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導式自傳怎麼寫？ 清華校長寫給考生一封信 

學測成績公布了，不少申請大學的考生正努力撰寫自

傳及讀書計畫，但大學招生單位究竟想看到什麼樣的書

審資料？本校招生網站貼出一封賀陳弘校長寫給考生的

信，建議考生用自己的話寫出專長及興趣、對人生意義

的追求、以及進入大學後的學習規劃，以三段式的引導

方式協助考生表達自我，也讓審查委員更有效率地了解

報考學生的學習動機及表現。 

本校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焦傳金主任表示，部分考生

的自傳流於「流水帳式」或「罐頭式」，只寫家境小

康、家庭和樂及條列在校成績與獲獎事蹟，「這些不是

不能寫，但如果只有這些內容，不易讓招生單位了解你

為何適合就讀本校系。」因此清華希望能用引導的方

式，幫助考生去思考並呈現自己真實的一面，展現獨特

性。 

賀陳弘校長寫給考生的一封信中，引導考生思考並回

答三個問題來完成自傳。問題包括： 

1. 對您而言，什麼是有意義的？為什麼？（以 200 字

至 300 字為限） 

2. 您最專長的能力是甚麼？您是如何培養及發展這項

能力呢？（以 200 字至 300 字為限） 

3. 請分享一個您曾正面影響他人、解決衝突或對團體

有貢獻的活動或經驗。（以 200 字至 300 字為限） 

在許多考生都感到頭疼的讀書計畫撰寫方面，賀陳弘

校長建議考生思考並回答「若您進入清華就讀，想更深

入瞭解大學裡的專業知識或進行跨領域學習時，您將如

何尋找清華校內外資源完成目標呢？」這部分則以 800

字至 1000 字為限。不需要長篇大論，也不需要華麗文

藻或包裝排版，將自己的想法說明清楚即可。 

賀陳弘校長指出，清華十年以來在高中生進入大學的

選才方式做了許多創新和努力，更致力發展以大學四年

完成跨領域學習，推行最新的「客製化教育方案」，希

望創造學生最大的學習可能性與自由度，「清華是個大

寶庫，許多學問知識等著你去發掘；只有具備強烈學習

動機的學生，才能以最大限度的學習自由，擁有最大的

收穫。」 

賀陳弘校長說，「引導式自傳和讀書計畫」目的就在

幫助招生單位找到學習動機強烈、願意主動尋求多方面

學習的學生，學校提供自由寛廣的學習環境，讓「學生

如魚得水」。 

焦傳金主任表示，許多學生寫自傳時都會附上各種獎

狀，但大學招生單位更願意看到學生把參加各項競賽的

動機及努力過程呈現出來，不要只列結果；字數的限制

則是在考驗學生的表達能力，看是否能提煉想法並以精

簡的文字表達。 

焦傳金主任說，美國頂尖大學如哈佛、史丹佛的招生

網站均列出「What We Look For」，清楚說明其招生理念

和目標。以哈佛大學為例，即指出除了課業表現，還考

慮申請者的個人特質、各方面的特殊才能及卓越表現；

哈佛也明確點出他們看重招收身處弱勢環境卻能逆境向

上的學生。 

史丹佛的招生網站上，則強調對申請入學者的全人評

估，包括課業成績、包括社團及體育在內的全方位表

現、打工等課外活動、是否處於經濟及環境的弱勢條件

等特殊背景，讓招生單位「更認識你、了解你、明白啟

發你的動機為何?」 

賀陳弘校長的一封信及撰寫引導式自傳、讀書計畫的

指引，已公告在本校招生網站，網址為

https://goo.gl/FY3a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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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全面迎向人工智慧 電資學院 AI領航 

  本校開設全校性 AI 人工智慧學分學程，包括針對非

理工學生開設至少 19 學分的「應用基礎」學程，及針

對理工生 21 學分以上的「應用進階」學程，正面迎戰

人工智慧職涯挑戰。清華資工系 108 學年度更增設丙

組，首度招收 10 名「人工智慧組」學生，將培育人工

智慧領航科學家。 

  本校賀陳弘校長指出，AI 在清華不只是人工智慧的代

稱，也有跨領域「智慧加值」(Added Intelligence)之意，

無論學生主修的是製程管理、藥物開發、科技法律、藝

術創作，都可以透過人工智慧學分學程有系統的學習，

為專業加值、如虎添翼，成為該領域的決策者及領導

者。 

  「人工智慧與應用基礎學分學程」包括程式設計、機

器學習等核心課程，另外還有電腦視覺、影像處理、數

位聲訊、生物數據分析、機器人學，甚至人工智慧音樂

導論及人工智慧文學創作等選修課程。「人工智慧與應

用進階學分學程」則加上雲端計算及圖形理論、深度學

習等進階選修課程。賀陳弘校長表示，希望短期內全校

能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選修人工智慧學分學程。 

清華 AI 「軟硬通吃」 

  本校電機資訊學院黃能富院長過去即率領團隊發展

「基於人工智慧之智慧精準農業」技術，利用無人機、

衛星空拍與影像分析與機器學習等技術，算出調控火龍

果開花時間關鍵參數，以及多種蔬果最佳生長環境參數

及產量預測等。他強調清華發展人工智慧的特色就是軟 

(資工)加硬(電機)，軟硬兼施，未來學生就業也可「軟硬

通吃」;電資學院與理工、教育、藝術、科管等學院的

跨領域合作，則讓 AI 的應用更寬廣。  

  本校資工系王廷基主任表示，最近他參加國際頂尖的

電子設計自動化研討會，發現竟有四分之一的論文與機

器學習相關，國內外大公司急需 AI 人才，宣示這一波

的 AI 是「玩真的」。因此，清華資工系決定在原來的甲

組「電子資訊組」及乙組「資訊工程組」之外，新設丙

組「人工智慧組」，培養前瞻的人工智慧與應用人才。 

  「20 年前我們說『程式是未來』；但現在寫程式只是

基本，AI 才是未來。」本校電機系劉靖家主任說，機器

學習發展一日千里，未來撰寫程式的工作可能都會交給

電腦。過去幾年來，本校電資院開的深度學習、機器學

習課程都大爆滿，如今開設人工智慧進階學分學程更能

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人工智慧需要女性觀點 

  目前清華電資學院各系的女生占比都只有五分之一至

四分之一。劉靖家主任說，投入此一領域的女生比較

少，其實很可惜，因為要教機器學會人類的觀點，女生

往往比男生更細膩。他教授的「嵌入式系統」課程有項

作業要求學生分組設計自駕車系統，由女生組成的一組

明顯就做得比男生組精緻，「不只做出救護車、警車，

環境系統的細節都完整模擬出來，人工智慧真的很需要

女性觀點!」  

  劉靖家主任說，他發現女生對人工智慧也很感興趣，

前陣子他與系上教授到台中女中發表人工智慧演講，許

多女學生都來提問，問題包括：機器人能否真正取代人

類工作？人類要如何與機器人相處？機器人的法律地

位？令他印象深刻，也非常希望更多女生願意踏入人工

智慧研究領域。 

作曲講笑話 難不倒機器人 

  資工系蘇豐文教授在清華已開了 2 年的「人工智慧與

音樂導論」課，教學生教會電腦作詞譜曲，他相信，科

學家很快就能研發出更能表達人類感情、歌唱技巧的虛

擬歌手。他的學生不只來自資工系，還有音樂系學生選

修，跨領域合作加速了虛擬音樂進步的步伐。  

  蘇豐文教授還開「人工智慧與文學創作」課，教學生

讓電腦寫報告、寫小說、寫劇本，甚至作詩詞及講笑

話。他表示，目前電腦作出的詩詞仍嫌生硬，但從發展

的速度來看，也許很快就分辨不出機器人與真人所作詩

詞的不同。這些課程在清華都是一開放選修就秒殺。 

出國交換實習 拓展視野 

  除了發展人工智慧，清華電資學院也全力培養學生國

際視野並與業界接軌。電機系甲組學生可獲補助 40 萬

出國交換一學期，也可選補助 20 萬暑期赴海外名校體

驗學習。資工系甲組的海外交換獎學金則有 18 萬元。 



 

 

  電資院學士班王俊堯主任也提到，電資院學士班為學

生設計了大學 4 年 3 個暑假的進階學習，大一升大二的

暑假與北京清華交流 6 周；大二升大三的暑假至頂尖企

業實習；大三升大四的暑假，則準備赴美國頂尖大學交

換一學期，電資院還提供 8 個獎學金名額，每名可獲補

助 26 萬元，足以支應出國交換學雜費及大部分開銷。  

  黃能富院長表示，電資學院的必修課程都有英文及中

文授課可供學生選擇，部分課程選修英文授課的人數甚

至超過了中文授課。良好的外語能力也使學生在出國交

換學習時通行無阻。   

電玩冠軍+學霸 同學都是高手 

  清華電資院學士班畢業的陳家昕早在入學之初就做好

海外交換的規畫，提前用 3 年完成大學 4 年的課程，再

經由系上安排，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交換半年，總共只

花了 3 年半就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如今已提前進入本

校資工所就讀，專攻 AI 電腦視覺處理。 

    

清華電資學院實習交換及獎學金方案 

陳家昕認為清華豐富的學習資源、優秀的同儕，是刺

激她成長的最大力量。在明尼蘇達大學交換期間，她除

了通訊及計算機圖學等專業課程，還選修了戲劇及溜冰

課程，享受跨國際、跨領域的多元文化刺激。 

  本校電資院學士班大二生許尊霖是很紅的線上遊戲

「英雄聯盟（LoL）」去年校際盃大專組冠軍隊成員，他

選修系上的服務學習課程到高中為學生課輔，還曾被粉

絲認出來。許尊霖在遊戲中的暱稱是 DZFW，「就是『電

資廢物』啦。」他笑說。看似愛耍廢，但他卻是 GPA 超

過 4（滿分 4.3）的學霸。  

  雖然國中一度打 LoL 太過沈迷，但許尊霖說，從高中

起他就能做好時間控管，維持課業與打遊戲的平衡，如

果次日一早要上課，前晚就會早些「收手」。他說，清

華跨領域資源豐富，如果未來要進遊戲產業，也許該把

握機會修些劇本、編曲配樂、美術設計等課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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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電機資訊學院全面迎向人工智慧 本校電機資訊學院黃能富院長（左二）、資工系王廷基

主任（左一）、電機系劉靖家主任（右二）及電資院學

士班王俊堯主任（右一）帶領清華全面迎向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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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王俊堯主任（右一）帶領清華全面迎向人工智慧 

本校電資院學士班王俊堯主任（右二）前往美國明尼蘇

達大學探視在當地交換的清華電資院學士班學生，陳家

昕（前排左一）也在其中 



 

 

《秘書處》 
 【講座新訊】「盛世萬象-史博館典藏浮世繪展」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http://museum.web.nthu.edu.tw/files/14-2022-153140,r11-1.php?Lang=zh-tw  

 

 

 

《學務處》 

 107學年度第 2 次社辦定期整潔比賽將於 3月 18日（星期一）至 3月 22日（星期五）

全週舉行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52196,r6887-1.php?Lang=zh-tw 

 

 107學年第二學期社團指導老師費，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3 月 14日（星期四）下午 3點

截止 
參考網址：http://dsa.web.nthu.edu.tw/files/14-2035-152609,r6887-1.php?Lang=zh-tw 

 

 【企導諮詢】本學期最後一場企業導師諮詢：3月 22日（星期五）聯電人資處 kimmy

經理，名額有限，歡迎報名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44270.php  

 

 春季校園徵才活動公告  

參考網址：http://careernthu.conf.asia/news.aspx?lang=cht&pid=5891 

 

 【臺北市就服處】2019 年 3 月 23日「OKWORK•學而實習之」職場體驗實習 X 就業博覽

會活動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53721.php 

 

 清大 Career職業時鐘展覽  

參考網址：http://careernthu.conf.asia/news.aspx?lang=cht&pid=5885 

 

 品格教育方案獎助申請公告，每案最高 3 萬元！即日起至 4月 8日（星期一）截止 
參考網址：http://slg.web.nthu.edu.tw/files/14-1957-153675,r6135-1.php?Lang=zh-tw 

 

 職涯諮詢服務（常國強老師）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87-1101-2571.php 

 

 為配合校園徵才博覽會活動，道路封閉及交通管制公告 
參考網址：http://career.web.nthu.edu.tw/files/13-1101-153397.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FyZWVybnRodS5jb25mLmFzaWEvbmV3cy5hc3B4P2xhbmc9Y2h0JnBpZD01ODg1&b=DGREFV/c%d1023814881016063/vsghy/26138741485520/DFGBX02389-08


 

 

《教務處》 

 【獎學金】107 學年度第 2學期－南洋北流 台北市 ICT 南鑽人才匯流計畫 
參考網址：http://exten.web.nthu.edu.tw/files/13-1154-152630.php?Lang=zh-tw 

 

 107學年度傑出教學教師票選活動開始，3月 8日開放領取限量資料夾 

參考網址：http://academic.web.nthu.edu.tw/files/14-1009-153615,r1504-1.php?Lang=zh-tw 

 

 

 

《總務處》 
 2月 18日至 3 月 16 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52095,r127-1.php?Lang=zh-tw 

 

 2月 18日至 3 月 16 日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http://affairs.web.nthu.edu.tw/files/14-1011-152103,r127-1.php?Lang=zh-tw 

 

 3月 17日（星期日）資電館停電通知 
參考網址：http://construc.web.nthu.edu.tw/files/14-1022-152089,r992-1.php?Lang=zh-tw 

 

 

 

《人事室》 
 國家文官學院為鼓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提升閱讀風氣，錄製「108 年度每月一書導

讀」數位課程，請轉知所屬上網學習 

參考網址：http://person.web.nthu.edu.tw/files/14-1138-152465,r875-1.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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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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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ding Opportunity（MOST）科技部 108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

寫博士論文申請案，請協助於 3月 25日（星期一）上午 9點前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867 

 

 Funding Opportunity（MOST）108年度「新型態產學研鏈結計畫」申請案第 1 梯次受

理至 1月 18日止（校內截止日）、第 2 梯次 3月 15日至 4 月 18日止（校內截止日）

及第 3梯次 7月 15 日至 8月 16日止（校內截止日）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0&i=1852 

 

 海洋委員會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專題研究計畫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至 3月 20

日止 

參考網址：http://rdweb.nthu.edu.tw/List_Detail.aspx?g=2&t=2&i=1897 

 

 腦科學中心【Brainstorming the Brains 系列電影】，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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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14135c75eb6591885 

 

 

 

《圖書館》 
 歡迎參觀人社分館 2 月 18日至 4月 12日「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相關文獻展暨紀錄片

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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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圖書館 Action ！電影上菜 ：邀你一起品嚐電影藝術的色香味@水木書苑（3 月 18

日至 23 日）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793 

 

 新增試用資料庫「大不列顛與愛爾蘭皇家人類學會數位典藏資料庫」及「花木蘭數位

資料庫」2種，歡迎多多利用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bulletin/News_public/news_direct_link.php?see=2796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JlY2xhc3MuY29tL3JpZD0yMjQxNDEzNWM3NWViNjU5MTg4NQ==&b=DGREFV/c%d1023814960016064/vsghy/26138820484097/DFGBB14293-10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d3d3LmJlY2xhc3MuY29tL3JpZD0yMjQxNDEzNWM3NWViNjU5MTg4NQ==&b=DGREFV/c%d1023814960016064/vsghy/26138820484097/DFGBB14293-10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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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大學 Summer Institute Connecting Asia and the World（3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13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松前國際友好財團「2020年度研究獎助金」申請公告（7月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19 

 

 科技部 108年臺法科技獎候選人案自 4月 15日至 6 月 20 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50 

 

 科技部 109年臺灣與法國在臺協會（BFT）雙邊人員交流互訪型計畫及雙邊研討會（幽

蘭計畫 ORCHID）自 4 月 22日至 8月 19日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49 

 

 108學年度波蘭語暑期獎學金計畫，歡迎學生於 3 月 18 日前自行申請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265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校園授權軟體新增通知】Microsoft Office2019 開放授權使用  

參考網址：http://learning.cc.nthu.edu.tw/files/14-1107-152629,r240-1.php?Lang=zh-tw 

 

 【資安漏洞預警通知】Cisco 三款 VPN路由器產品存在安全漏洞，允許遠端攻擊者執行

任意程式碼，請儘速確認並進行修正 
參考網址：http://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190307_01 

 



 

 

《工學院》 
 【動機系公告】第十二屆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3月 22日下午 5 點 30分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tairoa.org.tw/column/column.aspx?column_id=3227&column_type_id=5 

 

 【動機系公告】本校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教育部潔能計畫之專題實

作」補助辦法－申請截止日期延長至 3月 15日 

參考網址：http://www.pme.nthu.edu.tw/files/14-1265-151043,r4642-1.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低碳綠能暑期學校即日起開放申請至 3月 15日止，歡迎踴躍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52575,r1602-1.php?Lang=zh-tw 

 

 華碩校園 CEO實習計畫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files/14-1163-153434,r1602-1.php?Lang=zh-tw 

 

 本年度第一次輻防繼續教育講習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files/14-1942-153442,r11-1.php?Lang=zh-tw 

 

 李遠哲院士暨夫人獎學金即日起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bmes.nthu.edu.tw/files/14-1942-153608,r11-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展覽】2月 18 日至 4 月 12日圖書館人社分館「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相關文獻展」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2170,r2733-1.php?Lang=zh-tw 

 

 【活動】2月18日至4月12日人社院C區2樓挑空區「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回顧展」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2336,r2733-1.php?Lang=zh-tw 

 

 【活動】2月18日至3月29日圖書館人社分館「五感浪遊ー以聲音堆疊風景複合書展」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2494,r2733-1.php?Lang=zh-tw 

 

 



 

 

 【活動】亞際學程〈文化研究 ROUTER：「又窮又厭世：當代青年的情感政治與貧窮化問

題」論壇徵文活動〉：4 月 10 日（星期三）截稿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3239,r2733-1.php?Lang=zh-tw 

 

 【活動】人社院校長座談會：3月 13 日（星期三）於人社院 C310教室 

參考網址：http://hss.web.nthu.edu.tw/files/14-1201-153043,r2733-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本學期「桐若紀念獎學金」即日起開放申請（3月 13日截止申請） 

參考網址：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353 

 

 

 

《電機資訊學院》 
 【光電所公告】光電所 15周年系列活動－清華光電 Open House 即日起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ipt.web.nthu.edu.tw/files/13-1239-152958.php?Lang=zh-tw 

 

 【獎學金】台達電子獎學金（申請截止日：3月 13 日）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53073,r58-1.php?Lang=zh-tw 

 

 【獎學金】周桐甫先生、周林冰若夫人紀念獎學金（申請截止日：3 月 13日）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53075,r58-1.php?Lang=zh-tw 

 

 【獎學金】朱順一合勤獎學金（申請截止日：3月 15日）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53354,r58-1.php?Lang=zh-tw 

 

 【獎學金】電資院優秀學生獎學金－優等（申請截止日：3月 18日）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53620,r58-1.php?Lang=zh-tw 

 

 108學年度（含上、下學期）本校赴國內大學學期交流（大學部申請截止日：4 月 1 日）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files/14-1030-153509,r58-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工商學生清寒獎學金（計財系收件截止日：3月 12日） 

參考網址：http://www.qf.nthu.edu.tw/files/14-1173-152322,r5902-1.php 

 

 【經濟系公告】108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4月 9日至 18日開放網路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iss.nthu.edu.tw/news-and-events/zhaosheng108xuenianduboshibankaoshiruxue49-

18wanglubaoming 

 

 

 

《竹師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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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19 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徵稿至 3月 17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87-1999-2641.php?Lang=zh-tw 

 

 本學期書報討論演講時間與主題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3-1999-152417.php?Lang=zh-tw 

 

 【教科系公告】本系舉辦「2019年清華教育學論壇」敬邀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與

研究生踴躍投稿（截止日：3 月 22日）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53616,r25-1.php?Lang=zh-tw 

 

 【心諮系公告】108 學年度（含上、下學期）本校赴國內大學學期交流開放申請，欲申

請的同學請於本年 3 月 29日（星期五）下午 5點前備齊申請資料繳交至系辦 
參考網址：http://psy.web.nthu.edu.tw/files/14-1999-10037,r6860-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107學年度下學期各運動場館開放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nthupeo.web.nthu.edu.tw/files/11-2038-14409.php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bnRodXBlby53ZWI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EtMjAzOC0xNDQwOS5waHA=&b=DGREOV/c%d1023814867016063/vsghy/26138727486016/DFGBB14458-12


 

 

 【寫作中心課程】雅思寫作/IELTS Writing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web.nthu.edu.tw/files/13-2034-153567.php 

 

 【寫作中心課程】故事的演算法：現代小說的基本形式 

參考網址：http://writcent.web.nthu.edu.tw/files/13-2034-152972.php 

 

 

 

《藝術中心》 
 董明龍創作個展－洞天（2月 25日至 3 月 24日） 

參考網址：http://arts.nthu.edu.tw/#/exhibitions/266 

 

 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巡迴展（3月 5 日至 4月 3日） 

參考網址：https://arts.nthu.edu.tw/#/exhibitions/274 

 

 校慶音樂會 Kairos 室內樂集（4月 19日） 

參考網址：https://arts.nthu.edu.tw/#/exhibitions/285 

 

 

 

《師資培育中心》 
 小教學程_小教師資生學科知能評量，3 月 5日報名開始，4 月 27日考試 

參考網址：https://mail.google.com/mail/u/1/#inbox/FMfcgxwBVzpswFQcRSTPzCzDGfgzKxvV 

 

 【南大校區】新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申請期程公告（申請時間：3月 7 日至 3月

25日） 

參考網址：http://cfte.web.nthu.edu.tw/files/14-1020-147276,r48-1.php?Lang=zh-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Y2Z0ZS53ZWIubnRodS5lZHUudHcvZmlsZXMvMTQtMTAyMC0xNTI4MjYscjQ4LTE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OV/c%d1023814960016064/vsghy/26138819532207/DFGBB17029-06


 

 

《演講公告》 

【諮商中心講座】生命的意義：因為不完美而痛苦，因為痛苦而追求完美 

說明： 

1. 講 者：李錫錕／前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2. 時 間：3月 12日，下午 6點 30分至 9點 

3. 地 點：南大校區講堂甲 

4. 參考網址：http://counsel.web.nthu.edu.tw/files/14-1091-152128,r6624-1.php 

 

【中國研究中心講座】戴上中國面具的法律？面對中國跨域影響力的台港律師 

說明： 

1. 講 者：許菁芳／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2. 時 間：3月 12日，下午 12點 30分至 2點 

3. 地 點：人社院 C203 

4. 參考網址：http://cfcc.web.nthu.edu.tw/files/14-1253-153244,r11-1.php?Lang=zh-tw 

 

【科管院專題演講】探討台灣、中國、美國的經貿關係互動 

說明： 

1. 講 者：林武郎／前聯合國企業管理研究主任 

2. 時 間：3月 15日，上午 10點 10分至 12點 

3. 地 點：台積館 1樓孫運璿演講廳 

4. 參考網址：http://www.ctm.nthu.edu.tw/files/14-1171-153090,r1853-1.php?Lang=zh-tw 

 

【資工系 ALUMNI返系演講】Beyond Technology 

說明： 

1. 講 者：傅志忠／遠傳電信副總經理 

2. 時 間：3月 13日，晚上 6點 30分至 8點 20分 

3. 地 點：台達館 R107 

4. 參考網址：http://web.cs.nthu.edu.tw/files/14-1015-152350,r67-1.php?Lang=zh-tw 

5. 報名網址：https://goo.gl/9jPtEJ 

 

 

 

 



 

 

【教科系專題演講】華德福教育的時代意義 

說明： 

1. 講 者：Dr. Gunter Keller／尹書田講座、德國漢堡華德福學院助理教授 

2. 時 間：3月 15日，下午 1點 20分至 4點 20分 

3. 地 點：綜合教學大樓 B1第六會議室 

4. 參考網址：http://delt.web.nthu.edu.tw/files/14-1990-153724,r25-1.php?Lang=zh-tw 

 

【科管院專題演講】到哪都吃香的人才 

說明： 

1. 講 者：吳崇文／亞旭電腦 高級顧問、捷迪斯公司 首席顧問、華碩電腦 前人資長/資訊長/知識長/教育長 

2. 時 間：3月 18日，晚上 7點至 9點 

3. 地 點：台積館 224教室 

4. 參考網址：http://www.dspmt.nthu.edu.tw/files/14-1180-153558,r1895-1.php?Lang=zh-

tw&fbclid=IwAR22_R8kLmDn0Ks7SEyM7w3yMLYnThq8hoOoa11rTrwuwdtBVyWklYAhHFw 

 

【品格教育講座】打造你的品格競爭力 

說明： 

1. 講 者：邱建智／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老師 

2. 時 間：5月 2日，下午 1點 20分至 3點 20分 

3. 地 點：南大校區講堂丙 

4. 參考網址：http://slg.web.nthu.edu.tw/files/14-1957-152518,r6135-1.php?Lang=zh-tw 

5. 報名網址：https://goo.gl/forms/5qTjjYdbzc98JjiA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