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拾穗計畫 百萬粉絲舞蹈冠軍雙胞胎姐妹上榜 

  本校 108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的「拾穗計畫」12 月 14

日放榜，在近 9 百位報名者中正取 59 名，有罹患妥瑞症、

想來清華學習音樂治療的小提琴家，經營自媒體、擁近

百萬訂閱戶的舞蹈大賽冠軍雙胞胎姐妹花，及總統教育

獎得主、武術冠軍、物理辯論金牌、創業家等高手，還有

多位逆境向上的優秀學生，將在新學年加入清華的大家

庭。 

  錄取拾穗的桃園高中學生梁策從小罹患妥瑞症，一緊

張就會眨眼晴、皺鼻子、清喉嚨及咳嗽，但他發現，當他

拉小提琴、奏到莫扎特樂曲的某些小節時，那些惱人的

症狀都離他遠去。 

  儘管一緊張時講話就會咳，但梁策仍挑戰自己，爭取

成為教育部去年選派赴以色列參加國際環境青年領袖會

議的國家代表，之前也曾獲選耶魯大學的青年全球學者

(Yale Young Global Scholar)，獲獎學金赴美，在耶魯認識

一位研究音樂與醫學工程的學者，點燃他想用音樂來治

療妥瑞症的想法。 

  當他得知大力推動跨領域雙專長的清華大學有特殊選

才的入道管道，立即以此為升學的第一志願。梁策的小

提琴拉得好，曾獲全國學生音樂賽小提琴組的第四名。

他表示，進入清華後，除了繼續學習音樂，也要跨足科

技，「妥瑞症、亞斯柏格症都因腦內的多巴胺分泌過多，

我想發明能發出特定音頻的裝置，一按下去就能減緩病

患的症狀。」 

  今年錄取生中，還有兩位申請函寫得幾乎一模一樣的

考生，她們是從小即同班、學習歷程與經歷都相同的雙

胞胎姊妹花周玗希、周玗函。她們異口同聲地說，即使上

了大學也一定要在一起，如今夢想終於在清華成真，兩

姊妹及父母都開心不已。 

  周玗希、周玗函去年獲得韓國 DIATV 全球舞蹈大賽冠

軍，她們還用心經營自媒體及社群，在 Facebook 的 Sandy 

& Mandy 粉絲專頁有 257 萬粉絲，Youtube 頻道訂閱數

89 萬，優酷頻道瀏覽次數更突破 1.1 億次，還代言許多

活動，是能多方位發展跨領域事業經營人才。 

  妹妹周玗函說，她們有舞蹈的專業，但未來要擴大網

路經營平台，還需要有經營管理的專業，因此，先進清華

學院學士班，未來則想分流到科管院。 

  政大附中高三生邱映瑄也錄取了拾穗計畫，她是自由

式輪滑女子花樁世界排名第一的高材生，每年至少出國

五、六次參賽來累積積分，也是今年亞洲錦標賽成年女

子組金牌。 

  邱映瑄不僅是體育名將，學業成績也十分優異，因常

出國比賽，結識各國好手，讓她的英語突飛猛進，甚至擔

任國家代表隊英語即席口譯。因為與韓國選手用英文溝

通有些障礙，她還自學了韓語，未來還想學法語。熱愛閱

讀及寫作的她，還在網路連載多篇長短篇小說，可稱文

武雙全。 

  本校招生策略中心焦傳金主任表示，清華創全國之先，

104 學年度即創特殊選才管道，當年僅錄取 10 人，占大

一新生總錄取名額的 0.66%，逐年提升，今年錄取 59 人，

除了清華學院學士班的 35 人，物理系、化學系、數學系、

資工系等 9系也各自招收了 24名在該領域有特殊專才的

學生，使特殊選才學生達到新生名額的 3%。 

  焦傳金主任表示，拾穗計畫就是要讓那些光靠學測成

績篩選不出來、具備多元才能的學生進入清華，他們之

中有許多處於經濟困境、或罹患罕病者，但都能發揮「恆

毅力」，堅持把一件事有始有終地做好，「如果他們在這

麼困難情況下都能表現得這麼好，也可以激勵其他的同

學更珍惜所有、積極發揮自身的能力。」  

  為了迎接這群具特殊才能的學生，本校今年還開辦了

實驗教育方案，讓學生能依各自的學習需求去找老師、

組合課程。中研院院士、本校歷史所黃一農特聘講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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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也擔任今年拾穗的遴選委員，他說，將為拾穗生組成

「夢幻導師團」，「找一群精彩的導師，幫助他們在清華

學習。」 

  本校推動拾穗計畫仿效美國哈佛、柏克萊加大、史丹

福大學等名校全方位審查及招生方式，讓具特殊才能、

特殊優良行為或逆境向上且具強烈學習熱忱的學生進入

清華就讀，使大學選才更多元化。清華學院學士班今年

並優先了錄取 10 名不同教育資歷背景的學生，包括境外

臺生、實驗教育學生、經濟弱勢、新住民子女、離島或偏

遠地區者。實驗教育學生（含自學生）也有 3 位錄取。 

 

清華大學 108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拾穗計畫」

錄取名單：

http://admission.nthu.edu.tw/Front/Template/News.aspx?i

d=zTq4pS6u2k8=&Sn=428

 

清華大學特殊選才「拾穗計畫」錄取名額 

學年度 名額 占大一新生名額比率 

104 10 0.66% 

105 16 1.04% 

106 30 1.47% 

107 53 2.69% 

108 59 2.99% 

 

 

 

 

 

 

 

 

 

 

 

 

 

 



 

 

 

舞蹈冠軍雙胞胎姐妹花周玗希、周玗函錄取本校拾穗計畫 

  
 
 
 
 
 
 
 
 
 
 
 
 
 
 
 
 
 
 
 
 
 
 
 
 
 
梁策罹患妥瑞症，拉小提 琴能幫他擺脫惱人症狀， 

進入清華後想學習音樂治療 

桃園高中學生梁策曾獲選耶魯大學的青年全球學者， 

今錄取本校拾穗計畫 

政大附中學生邱映瑄是自由式輪滑女子花樁世界排

名第一，今錄取本校拾穗計畫 



 

 

清華 AI棒球伙伴－榮譽講座教授陳偉殷開講 

  旅美棒球好手陳偉殷 12 月 13 日從本校賀陳弘校長手

中接下聘書，成為清華第一位以國際頂尖術科成就聘任

的榮譽講座教授。陳偉殷教授也首次為本校體育系及棒

球隊的學生講課，分享大聯盟訓練經驗，並指導學生投

球。有趣的是，台下正牌的學生雖只有 56 人，但卻吸引

新竹地區國高中棒球隊及清華師生近 5 百人「旁聽」。 

  他不斷地告訴學生，要享受當下、享受打球，「最難的

不是登上大聯盟，而是能否享受打球的喜悅。」 

  陳偉殷去年在本校舉辦棒球營，身為地主的賀陳弘校

長邀請陳偉殷到清華講課。清華過去聘任榮譽講座教授

皆以研究表現為主，與竹教大合校後，將延聘對象擴及

「術科頂尖」人才，陳偉殷因此成為第一位依新辦法聘

任的術科榮譽講座教授。 

  「棒球在台灣絕對是紅不讓。」賀陳弘校長說，七零年

代的少棒風潮奠定台灣棒球的基礎。他表示，本校當年

也是少棒出國比賽的集訓基地，小選手們在棒球場集訓、

在學生宿舍休息、在招待所餐廳吃西餐。從當年的篳路

藍縷，到現在發展 AI 棒球、成為運動科技殿堂，清華非

常榮幸參與台灣棒球這一路走來的輝煌歷史。 

  賀陳弘校長說：「相信在今天的課程後，看球的人看得

更過癮，打球的人打得更厲害。」 

  現場也請來昔日巨人少棒的名投、本校電機系吳誠文

教授與陳偉殷展開兩代名投的對談。陳偉殷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地與學生分享他的大聯盟經驗，包括從比賽日

往前推，如何準備一場比賽？他強調固定習慣的重要，

最好設定一定的賽前準備步驟。如他賽前總會提前 2 小

時熱身，讓自己更專注、進入比賽狀況。 

  陳偉殷一向對自主訓練要求很高，他說他「可以不休

息，一直重覆地做」，在日本受傷開刀後，訓練量甚至是

其他隊員的兩倍，且不以為苦。別人常問他是如何做到？

他說，他是科班出身，中學時每天下午都得訓練 5 個小

時，也覺得苦，他常想，若能縮短為 2 小時該多好；但

他看到非科班的球員得到周末才有機會練球，卻很期待

訓練，這給他很大的刺激，從此改變對訓練的想法，試著

去享受訓練的過程。 

  有些選手練習的時候有模有樣，但是臨場表現不佳，

因此，身經百戰的陳偉殷也傳授了一套心法，包括如何

控球；如何處理危機與面對來自對手、隊友、教練、裁判、

觀眾等壓力；如何調整體力與處理傷痛。令台下的學生

及來旁聽的新竹成德高中、三民國中棒球隊等青少年球

員都受益良多。 

  陳偉殷並分享他走上棒球之路的心路歷程，為證明自

己、解決家中經濟難題決定出國打球、在日本遇到的難

題等。他表示，在不同階段都會設定新的目標，把握好每

一次機會，盡最大努力表現。 

  陳偉殷表示，棒球運動也讓他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他曾是日本職棒球員，如今在美國職棒奮鬥，在強調團

隊合作的棒球運動中，如何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隊友，

並且與之合作、發揮最大戰力，他深有體會。 

  吳誠文教授表示，他能感受到陳偉殷很樂於教導年輕

人，每年回台自主訓練之餘，都會找時間把經驗傳授給

青年球員；陳偉殷的另一特色是很有研究的精神，從小

就會去思考教練為何教他這樣做？怎麼投比較好？不斷

精進，成為一流的球員，「陳偉殷當教授一定也是一流的

教授。」 

  陳偉殷並當場指導兩位本校棒球隊的投手投球。他先

詢問兩位球員碰到的困難，動機所碩一生鄭博升說是身

體僵硬、無法把力量用出來。陳偉殷就要鄭博升反覆投

給他看，並握著學生的手耐心為他們矯正姿勢。 

  鄭博升興奮地直說：「這可是陳偉殷耶，這種機會一輩

子有多少？」能近距離向陳偉殷請益，令他開心不已。他

表示，陳教授提到的控球及訓練方式令他豁然開朗，也

期待把學到的內容拿來實戰應用。 

  另一位材料系大四生黃子杰也接受陳偉殷指導，他指

出黃生問題在於「太早往前衝，沒有把力量放在後面的

軸心腳。」並用弓與弦的例子來解釋如何讓身體如拉弦

般釋放最大力量。黃子杰是清華棒球隊前隊長，他表示，

很興奮能得到陳偉殷教授親自指導，聽到陳教授面對比

賽壓力及批評的調適方法，對他往後在場上調整心態很

有幫助。 



 

 

  陳偉殷受邀擔任清華本月 4 日成立的運動科技中心顧

問，因此，在講座之前，他也參觀了中心第一項計畫「AI

棒球計畫」的智慧棒球、精準打擊等研究項目，並以顧問

身份提出建言。 

  陳偉殷表示，美國職棒大聯盟的球團都走向高科技輔

助，他曾經像許多球員一樣鐵齒，不相信這些數據能有

什麼幫助，最後卻不得不相信。他很看好運動科技在棒

球項目的發展，人工智慧的加入，除了可更幫助教練精

準調度，也能改善球員運動傷害。 

  陳偉殷高中時為高苑工商棒球隊的一員，2002年在 IBA

世界青棒錦標賽，對南韓隊演出 12 次三振完封勝，獲得

大會最佳左投手。大學畢業後，他與日本職棒中日龍簽

約，2009 年奪下中央聯盟防禦率王。2012 年陳偉殷轉戰

美國職棒大聯盟，獲得美國聯盟新人王票選第四名。 

  陳偉殷 2016 年與美國邁阿密馬林魚隊簽下合約，基本

合約 5 年約 27 億台幣，創下台灣選手在大聯盟的最高年

薪記錄，也是華人運動員的新高。 

本校賀陳弘校長（左）頒給陳偉殷榮譽講座教授證書 昔日巨人少棒名投、本校電機系吳誠文教授（左）與陳

偉殷展開兩代名投的對談 

陳偉殷向學生舉例自己用投球數據改變對打者策略 陳偉殷指導本校棒球隊投手、動機所碩一生鄭博升改善

投球姿勢 



 

 

陳偉殷指導本校棒球隊投手、動機所碩一生鄭博升改善

投球姿勢 

陳偉殷詢問兩位清華棒球隊投手想改善的問題 

陳偉殷為本校體育系及棒球隊學生帶來講座課程 陳偉殷指導本校棒球隊投手、材料系大四生黃子杰改善

投球姿勢 

陳偉殷向學生分

享在大聯盟訓練

的心路歷程 

本校賀陳弘校長（白衣者）歡迎陳偉殷擔任清華體育系

榮譽講座教授 



 

 

張系國任清華榮譽講座教授 教學生寫科幻小說 

  

  本校華文文學所 12月 10日禮聘「台灣科幻小說之父」

張系國擔任榮譽講座教授。張系國教授將在清華舉辦一

系列「雙面張系國－科學的浪漫、幻想的現實」講座，討

論科幻史中的理想世界「烏托邦」，並透過大數據分析技

術探索文學、電影中的「平行宇宙」。張系國教授還將主

持工作坊，帶領清華學生創作科幻短篇。 

  「科學」與「幻想」兩大元素皆長才能稱上是好的科幻

文學作品，張系國教授則是其中翹楚。長居美國的張系

國為匹茲堡大學電腦資訊學院教授，豐富的理工背景使

得他作品中的科學論點特別紮實。他的文學生命發端於

大學時期，作品兼採科幻、寓言和寫實手法。其名作《棋

王》，現已翻成英文、德文等多國版本，並曾搬上大銀幕，

改編成音樂舞台劇、電視劇等。 

  張系國教授表示，非常高興能回到新竹擔任榮譽講座

教授。他解釋，許多學校以電腦、資訊領域邀請他講課，

但唯有清華是以「文學」領域禮聘他。張系國幽默地說：

「這表示我終於在文學領域出頭啦！」 

  張系國教授與台下學生分享，自己過去就讀竹師附小，

實習老師來自過去的新竹師範學院，與如今的清華十分

有淵源。他簡介未來 4 場活動的內容並表示，不要覺得

台上、台下有距離，他親切地說：「課程後我也會留下我

的聯絡信箱，希望所有對科幻文學有興趣的人都能和我

保持聯繫！」 

  本校賀陳弘校長頒授張系國榮譽講座教授聘書時說：

「張系國教授左手寫程式，右手寫小說。」讀者橫跨中生

代到新生代。他表示，在當時政治氛圍沉悶的年代，張系

國教授的科幻作品為眾人找了一個出口、一片藍天，自

己也曾閱讀過《皮牧師正傳》、《快活林》等作品。 

  本校人文社會學院黃樹民院長分享，自己與張系國教

授是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在台大就讀時就曾聽聞這位天

才學長，會拉小提琴、寫文章、編寫程式語言。他表示，

張系國教授在封閉的年代，帶領讀者接觸「不能看」、「不

敢看」的世界，相信同學們在接下來的講座一定有很大

的收穫。 

  本校華文所林佳儀所長表示，張系國教授作品可讀性

高，故事創意、情節鋪陳、人物刻劃等皆具特色。作品多

以超越現實的疏離時空反省當今社會存在秩序，融入歷

史演義、浪漫傳奇，反映人類文明的欲望與恐懼。清華在

與竹教大合校前，竹教大中文系主辦的「第二屆竹塹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曾邀請張系國教授擔任「竹塹堡、科

技城與烏托邦：我的科幻小說創作」專題演講。 

  本校南大校區中文系大三生杜姁芸表示，她曾閱讀張

系國教授第一本科幻短篇小說集《星雲組曲》中的〈銅像

城〉及長篇小說《V 托邦》。她認為，張系國教授的作品

書寫許多對未來的想像，虛擬情境下帶來更多社會議題

的討論空間，能刺激更多想法。 

  張系國教授畢業於新竹中學，因成績優異，保送到臺

灣大學電機系，之後又到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電機

博士。他曾任教於康乃爾大學、伊利諾大學等名校，並創

辦知識系統學院(KSI)，推動資訊科學、系統科學及社會科

學的聯合研究。 

  張系國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創作科幻小說，1980 年

代所作的《星雲組曲》開啟台灣科幻文學盛世。他也推動

華文科幻文學，創辦出版社、編選三部《當代科幻小說

選》。身兼作家與科學家雙重身分的他曾表示，雖然跨足

科技、哲學、文學等領域，但最傾心的還是文學。他曾說：

「未來希望自己的墓誌銘上，寫的會是『小說家』的身

分。」 

  張系國也以系列演講紀念清華已故的沈君山校長，他

曾在文章裡寫道：我和君山論交三十年，也屢次在小說

裏面調侃他，一下把他變成科幻小說〈陽羨書生〉裡的機

器人，一下依照他的形象塑造《棋王》小說裏的名嘴教

授，他都不以為忤，或者竟有幾分得意。 

  本校華文所 12 月 10 日起至 13 日共計舉辦 3 場講座，

「桃花源與烏托邦－建構與解構的科幻史」、「黑天鵝和

白大象－大數據時代的科幻與視覺語言」、「從烏托邦到

反烏托邦的小說發展史」，以及 1 場工作坊課程「什麼是

科幻小說的奇幻因素？」。活動網站 http://t.cn/EyfDEVJ 



 

 

  本校圖書館人社分館及南大分館 12 月 5 日至 12 月 29

日也展出「科幻的起點、發展與引入－張系國相關著作

與科幻作品展」，展覽分為六大主題：「科幻的起點」、「科

技、戰爭、共產主義與反烏托邦小說」、「美國科幻三大家

及其他」、「張系國經歷與早期創作」、「張系國的科幻譯

介與創作」及「張系國的科幻推廣」。 

清華大學華文文學所「雙面張系國－科學的浪漫、幻想

的現實」系列講座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12/10（一） 

10：00-12：00 

清華大學南大

校區推廣教育

大樓講堂丙 

桃花源與烏托邦－

建構與解構的科幻

史 

12/11（二） 

10：00-12：00 

清華大學校本

部人社院 C310

會議室 

黑天鵝和白大象－

大數據時代的科幻

與視覺語言 

12/12（三） 

13：20-15：20 

清華大學南大

校區語文大樓

3101 教室 

【工作坊】什麼是科

幻 小 說 的 奇 幻 因

素？ 

12/13（四） 

15：00-17：00 

清華大學校本

部人社院 C310

會議室 

從烏托邦到反烏托

邦的小說發展史 



 

 

本校學生帶來張系國教授作品，請大師簽名留念 本校賀陳弘校長（右）頒授張系國（左）榮譽獎座教授

聘書 

張系國教授向本校師生簡介未來 4場講座活動 本校人社院黃樹民院長致贈清華人社院小錦旗給張系國

教授 

本校賀陳弘校長（左二）、人社院黃樹民院長（右

二）、華文所林佳儀所長（右一）、台文所陳惠齡教授

（左一）歡迎張系國（中）任清華榮譽講座教授 

本校師生期待「雙面張系國－科學的浪漫、幻想的現

實」系列講座活動 



 

 

《秘書處》 
 【函文轉知】教育部於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建置「新聞稿與資訊澄清」專區，請

參考運用 
參考網址：http://gencom.web.nthu.edu.tw/files/14-1099-147734,r805-1.php?Lang=zh-tw 

 

 2018名人講堂－海外校友分享會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44QA2 

 

 12月 22 日（星期六）沈君山校長追思會，歡迎報名參加（座位有限，額滿為止） 
參考網址：https://goo.gl/EoHkUZ 

 

 【沈君山校長紀念活動】「一棋一會」沈君山校長紀念棋賽  

參考網址：http://bulletin.web.nthu.edu.tw/files/13-1912-148790.php 

 

 敬邀〔展覽〕不倒翁: 後藤新平的書蹟與生平  

參考網址：http://bulletin.web.nthu.edu.tw/files/13-1912-148542.php 

 

 

 

《學務處》 
 2019寒期營隊資訊 

參考網址：http://eas.web.nthu.edu.tw/files/15-1161-147400,c3644-1.php?Lang=zh-tw 

 

 獎勵建議表請於 12 月 21 日（星期五）下午 3點前送至課外組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8091,r6887-1.php?Lang=zh-tw 

 

 本學期學生社團幹部證明登錄至 108 年 1 月 7日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8625,r6887-1.php?Lang=zh-tw 

 

 體育館第二舞蹈教室空間及校友館開放時間調整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9076,r6887-1.php?Lang=zh-tw 

 

 107至 108年度全國大專院校登山社團戶外領導人才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8993,r6890-1.php?Lang=zh-tw 

 

 108年春節宿舍關閉申請住宿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49070,r1538-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mV1cmwuY2MvVjVNWUE=&b=DGREDV/c%d1023805783016063/vsghy/26129642515500/DFGBW00130-16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ml0Lmx5LzJQQ244VE0=&b=DGREFV/c%d1023805782016063/vsghy/26129641535198/DFGBW00130-16


 

 

 108年寒假郵局返鄉包裹服務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48887,r1538-1.php?Lang=zh-tw 

 

 107學年度下學期床位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49066,r1538-1.php?Lang=zh-tw 

 

 108學年度宿舍申請時程表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46328,r1538-1.php?Lang=zh-tw 

 

 雅齋、文齋宿舍進行電梯增設工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web.nthu.edu.tw/files/14-1159-146225,r2223-1.php?Lang=zh-tw 

 

 

 

《教務處》 
 108學年度研究生甄試生於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108年 2月）提前入學申請受理時

間：108 年 1月 2日至 1 月 8 日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27867,r219-1.php?Lang=zh-tw 

 

 107學年度第 2 學期舊生註冊須知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29829,r219-1.php?Lang=zh-tw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填卷抽獎活動」《奬項》&《實施方案》 

參考網址：http://curricul.web.nthu.edu.tw/files/13-1073-148888.php?Lang=zh-tw 

 

 107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繳送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registra.web.nthu.edu.tw/files/14-1086-148696,r219-1.php?Lang=zh-tw 

 

 

 

《總務處》 
 實驗動物房建築物改善及空調更新工程施作時程公告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46418,r992-1.php?Lang=zh-tw 

 

 

 



 

 

《人事室》 

 徵求 108 年新春團拜表演活動（12 月 21 日前報名）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48091,r6887-1.php?Lang=zh-tw 

 

 清大教職員昆達里尼瑜珈社課程招生中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49011,r875-1.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徵求 108 年度研究生專題計畫，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816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108 年度水土保持局創新研究計畫」至 12月 20日止受

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836 

 

 腦科學中心【Brainstorming the Brains 系列電影】，12 月精選出 5 部科普電影，每

天 11點至 12點在生命科學一館 112 室，與您跨領域討論！ 

參考網址：https://www.beclass.com/rid=223f0865bfbb96e7345b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8 年度預定會期公告 

參考網址：http://rec.web.nthu.edu.tw/files/14-1679-149049,r3334-1.php?Lang=zh-tw 

 

 Funding Opportunity (MOST)科技部生科司徵求「台灣腦科技發展及國際躍升計畫」

計畫，校內截止日為 108 年 3 月 21日（星期四）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848 

 

 

 

《圖書館》 
 歡迎參觀人社分館 12月 5日至 12 月 29 日「科幻的起點、發展與引入—張系國相關著

作與科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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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JlY2xhc3MuY29tL3JpZD0yMjNmMDg2NWJmYmI5NmU3MzQ1Yg==&b=DGREFV/c%d1023805862016063/vsghy/26129722466808/DFGBB14293-1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JlY2xhc3MuY29tL3JpZD0yMjNmMDg2NWJmYmI5NmU3MzQ1Yg==&b=DGREFV/c%d1023805862016063/vsghy/26129722466808/DFGBB14293-10


 

 

 南大分館 12月 10日至 1月 27日進行電梯汰換更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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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4 日至 12 月 19日總圖書館 1 樓知識集施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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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9 日（星期三）總圖書館二樓置物櫃配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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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2 日至 12 月 21日，總圖書館 4-6 樓西面、南面進行隔熱紙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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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觀人社分館 12月 5日至 12 月 29 日「科幻的起點、發展與引入－張系國相關著

作與科幻作品展」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read_list_valid_LRC.php?see=6 

 

 歡迎參觀人社分館 107/12/17-108/1/4「療癒圖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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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典閱組誠徵寒假工讀生 

參考網址：https://ridge.lib.nthu.edu.tw/cir_par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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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洽詢電話：03-5715131 轉 34581、35195。 
參考網址：https://raisenth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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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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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9.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aHR0cHM6Ly9yaWRnZS5saWIubnRodS5lZHUudHcvY2lyX3BhcnR0aW1lLw==&b=DGREOV/c%d1023805869016063/vsghy/26129729494333/DFGBB14488-13
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4.php?Lang=zh-tw
https://www.innosociety.org/m/404-1649-57429.php?Lang=zh-tw


 

 

 【轉知】2019年「台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及「台灣無人飛行載具展」，歡迎報名

參展。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9年 1月 11日（星期五）前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tadte.com.tw/zh_TW/index.htm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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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事務處》 

 開放申請 108學年上學期（2019秋季班）赴陸港澳區交流申請（12月 7 日起）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58 

 

 2019宋卡王子大學(PSU) Thai Cultural Camp－兩梯次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79 

 

 2019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 Summer Program－2019年 2月 2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75 

 

 2019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 Vancouver Summer Program(VSP)－2019年 2 月 2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72 

 

 「門戶開放國際奧林匹亞競賽：俄羅斯獎學金專案」，歡迎學生自行報名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81 

 

 2019日本名古屋大學 Summer Intensive Program（1月 29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91 

 

 綜事組徵求工讀生協助外籍交換生輔導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2 

 

 日本北海道大學 2019夏季短期研修 Hokkaido Summer Institute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92 

 

 陸港澳交換生家族輔導計劃（108年 1月 18日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48 

 



 

 

《師資培育中心》 
 108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簡章暨重要日程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9062,r48-1.php?Lang=zh-tw  

 

 108年 1 月 14日（星期一）<系統化課程設計工作坊>，歡迎同學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8832,r48-1.php?Lang=zh-tw  

 

 

 

《工學院》 
 【工工系公告】12月份實驗室租借網址 

參考網址：http://www.ie.nthu.edu.tw/files/14-1267-148087,r2714-1.php?Lang=zh-tw 

 

 【化工系公告】2019 秋季班赴陸港澳交流申請（1 月 11日中午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he.nthu.edu.tw/news/news.php?Sn=2173 

 

 【材料系公告】2019 秋季班赴陸港澳交流申請（1 月 18日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5628 

 

 

 

《原子科學院》 
 【工科系公告】[旺宏電子]第十九屆旺宏金矽獎報名至 1月 10日，新增 AI 類別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47253,r1602-1.php?Lang=zh-tw 

 

 【工科系公告】誠徵 108 年寒假與 107學年下學期之工讀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48498,r2517-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2019 秋季班赴陸港澳交流申請（1 月 18日中午 12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files/14-1942-148913,r1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08 年度教育部學海惜珠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交換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files/14-1942-148892,r11-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校外活動】2019口述歷史研習營  

參考網址：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4-1147-148631,r1561-1.php 

 

 【學程訊息】107學年專業學程說明會，歡迎參加 

參考網址：http://www.dhss.nthu.edu.tw/files/14-1147-143475,r1561-1.php 

 

 【活動】「12月很歷史」活動訊息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48669,r2733-1.php?Lang=zh-tw 

 

 【活動】12月 19日（星期三）「宗教、科技與醫療」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48670,r2733-1.php?Lang=zh-tw 

 

 【外語系公告】2019 秋季班赴陸港澳交流申請（1 月 10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 

 

 【月涵學堂】寒假課程早鳥報名開始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48830,r11-1.php?Lang=zh-tw 

 

 12月 27 日至 29 日（星期四至六）國際學術研討會－異域、他國與世界想像：近現代

文學與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files/14-1278-148434,r11-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2019年總統教育獎－生科院大學部收件截止日 12 月 24日（星期一）下午 5點止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45 

 

 108學年度上學期赴大陸與港澳地區之學期交換生案－生科院大學部收件截止日為 108

年 1月 23日（星期三）下午 5點前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47 

 

 



 

 

 108年度教育部學海惜珠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交換－生科院大學部收件截止日為 108

年 1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5 點前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46 

 

 

 

《電機資訊學院》 
 歡迎參加 12月 20日（星期四）台積電 IT清大徵才講座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7562,r64-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暑期海外名校體驗學習獎學金－12 月 20 日（星期四）申請截止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47165,r58-1.php?Lang=zh-tw 

 

 108學年度上學期赴大陸與港澳地區之學期交換生案－電機系學士班收件截止日為 108

年 1月 22日（星期二）下午 5點前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48850,r58-1.php?Lang=zh-tw 

 

 108年度教育部學海惜珠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交換－電機系學士班收件截止日為 108

年 1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5點前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48851,r58-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活動】第二屆清華科管盃個案比賽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48504,r1853-1.php?Lang=zh-tw 

 

 【學術論壇】12 月 22日（星期六）The future of X 服務科學論壇，在台積館 1F孫

運璿演講廳熱烈登場，歡迎師生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48677,r1853-1.php?Lang=zh-tw 

 

 【國際交流】本院科法所與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School of Law 

Berkeley Center for Law & Technolog 簽訂 MOU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48919,r1853-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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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3 月 21 至 22 日「學校輔導督導訓練工作坊」即日起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4-1999-148698,r6860-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寫作中心工作坊】微電影劇本編創概念：人物論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web.nthu.edu.tw/files/13-2034-148944.php 

 

 【語言中心公告】校外活動－中央大學「全國大專院校－科技英文簡報與演講競賽」 
參考網址：http://www.lc.ncu.edu.tw/tech/index.html 

 

 

 

《藝術學院》 
 林昀頡個展－堆。築（11 月 28日至 12 月 26日） 

參考網址：http://arts.nthu.edu.tw/#/exhibitions/252  

 

 

 

《演講資訊》 

【經濟專題演講】消費者對於食品安全事件風險分級之認知 

說明： 

1. 講 者：劉鋼／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 

2. 時 間：12月 18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台積館 905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econ.nthu.edu.tw/files/14-1172-149058,r1860-1.php?Lang=zh-tw 

 

    



 

 

【資工系專題演講】Analyzing Big Visual Data in Global Network 

說明： 

1. 講 者：陸永祥／美國普度大學電機計算機工程學系教授 

2. 時 間：12月 19日，下午 1點 30分至 3點  

3. 地 點：資工系地下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48893,r67-1.php?Lang=zh-tw 

 

【語言中心演講活動】成為亞洲矽谷，台灣學生行不行? 

 

 

 

 

 

 

 

 

 

 

 

 

 

 

說明： 

1. 講 者：邱懷萱／Anchor Taiwan執行長兼創辦人 

2. 時 間：12月 19日，晚上 7點 10到 9點  

3. 地 點：綜二館 2樓 205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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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48394,r6822-1.php?Lang=zh-tw 



 

 

【語言中心演講活動】台灣品牌與英文競爭力－給大學生的建議 

 

說明： 

1. 講 者：張代偉／一元三思有限公司及 CROSSROADS平台

創辦人兼執行長 

2. 時 間：12月 26日，晚上 7點到 9點 

3. 地 點：綜二館 2樓 205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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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9-148400,r6822-1.php?Lang=zh-tw 

 

【清華電機系友會《TEEN系列講座》】不被淘汰的能力：擁抱改變 

 

說明： 

1. 講 者：王紹宇／清華電機 11級 

2. 時 間：12月 20日，晚上 7點 30  

3. 地 點：台達館 R217 

4.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ES5nYQ16

UiiSjZyaIXHQxXJ2de1scM1Omy-AYR0vFg8aVzQ/view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