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暗戀桃花源》重回清華園 慶藝中 30年 

經典舞台劇《暗戀桃花源》於 10 月 17 日在本校演出，

作為慶祝清華藝術中心成立 30 周年的重點展演。本校

1999 年上演《暗戀桃花源》時飾演「春花」一角的丁乃

箏女士，此次將以導演身份重回清華。她表示，非常期待

這次演出，也希望更多的大學生能走進劇場欣賞這齣比

他們更年長、卻經久不衰的舞台劇。 

本校藝術中心江怡瑩主任說，此次表演工作坊在本校

演出《暗戀桃花源》的版本，恰是其在 2016 年推出的 30

周年紀念版，與清華藝術中心成立 30 周年、珍惜傳統並

走向創新的意義十分契合。 

暗戀桃花源 舞台劇經典再現 

紐約時報曾評《暗戀桃花源》為「華人世界最受歡迎的

作品」，自 1986 年首演以來，廣受讚譽，除最初的舞台

劇版，還發展出電影版、北京版、明華園版、越劇版，甚

至在美國俄勒岡莎士比亞戲劇節演出英語版。 

10 月 17 日在本校大禮堂演出的是《暗戀桃花源》的

30 周年紀念版，由知名舞台劇演員樊光耀飾江濱柳，朱

芷瑩飾雲之凡，唐從聖飾老陶，張本渝飾春花，屈中恆飾

袁老闆。 

《暗戀桃花源》講述兩個劇團不小心撞在同一劇場彩

排，一團演的是江濱柳與雲之凡因戰亂分離的悲劇《暗

戀》，另一團則是漁夫老陶與妻子春花、「隔壁小王」袁老

闆的古裝喜劇《桃花源》。兩劇團都急著排戲，互搶舞臺，

古今與悲喜交織為「戲中戲」，不同調性的兩劇巧妙融合，

創造獨特的舞台趣味。 

重回清華園 師生都很期待  

丁乃箏導演 19 年前在本校演出時飾演的是春花，此次

應藝術中心 30 周年之邀重回清華，她直說這是很特別的

緣份。 

談到執導《暗戀桃花源》的挑戰，丁乃箏導演說，台上

演出《暗戀》或《桃花源》時，觀眾多半能跟主軸入戲，

難在兩劇撞在一起搶場地時，一不小心就淪為「過場」。

她鼓勵演員們即興發揮，在一次次排演中找到新的創意。 

令丁乃箏導演印象最深刻的是，樊光耀有次排演因感

冒無法發聲，一場在上海外灘公園與女主角浪漫談情的

橋段，只能以「吹口哨」回應，「而且他吹的調子高高低

低，還能聽出台詞唸到哪兒，笑死我們了。」她還想著，

這段特別的排演經驗也許還能成為日後創作的靈感。 

本校師生也十分期待《暗戀桃花源》重回清華，活動粉

專開放免費索票，一分半鐘內即索取一空。江怡瑩主任

讀大學時曾看過林青霞出演的《暗》劇，此次也很想看朱

芷瑩如何詮釋雲之凡一角。有學生表示修「表演藝術」課

程時，曾欣賞過此劇的明華園版錄影；也有學生表示小

時候看過電影的錄影帶，想再重溫此劇。 

藝中 30 年 拉近民眾與藝術距離 

為了提升校園的藝術風氣及人文素養，本校於 1988 年

成立藝術中心，規畫並引進多元的藝術活動。在新竹市

立演藝廳落成前，清華的大禮堂是許多藝術團體在新竹

演出的最佳場地。 

本校藝術中心 30 年來也以藝文活動拉進與新竹在地

居民的距離，曾舉辦「文化公園」系列活動，在成功湖畔

懸掛畫作，在大草坪露天播放電影，也邀請師生及社區

居民彩繪藝術中心前的廣場。 

為慶祝藝中成立 30 年，江怡瑩主任表示，特別規畫延

續到 12 月的六大系列藝術饗宴，包括靜態展覽、專題影

展、音樂表演等。除邀請藝術家前來展演，也提供清華學

子舞台，如由學生自組的藝術團隊攜手泛自閉症青年組

織「多寶藝術學堂」合作展出「初心－各異其趣」繪畫展，

落實大學的社會實踐。 

江怡瑩主任表示，10 月 12 日傍晚 5 點半在小吃部前

野台有薩克斯風演奏；6 點半在旺宏館「沉思者」雕像前

演出默劇；「藝起來 30 周年特別慶典」則於 7 點在旺宏

 

 
本期 20 頁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 創刊 
電 話 5 1 6 2 0 1 0  F A X ： 5 1 6 2 4 7 9 
E - m ai l： nt hu new s@ my. nt hu .e du .t w 

 



 

 

圖書館穿堂還有讀詩、鋼琴、舞蹈等活動，歡迎師生、校

友及一般民眾前來參與，享受特別的藝術夜晚。 

江怡瑩主任說，許多人提到藝術常會說：「啊！我是外

行人！」藝術中心未來目標是讓每個人看見自己在藝術

方面的可能性，學材料、資工的學生也可以專長來展現

藝術性。 

清華藝術中心 30 年周年藝術活動 

六大系列活動 時間 地點 

《粉紅色運算子》 

林沛瑩 v.s 長谷川愛 雙個展 

09/17-10/23 清華藝術中心展覽廳（綜合二館一樓） 

《浪與浪搖晃－邱剛健專題》 

影展系列活動 

10/11-11/22 清華總圖書館、合勤演藝廳、蘇格貓底咖啡屋 

《藝起來》30 周年特別慶典 10/12 17：30 小吃部前野台、沉思者雕像前、旺宏館一樓穿堂 

《暗戀桃花源》30 周年紀念版 

表演工作坊 

10/17 19：30 清華大學大禮堂 

《初心－各異其趣》 

多寶藝術學堂展覽 

11/05-11/28 清華藝術中心覽廳（綜合二館一樓） 

《謬思的綺想》 

台北首督芭蕾舞團 

12/15 19：30 清華大學大禮堂 

 

《暗戀桃花源》各版本導演及演員 

 導演 江濱柳 雲之凡 江太太 老陶 春花 袁老闆 

1986 舞台劇 

賴聲川 

金士傑 

丁乃竺 金士會 

李立群 

劉靜敏 

顧寶明 1991 舞台劇 
林青霞/

蕭艾 

林麗卿 丁乃箏 1992 電影版 林青霞 

1999 舞台劇 蕭艾 趙自強 馮翊綱 

2006 舞台劇 尹昭德 陳湘琪 徐堰鈴 陳勝 鄭雅升 陳昭香 

2016 舞台劇

（2018 清華演出

版本） 

丁乃箏 樊光耀 朱芷瑩 范瑞君 唐從聖 張本渝 屈中恆 

 

 



 

 

 

清華大學藝術中心 30 年（1988-2018）重要展演 

年度 活動名稱 

1988 朱銘雕塑展 

1993 董陽孜個展 

1995-1997 文化公園活動(音樂表演、布袋戲、現代舞蹈及露天蚊子電影院) 

2000 孫立人百年冥誕文物紀念展 

2002 法國文化藝術節 

2009 清華駐校音樂家音樂會 

2011 袖珍雕塑展 

2013 設置以圍棋子造型的公共藝術創作「對弈．對藝」 

2016 一代斯文梅貽琦校長舞台劇 

2017 設置公共藝術創作「葉子」 

 

 
本校藝術中心江

怡瑩主任為慶祝

藝中成立 30 年，

企畫六大系列藝

術活動。 

《暗戀桃花源》30 周年紀念版由演員樊光耀飾江濱柳， 

朱芷瑩飾雲之凡。（圖／表演工作坊提供） 



 

 

樊光耀(左)飾江濱柳與朱芷瑩(右)飾雲之凡在《暗》劇中 

有一場在上海外灘公園浪漫談情的橋段。（圖／表演工 

作坊提供） 

《暗戀桃花源》30 周年紀念版由唐從聖(中)飾老陶，張 

本渝(左)飾春花，屈中恆(右)飾袁老闆。（圖／表演工作坊 

提供） 

 

 

本校藝術中心 1995 至 1997 年共連續 3 年舉辦「文化 

公園」活動，邀民眾用粉筆彩繪藝中前廣場。 

本校藝術中心 1995 至 1997 年舉辦「文化公園」活動 

把畫作掛在成功湖畔旁，讓更多人欣賞。 

 

 

 

 

 

 

 

 

 

 

本校藝術中心 2013 年設置以圍棋子造型的公共藝術創作 

「對奕．對藝」。



 

 

本校幼兒劇《親愛的》與狗狗穿越時空推理冒險 

本校幼教系的幼兒劇公演，向來是新竹幼教界的大事。

今年是狗年，新編幼兒劇《親愛的》也以穿越時空的 3 隻

狗為主角，串成令小朋友大呼驚奇的偵探冒險故事，演

出將在 11 月中旬登場，並從 10 月 11 日中午 12 點起開

放民眾上網免費索票。 

幼教系表示，今年的幼兒劇將在 11 月 14~19 日，為新

竹市一些幼兒園及聽障機構小朋友演出 11 場次，預計總

觀眾數將達 4 千 5 百名。其中 16 日與 17 日晚上 7 點的

「校園社區場」開放民眾免費索票，索票登記請

至 http://t.cn/E759tFu。 

幼教系周育如主任表示，幼兒戲公演是本校幼教系的

傳統，每年都場場爆滿，往往一開放索票就「秒殺」，31

年來進場觀眾已超過 10 萬人次。幼兒劇由清華幼教系學

生自己構思劇本、製作舞台服裝和道具，演出融合燈光、

律動、武術等多項藝術元素，還會邀請小朋友上台互動。 

《親愛的》一劇由兩位時空偵探「002」、「005」帶領小

朋友進入古代獵犬「蒼倪」、現代寵物狗「皮皮」及未來

「資訊狗」3 位主角的故事。劇場應用 LED 燈的光影變

化、及視覺暫留的手法，讓小朋友感受仿如穿越時空、星

際旅遊的體驗，也探討「流浪動物」等社會議題。 

幼兒劇近年以 12 生肖動物為創作主題，如前年《外婆

橋》的猴子、去年《夢想島》的小紫雞，今年則是狗狗。

此劇編導本校幼教系劉淑英副教授表示，一般人對不同

動物的個性都有擬人化的特定印象，如狗是忠誠、猴子

則是活潑好動，幼兒劇以動物為主角，可使孩童更容易

理解劇情賦予角色的情感、個性等。 

劉淑英副教授說，新竹 241 藝術空間曾邀請幼教系學

生擔任導覽員，帶小朋友欣賞故宮「清代傳奇畫師」朗世

寧作品，朗世寧所畫的獅子犬即成為此次劇本中古代獵

犬「蒼倪」的原型。 

本校幼教系今年有兩班共 83 名學生參與演出。《親愛

的》總召之一、幼教四乙學生郭于菱在戲中扮演「資訊

狗」。她說，因機器狗戲服需要表現出未來感，裡面放了

呼拉圈塑型，需要使出很大的力氣把服裝撐起來；飾演

獵犬的同學也因為翻滾、跳躍，身上多了不少瘀青，但同

學們沒喊苦喊累，反而覺得很有成就感。 

另一位總召、幼教四甲學生田昕平表示，演出開始前，

幼教系的學生們會特別教導小朋友欣賞表演的禮儀，如

關手機、不要吃東西及照相等，還有專人在演出時帶忍

不住想上廁所的小朋友去「噓噓」，對即將成為幼教老師

的他們是很好的訓練。 

本校幼教系提醒上網登記索票者要在 10月 28日(周日)

上午 10 點至下午 4 點，帶證件到清華南大校區(新竹市

南大路 521 號)綜合教學大樓 1 樓的統一超商前取票，欣

賞演出時必須憑票入場。 

 

本校幼教系《親愛的》幼兒劇由兩位時空偵探「002」、 

「005」帶領小朋友認識 3 隻不同時空的狗。 

 

本校幼教系《親愛的》幼兒劇藉劇中收容所的「狼狗」（右 

二），帶領小朋友瞭解流浪動物議題。 

https://l.facebook.com/l.php?u=http%3A%2F%2Ft.cn%2FE759tFu&h=AT3Hh8J0LncXoT0aymshj7PdniJhHWz8f5z9KJJSf-6X3zb9g4fyPbfAu_Qb6FGQa4kS6NmMdg16s7o79qrIWCF3--Rf44DWCWhoqVIeeEccZq6BTjqjGoWSZtRfBRTgAjCBtC8I_Me7Xb-EBw4m3_Dfc8PHRJHTSEyRVhGCs12nDO0ZGHS-Y7MrGuGn7A2RSj8ecVzeMUbO3pi8aiJhxZ3EIc9r3Ilg_2d9CjzsV5f-9bg-s_2a-vLNF2nTMBVtFsr_MS45zSfT2GxMtzvnCNVxOEMSKo3Pqdeepf0T1LE6CNlaSq2PUeo3DzVbD4hh_AgLTrXi2LaZ6ytA61LmULmPEGlk8QI4qO570mWrT-ZlZ983bXW8KesKiOaETbkc4xZov2K5Niv8YCJ6gw3MTalbkONheLPWx_-f


 

 

 
本校幼教系《親愛的》幼兒劇除了 3 位主角狗，還有會隨 

著音樂起舞的「芭蕾狗」。 

 
本校幼兒劇以呼拉圈配合 LED 燈的光影變化表現穿越時 

空、星際旅遊的情境。 

 

 

 

《親愛的》總召之一、幼教四乙學生郭于菱（左一）在劇 

中扮演「資訊狗」，穿著內撐呼拉圈塑型的戲服。 

 

 



 

 

賀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王俊秀教授榮獲通識終身成就奬 

 

賀 教育部、科技部指導，大葉大學、政治大學、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於 10月 3日共同主辦「2018

大學巨變中通識教育的危機與轉機：21世紀大學理念與通識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三十六屆全

國通識教育教師研習會」，並頒發第 1屆中華民國通識教育學會通識榮譽獎章。 

 

賀 本系林世昌教授獲得 2018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Awards 的 Highly Commended Award!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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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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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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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59-142447,r1538-1.php 

 

 本學期職涯諮詢服務 10 月份場次職涯顧問李宜芳、藍如瑛，企業導師楊宗銘（台積

電）人資處經理開始報名囉，請隨時注意網頁報名訊息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42920.php 

 

 2019寒暑期營隊辦理調查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596,r3455-1.php?Lang=zh-tw 

 

 教育部 108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假營隊活動－校內截止日為 10月 17日（星期

三）中午 12點前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4861,r3455-1.php?Lang=zh-tw 

 

 第一次社辦定期整潔比賽將於 10月 15日至 10月 19日舉行，請各社團留意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764,r3455-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yZWVy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TAxLTE0MjkyMC5waHA=&b=DGREFV/c%d1023805574016063/vsghy/26129434494236/DFGBX02389-08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yZWVy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TAxLTE0MjkyMC5waHA=&b=DGREFV/c%d1023805574016063/vsghy/26129434494236/DFGBX02389-08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複檢」暨「教職員工生眷優惠健檢」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44936,r1204-1.php?Lang=zh-tw 

 

 全校運動會報名即日起至 10 月 24日（星期三）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peo.nthu.edu.tw/ 

 

 【新竹就業中心】10 月 16日「新竹地區企業現場徵才活動」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45127.php 

 

 10月 15 日（星期一）至 10 月 16日（星期二）蒙民偉樓 2樓課外組辦公室 OA更新工

程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5239,r3455-1.php?Lang=zh-tw 

 

 「清大 Career 企業參訪」即日起開放報名，詳細時間請注意「清大 Career 報報」粉

絲專頁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44762.php 

 

 【轉知】台灣人才 NET－第四屆日本企業就職博覽會將在 11 月 24、25 日於台北市福華

大飯店舉辦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45225.php 

 

 本學期第 1次社辦定期整潔比賽將於 10 月 15日至 19日舉辦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4-1161-143764,r3455-1.php?Lang=zh-tw 

 

 【交通部觀光局】委託朝陽科技大學辦理「107年稀少語別導遊輔導考照訓練」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45530.php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複檢」暨「教職員工生眷優惠健檢」活動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44936,r1204-1.php?Lang=zh-tw 

 

 轉知國健署「大專校院學生吸菸行為調查」請學生踴躍上網填問卷送禮物 

參考網址：http://health.web.nthu.edu.tw/files/14-1142-145453,r1204-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GVvLm50aHUuZWR1LnR3Lw==&b=DGREFV/c%d1023805657016063/vsghy/26129517474625/DFGBX02389-08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yZWVy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My0xMTAxLTE0NTEyNy5waHA=&b=DGREOV/c%d1023805657016063/vsghy/26129517482101/DFGBX02389-08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WFz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NC0xMTYxLTE0NTIzOSxyMzQ1NS0x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CV/c%d1023805658016063/vsghy/26129518492421/DFGBX02389-08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ZWFz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xNC0xMTYxLTE0NTIzOSxyMzQ1NS0x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CV/c%d1023805658016063/vsghy/26129518492421/DFGBX02389-08


 

 

《教務處》 
 圖書館基礎科目課業輔導開課資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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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分費繳費單。107 年 10月 9日起至 107年 10 月 19日止為校務

資訊系統開放下載列印及繳費期間，詳情公告請參閱學雜(分)費專區。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1-1019-526.php?Lang=zh-tw 

 

 全校污水納管與機電管路工程第（3+4區）－同位素館等施工公告更新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43754,r992-1.php?Lang=zh-tw  

 

 路燈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44720,r992-1.php?Lang=zh-tw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與國家圖書館、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南市美術館合辦

「藏在地圖檔案的故事」專題講座 

參考網址：http://document.web.nthu.edu.tw/files/14-1002-144459,r6812-1.php?Lang=zh-tw 

 

 <中研院-交大-清大>區間車時刻表更新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45423,r127-1.php?Lang=zh-tw 

 

 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45550,r127-1.php?Lang=zh-tw 

 

 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45549,r127-1.php?Lang=zh-tw 

 

 107學年度學分費繳費通告  

參考網址：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1-1019-526.php 

http://cashier.web.nthu.edu.tw/files/11-1019-526.php?Lang=zh-tw


 

 

《主計室》 
 為提昇經費動支效能，本室將於 10 月 17、18日（星期三、四）辦理會計業務研習

會，歡迎同仁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account.web.nthu.edu.tw/files/14-1098-145155,r1160-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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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科學中心【Brainstorming the Brains 系列電影】，10 月精選出 5 部科普電影，每

天上午 11點至 12點在生命科學一館 112 室 

參考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23efb95ba46c70aa50d 

 

 教育部國際司 107年第 2期「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流活動」開始申請，研發處受

理時間為即日起至 10月 23日（星期二）下午 5點前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1&i=1779 

 

 【公告】新訂之研究計畫兼任助理及獎助生工作酬金/研究津貼支給上限標準表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799 

 

 

 

《圖書館》 
 「Ei Compendex」有獎徵答活動，抽 Beats Studio2 Wireless 無線藍牙耳罩式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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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美國化學索摘服務社 SciFinder 資料庫」有獎徵答，週週抽星巴克隨行卡！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WNjb3VudC53ZWI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QtMTA5OC0xNDUxNTUscjExNjAtMS5waHA/TGFuZz16aC10dw==&b=DGREBV/c%d1023805658016063/vsghy/26129517534408/DFGBA14713-01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WNjb3VudC53ZWI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QtMTA5OC0xNDUxNTUscjExNjAtMS5waHA/TGFuZz16aC10dw==&b=DGREBV/c%d1023805658016063/vsghy/26129517534408/DFGBA14713-01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JlY2xhc3MuY29tL3JpZD0yMjNlZmI5NWJhNDZjNzBhYTUwZA==&b=DGREFV/c%d1023805656016063/vsghy/26129516466914/DFGBB14293-1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JlY2xhc3MuY29tL3JpZD0yMjNlZmI5NWJhNDZjNzBhYTUwZA==&b=DGREFV/c%d1023805656016063/vsghy/26129516466914/DFGBB14293-1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mR3ZWIubnRodS5lZHUudHcvTGlzdF9EZXRhaWwuYXNweD9nPTImdD0yJmk9MTc5OQ==&b=DGREIV/c%d1023805658016063/vsghy/26129518494633/DFGBB14293-1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nNyaXMuY29tLnR3L0V2ZW50cy8yMDE4X0VpQ29tcGVuZGV4Mi9pbmRleC5odG1s&b=DGREFV/c%d1023805659016064/vsghy/26129519493132/DFGBB14488-13
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7


 

 

 ACS電子期刊資料庫已可正常使用，請讀者務必遵守使用規範，避免本校遭停權使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5 

 

 「EBSCO 可可大會考」答題抽獎活動開跑，歡迎同學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680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歡迎各單位申請免費 Unity（遊戲引擎）教育授權，詳細資訊請點此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1-1107-13799-1.php?Lang=zh-tw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本年度科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培訓與就業輔導

實施計畫，即日起開始申請  

參考網址：https://raisenthu.tw/ 

 

 本年度科技部重點產業高階人才培訓與就業計畫，博士級產業訓儲菁英培訓與就業輔

導實施計畫，即日起開始申請。產業洽詢電話：03-5715131 轉 34581、35195。 

參考網址：https://raisenth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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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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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額滿為止，展覽日期：11 月 1 日

至 1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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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f3435ee60a&c=menu041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GVhcm5pbmcuY2M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EtMTEwNy0xMzc5OS0xLnBocD9MYW5nPXpoLXR3&b=DGREBV/c%d1023805576016063/vsghy/26129436495404/DFGBB14096-27


 

 

 【轉知】2019第二十二屆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敬邀參加！報名日期：即日起

至 2019 年 1月 25日（五）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4.php?Lang=zh-tw 

 

 【轉知】2019第十八屆馬來西亞 MTE 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敬邀參加！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19 年 1 月 11 日（五）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9.php?Lang=zh-tw  

 

 

 

《人事室》 
 「中華民國 108 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歡迎下載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44305,r875-1.php?Lang=zh-tw 

 

 教育部函告自 108年 1月 1日起調整基本工資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44150,r875-1.php?Lang=zh-tw 

  

 轉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重申規定，公務人員如為撫育未滿 3 歲子女，得依性別工作

平等法規定減少工作時間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44171,r875-1.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2019 Kumamoto University Spring Program（10 月 24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1 

 

 2019 CAU International Winter Program（11月 2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3 

 

 土耳其科克大學－教授短期交流計畫（11 月 5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9 

 

 【轉知】本年度第二梯次台灣－史丹福醫療器材產品設計之人才培訓計畫簡章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4 

 

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4.php?Lang=zh-tw
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9.php?Lang=zh-tw


 

 

 吉林大學第十七屆北國風情冬令營（10 月 19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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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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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出國逐夢」獎助金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eng.web.nthu.edu.tw/files/14-1103-143598,r3361-1.php?Lang=zh-tw 

 

 【轉知】大同股份有限公司－菁英獎學金 / 獎額每名 10 萬元－申請至 10月 19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5334 

 

 工工系 10月份實驗室租借網址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44555,r2714-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108學年新成立「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碩士班甄試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files/14-1942-145461,r11-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活動】「從零開始的詩生活」現代詩創作工作坊即日起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tl.web.nthu.edu.tw/files/14-1263-143305,r11-1.php?Lang=zh-tw 

 

 【月涵學堂】十一月高中國文教師研習早鳥報名開始（11 月 11日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http://tl.web.nthu.edu.tw/files/14-1263-143305,r11-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本年度臺灣粒線體醫學暨研究學會研討會於 10月 27日在生命科學院二館 B1 華生演講

廳舉辦，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dms.life.nthu.edu.tw/files/14-1085-142262,r427-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實習資訊】 2nd call of 2018 NII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Program, Japan 

日本 NII 實習資訊 （for 本院博/碩士生），院截止日為 10 月 26日（星期五）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44731,r74-1.php?Lang=zh-tw  

 

 【獎學金】鴻海科技獎申請訊息（開放申請至 10 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44692,r2905-1.php?Lang=zh-tw 

 

 電資院導師時間演講：蘇予昕諮商師「搞懂情緒，搞定人生」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5469,r64-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獎學金】南山菁英領袖獎學金－研究所組（系所受理時間至 10月 18 日止）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43883,r1773-1.php?Lang=zh-tw 

 



 

 

 【2018下半年度孫運璿科技講座】邀請重量級貴賓，現正開始報名參考網址：

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43774,r1853-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寫作中心課程】學術英文的學習與應用－前言篇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web.nthu.edu.tw/files/13-2034-144626.php 

 

 【寫作中心課程】English Corner”How Western public speaking strategies can 

be traced in Ancient Graeco-Roman culture”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web.nthu.edu.tw/files/13-2034-145591.php 

 

 

 

《竹師教育學院》 
 大仁科技大學「2018 全國幼兒科學暨創意教具競賽」活動－即日起開始收件至 12 月

20日止 

參考網址：https://goo.gl/pFcuQN 

 

 【教師工作坊】11 月 23 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course/index.php?mode=show_note&id=1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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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資訊》 

【華文所演講活動】東南亞脈絡下的族群關係：華人與非華人 

說明： 

1. 講 者：林開忠／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教授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1點 20至 4點 20 

3. 地 點：南大校區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45400,r2733-1.php?Lang=zh-tw 

 

【資工系演講活動】AI + IoT：A See-Through Technology、Introduction of 

PAIR AI center 

說明： 

1. 講 者：曾煜棋、郭志義／交大人工智慧普適研究中心主任、執行長 

2. 時 間：10月 19日，下午 3點 20至 5點 30 

3. 地 點：台達館 107室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5279,r67-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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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演講活動】台籍律師在中國 

說明： 

1. 講 者：陳宥任／洞見未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長 

2. 時 間：10月 16日，下午 12點 30至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203 

4. 參考網址：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145633,r11-1.php?Lang=zh-tw 

 

    



 

 

【材料系演講活動】鋼鐵產品之防蝕技術 

說明： 

1. 講 者：吳美惠／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員 

2. 時 間：10月 17日，下午 2點 20至 5點 

3. 地 點：台達館 B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5454 

 

【材料系演講活動】同步輻射 X光電腦斷層掃描與其應用 

說明： 

1. 講 者：王俊杰／同步輻射中心研究員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3點 30至 5點 30 

3. 地 點：台達館 B1璟德講堂 

4.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5456 

 

【工工系演講活動】現代供應鏈管理的科學與實務研究 

說明： 

1. 講 者：曹譽鐘／台科工工教授 

2. 時 間：10月 17日，下午 2點 10至 4點 

3. 地 點：工程一館 R107 

4.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45631,r2715-1.php?Lang=zh-tw 

 

【學科所演講活動】機器學習與數位足跡 

說明： 

1. 講 者：區國良／清大學科所副教授 

2. 時 間：10月 18日，下午 3點 30至 5點 20 

3. 地 點：第二綜合大樓 B側 4樓 410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ilst.web.nthu.edu.tw/files/14-1082-145676,r6421-1.php?Lang=zh-tw 

 

 



 

 

【人類所演講活動】艋舺角頭與地方信仰 

說明： 

1. 講 者：鍾秀雋／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候選人 

2. 時 間：10月 17日，下午 3點至 5點 

3. 地 點：人社院 C304 

4.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45639,r2733-1.php?Lang=zh-tw 

 

【人社中心專題演講】熟知正味：當代書法經典問題/ 晚清官員日常生活中的書法 

 

說明： 

1. 講 者：白謙慎教授／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 

2. 時 間：10月 17日，下午 7點 

3. 地 點：旺宏館 245教室 

4. 參考網址：

http://rchss.nthu.edu.tw/rchss/index.php?i=join/add&id=189 

 

 

 

 

 

 



 

 

【諾貝爾大師在清華演講活動】見微知著－新世代顯微影像技術如何捕捉從分子到

個體的生物結構與動態 

 

說明： 

1. 講者：艾瑞克·貝齊格(Eric Betzig)/2014年諾貝爾化學獎得主 

2. 時間：10月 19日，早上 10點至 11點 30分 

3. 地點：生命科學館二館 B1華生廳 

4. 參考網址：http://bulletin.web.nthu.edu.tw/files/14-1912-

143546,r5084-1.php?Lang=zh-tw 

5. 報名網址：https://goo.gl/o4Sa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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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文化研究中心演講活動】分斷體制與南韓社會性質論 

 

說明： 

1. 講 者：延光錫/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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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

145640,r2733-1.php?Lang=zh-tw 

 

【諮商中心演講活動】「浪」跡天涯，別把自己活小了 

說明： 

1. 講 者：陳浪／知名電視節目主持人 

2. 時 間：10月 17日，晚上 6點 30至 9點 

3. 地 點：南大校區講堂甲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3-1091-142793.php 

5. 報名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2BBvrcNQPKPt1X-fZk-

BDpbHv2d456IviiEanu2uYNQ/viewform?edit_requested=true 

 

【課外組演講活動】和世界做朋友－跨文化溝通經驗分享 

說明： 

1. 講 者：江竺霓／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返國志工 

2. 時 間：10月 17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校本部學生活動中心（蒙民偉樓）102 

4. 參考網址：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o24PFGHLOXD44Jz5YxeaNHkIsEINz45-

cLYshAgz8GgNYcQ/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