月 10日至 10月 5日。 

2. 地 點：人社分館入口展區、新書展示區。 

3.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

142796,r2733-1.php?Lang=zh-tw。 

 

 

 

 

 



 

 

 

《演講資訊》 

【通識講堂】Making Place 

說明： 

1. 講 者：黃聲遠建築師 ／田中央聯合建築事務所 

2. 時 間：9月 18日，晚上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24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cge.gec.nthu.edu.tw/cgenews20180918/ 

 

【圖書館演講】資料檢索的第一步（館藏資源及服務介紹） 

說明： 

1. 時 間：9月 11日，中午 12點 10分至下午 1點 10分 

2. 地 點：旺宏館 2樓電腦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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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演講】資料檢索的第一步（館藏資源及服務介紹） 

說明： 

1. 時 間：9月 12日，中午 12點 10分至下午 1點 10分 

2. 地 點：南大校區計中電腦教室（推廣大樓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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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系專題演講】107學年度系友分享座談會-數學系所畢業只能賣雞排? 

說明： 

1. 時 間：9月 13日，晚上 7點至 8點 30分 

2. 地 點：綜三館 R101 

3. 參考網址：http://www.math.nthu.edu.tw/actnews/actnews.php?Sn=643 

 

 

    



 

 

【統計所專題演講】Robust weighted sample mean on matrix Stiefel manifold 

with application to big data PCA 

說明： 

1. 時 間：9月 14日，上午 10點 40分至中午 12點 

2. 地 點：綜合三館 837室 

3. 參考網址：http://stat.web.nthu.edu.tw/files/14-1017-143209,r585-1.php?Lang=zh-tw 

 

【化學系專題演講】Vibrational Spectroscopy of Hydrogen-Processing 

Enzymes using Mössbauer Photons —Why the Fuss About Little Bumps and 

Squiggles ? 

說明： 

1. 講 者: Prof. Stephen P. Cram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2. 時 間：9月 13日，下午 2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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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專題演講】Exposurement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nts 

and Mycotoxins - Target and Non-target Analysis using UPLC-MS/MS 

說明： 

1. 講 者:陳家揚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環境衛生研究所 

2. 時 間：9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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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社院研討會】早期語言學史的影響 

說明： 

1. 時 間：9月 10至 11日 

2. 地 點：旺宏館 1F清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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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系專題演講】Can a Problem Be Solved Using Small Memory? 

說明： 

1. 講 者：:Prof. 蔡孟宗／ NCTU 

2. 時 間：9月 12日，下午 2點至 4點 

3. 地 點：資電館地演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3168,r67-1.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工作坊】南島教學工作坊 

 

說明： 

1. 時 間：9月 14日，上午 10點 40分至下午 4點 50分。 

2.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C310室。 

3.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

139935,r2733-1.php?Lang=zh-tw。 

 

 

 

 



 

 

 

【華語中心課程】華語中心布農語及太魯閣語族語課程 

 

說明： 

1. 授課老師:許韋晟 老師／基礎太魯閣語 

2. 時 間：每週四，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10分。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D201室。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

139934,r2733-1.php?Lang=zh-tw。 

 

1. 授課老師:全茂永 老師／基礎布農族語 

2. 時 間：每週五，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清華大學人社院 D203室。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

139934,r2733-1.php?Lang=zh-tw。 

 

 

【台文所工作坊】「從零開始的詩生活」現代詩創作工作坊 

 

說明： 

1. 講 者：楊佳嫻、陳政彥、徐珮芬、林達陽 

2. 時 間：10月 20日至 21日。 

3. 地 點：人文社會學院 C310會議室。 

4. 參考網址：

http://www.tl.nthu.edu.tw/news/news.php?Sn=777#。 

 

 



 

 

 

【生科院研討會】臺灣粒線體醫學暨研究學會學術研討會 

1. 時 間：10月 27日 

2. 地 點：生命科學院二館 B1華生演講廳 

3. 參考網址：http://bt.life.nthu.edu.tw/news/news2.php?Sn=110 

 

【科管院企業論壇】文明、自然和科技的三角關係 

 

說明： 

1. 講 者：曹興誠/聯華電子榮譽董事長 

2. 時 間：9月 20日，晚上 7點至下午 9點 

3. 地 點： 台積館 1F孫運璿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

143187,r1853-1.php?Lang=zh-tw 

5. 報名網址: https://goo.gl/GcXWtd 

 

【特教系專題演講】「學前融合教育課程建構模式」－（八大課程調整策略）理論

之探討 

說明： 

1. 講 者：吳佩芳 助理教授／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早療所 

2. 時 間：10月 3日，晚上 6點至 9點 

3. 地 點：南大校區講堂丙 

4. 參考網址：http://www.dse.nthu.edu.tw/app/news.php?Sn=1364 

 

 

 

 

 



 

 

【特教系專題演講】「學前融合教育課程建構模式」－（八大課程調整策略）實務

之探討 

說明： 

1. 講 者：林婉琛 學前巡迴教師／臺中市南屯國小附幼 

2. 時 間：10月 19日，晚上 6點至 9點 

3. 地 點：南大校區講堂丙 

4. 參考網址：http://www.dse.nthu.edu.tw/app/news.php?Sn=13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