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教育大樓動土 國教師培創新基地落地生根 

 本校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105 年底合校，但仍分兩個校

區上課。清華大學 9 月 30 日在校本部舉行教育大樓的動

土典禮，竹師教育學院 2 千多位師生可望在 2 年半之後，

全由南大校區遷入校本部上課。賀陳弘校長說，校本部的

藝術大樓也將在近期內動工，待藝術學院師生遷到校本部

後，112 年即可依原訂的合校計畫全部實現。 

  清華教育大樓造價 8.35 億元，教育部合校經費補助 8

億元，本校自籌 3 千 5 百萬元。新的教育大樓由張樞建築

師事務所設計監造，將座落在清華大學鄰近南校門的寶山

路側，為地上 8 層、地下 2 層共 8000 坪的建築，包括創

客教室、互動講堂、劇場教室、國際會議廳及教學空間等，

將是一棟綠化、節能、減廢的銀級綠建築及智慧建築。 

  賀陳弘校長指出，教育大樓動土是合校重要的里程碑，

也是竹師教育學院的全新開始。回顧合校的過程艱辛，他

親身參與的說明會就有三十多場。合校以來終於「從懷疑

到相信，從動盪到穩健，如今能夠開始大步向前。」 

  賀陳校長表示，普魯士元帥毛奇在普法戰爭勝利後曾

說「普魯士的勝利早在小學教師的講台上就決定了」，他

也相信，一個國家的國力取決於國民教育的素質，清華竹

師教育學院正為此努力，「教育對於台灣的重要性不亞於

半導體產業，三十年後大家將可以看到清華教育學院領導

全台灣的國民教育所孕育出的巨大資產。」這樣的理念在

合校後也獲得企業家捐助 1 億元給教育學院發展未來的

教學與研究。 

  本校近年大力推動跨領域學習，這樣的精神也反映在

硬體建設上。賀陳校長表示，教育大樓的室內空間配置將

打破各系所的界限，採用以學院為核心的概念，如幼教系、

特教系、心諮系、英語教學系、體育系、數理教育研究所、 

 

 

學習科學與科技研究所等系所的教學空間及資源都將整

合為學生所用，學術合作變得容易，也更利於教育與清華

其他科技領域的結合，「藉由空間改造來實踐跨域精神。」 

 參與教育大樓規畫的竹師教育學院王淳民副院長表示，

教育大樓的設計強調互動交流，期待藉由空間來啟動創意。

大樓內特別設計多處可供師生自由使用與休憩的開放空

間，採用如咖啡廳的裝潢，也可舉辦小型藝文活動。此外，

也規畫多間創想空間，就像家裡的客廳與餐廳，透過交流

或學習社群的運作，將可激盪出更多教學與研究想法。 

 王淳民副院長指出，培養優秀的未來教師是竹師教育學

院的重要任務，過往師資培育較缺少肢體語言與身體律動

的訓練，因應線上課程與多媒體應用於教育的需求，教育

大樓頂樓特別規劃了一間多功能劇場教室，除了可提供不

同系所排練戲劇的需求，如幼教系的幼兒劇與英語教學系

的話劇，也有攝影棚與媒體剪接室等空間，提供更多元的

使用。此外，一樓也有延伸至戶外的環境教室，未來可能

結合周邊空地建立小型菜園，提供食農教育與華德福教育

的場地。  

  南大校區的竹師教育學院及藝術學院 112 年將全數遷

入光復路校本部的新大樓上課。賀陳校長表示，南大校區

(原竹教大校址)已在進行新的規畫，8 公頃校地 3 萬坪校

舍的環境，將作為延伸連結新的領域之用，包括發展中的

醫學院用地，以及與醫學和産業結合的軟體園區等。 

 除了校內師生，動土典禮當天也有多位貴賓參與執鏟動

土，包括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鄭淵全司長、中央

研究院曾志朗院士、清華大學 EMBA 榮譽會長林黃彰先生、

張樞建築師、建埕營造黃建仁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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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教育大樓動土 
左起清華 EMBA 林黃彰榮譽會長、顏東勇總務長、本校陳
文村前校長、賀陳弘校長、教育部師藝司鄭淵全司長、中
研院曾志朗院士、竹師教育學院王子華副院長、建埕營造
黃建仁總經理 
 

清華大學教育大樓動土 
左起張樞建築師事務所張樞建築師、清華 EMBA 林黃彰榮
譽會長、顏東勇總務長、本校陳文村前校長、賀陳弘校長、
教育部師藝司鄭淵全司長、中研院曾志朗院士、竹師教育
學院王子華副院長、建埕營造黃建仁總經理 

  
清華大學教育大樓動土 
左起清華 EMBA 林黃彰榮譽會長、顏東勇總務長、本校陳
文村前校長、賀陳弘校長、教育部師藝司鄭淵全司長、中
研院曾志朗院士、竹師教育學院王子華副院長、建埕營造
黃建仁總經理 
 

賀陳弘校長表示，一個國家的國力取決於小學教育的素
質，清華竹師教育學院正為此努力，將培育出最優秀的小
學老師 

  
清華大學教育大樓動土，眾多來賓為工程平安順利祈福 賀陳弘校長表示，教育對於台灣的重要性不亞於半導體產

業，三十年後大家將可以看到清華領導台灣的國民教育所
孕育出的巨大資產 



 

 

  
張樞建築師說明清華教育大樓的特色 
 

教育部師藝司鄭淵全司長親臨本校教育大樓動土典禮 
 

  
陳文村前校長見證了清華與竹教大合校的所有過程 竹師教育學院老師們與張樞建築師（第一排右一）開心合

影 
 

  

教育大樓正立面（模擬圖） 教育大樓西北角校園入口（模擬圖） 



 

 

  

教育大樓東南角對外立面（模擬圖） 教育大樓景觀中庭（模擬圖） 

 

 

 

《秘書處》 

 【校友中心公告】清華月涵學校系列第四堂：領導人教練陳茂雄教你釋放員工新能量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86030,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清華青花：非典型青花特展（10月 7日至 110年 3月 31日） 

參考網址: https://nthublueandwhiteceramics.wordpress.com 

 

 

 

《學務處》 

 2020秋季徵才博覽會 

參考網址: http://gsa.site.nthu.edu.tw/p/406-1253-187934,r11.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109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申請自 10月 5日上午 9點起至 10月 12日下午 4點

止，逾時不候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88029,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109學年度第 1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申請至 10月 16日止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86846,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2020秋季全民台語認證」考試受理報名至 10月 20日止 

參考網址: http://ctlt.twl.ncku.edu.tw/news1599709245.html 



 

 

 【生輔組公告】109學年度上學期校內獎學金訂於 9月 14日至 10月 6日辦理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86731,r7298.php?Lang=zh-tw 

 

 【諮商中心公告】心理健康影音推薦，提供你/妳對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177932,r492.php 

 

 【課外組公告】教育部 110年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假營隊活動開始申請，10月 16日

（星期五）中午 12點截止 

參考網址：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7102,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09學年度第二學期清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歡迎校內外單位、學生社團

申請開課，10月 19日截止收件 

參考網址：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7157,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09學年度第一次社辦定期整潔比賽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8093,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09年全校運動會之園遊會擺攤與開、閉幕式社團表演徵求（10月 8日

報名截止）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7274,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清華贏社團幹部訓練活動，各社團完成進度統計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7456,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09學年度上學期 10月份社團工作會報，開會通知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7872,r6887.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0月 13日簡易水電 DIY課程 

參考網址: 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88066,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0月 21日簡易特殊油漆工法課程 

參考網址: 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88069,r1538.php?Lang=zh-tw 

 

 



 

 

《教務處》  

 【註冊組公告】108學年度第二學期學士班排名 

參考網址: http://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188098,r219.php?Lang=zh-tw 

 

 【註冊組公告】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書卷獎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188153,r219.php?Lang=zh-tw 

 

 【華語中心公告】2020年華語中心冬季正規班重要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419 

 

 【華語中心公告】中秋節活動 The moon festival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415 

    

 【課務組公告】魔鬼藏在細節裡，選課結果一定要 check, check, double check!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87937,r7797.php?Lang=zh-tw 

 

 【招生策略中心公告】110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拾穗計畫) 招生公告(含簡章下載) 

參考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187442,r1132.php?Lang=zh-tw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天下雜誌」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免費試閱方案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130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基礎科目(圖書館)課業輔導員招募中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106 

    

 

 

《總務處》 

 配合學校變電站設備更新及年度保養，各餐廳暫停營業公告 

參考網址: http://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188142,r8304.php?Lang=zh-tw 

 

 

 



 

 

 10月 1日(星期四)至 10月 4日(星期日)及 10月 9日(星期五)至 10 月 11 日(星期日)

校園公車及南大區間車停駛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187540,r127.php?Lang=zh-tw 

 

 9月 19日至 112年 4月 9日教育大樓新建工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87277,r992.php?Lang=zh-tw 

 

 10月 9日(星期五)至 10月 10日(星期六) 雙十節連假期間垃圾清運時間表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187505,r127.php?Lang=zh-tw 

 

 校本部 109學年度學生汽車證第一批備取名單 

參考網址: http://guard.site.nthu.edu.tw/p/406-1168-144489,r51.php?Lang=zh-tw 

 

 8月 24日至 12月 31日教育館頂樓北側防漏與太陽能面板基礎工程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85581,r992.php?Lang=zh-tw 

 

 

 

《研究發展處》 

 【計劃管理組公告】科技部自然司徵求 110年度「卓越領航研究計畫」，校內上傳截止日

為 11月 24日(星期二)下午 5點截止 

參考網址: http://rd.site.nthu.edu.tw/p/406-1006-187419,r7527.php?Lang=zh-tw 

 

 【計劃管理組公告】科技部徵求 2022年臺灣與法國國家癌症研究院(MOST-INCa)之雙邊

擴充加值(add-on)國際合作研究計畫，請依科技部公告受理時程申請 

參考網址: https://rd.site.nthu.edu.tw/p/406-1006-188100,r7527.php?Lang=zh-tw 

 

 【計劃管理組公告】科技部「福衛衛星科學軟體應用加值」專案計畫，校內截止日 12月

8日(星期二)下午 5點 

參考網址：http://rd.site.nthu.edu.tw/p/406-1006-187237,r7527.php?Lang=zh-tw 

 

 

 



 

 

 【綜合企劃組公告】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109年第二期「補助辦理國際學術教育交

流活動」申請，研發處受理至 10月 23日下午 5點 

參考網址: http://rd.site.nthu.edu.tw/p/406-1006-187247,r7527.php?Lang=zh-tw 

   

 【綜合企劃組公告】2021年科技部(MOST)與英國生物技術暨生物科學研究委員會

(BBSRC)雙邊學術研討會（11月 5日前線上申請，11月 12日前發函科技部） 

參考網址: http://rd.site.nthu.edu.tw/p/406-1006-187378,r7527.php?Lang=zh-tw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2020康寧創新家」創新應用競賽開跑，報名截止日：10 月 14日，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ocic.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ZA49A96732 

 

 力成科技「AI人才培訓營」，報名截止日：10月 19日，歡迎有志往 AI領域發展的同學報名

參與 

參考網址：https://tgloria.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TYT4WJ8A65 

 

 2020第十六屆 IIP國際傑出發明家獎，受理報名至 10月 16日(星期五)，敬邀各界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ZE9526RXB0 

 

 「2020 科技部國際科技合作研究成果發表會」，報名截止日：10月 16日(星期五)，歡迎

對此議題有興趣者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W2E6Q72C8V 

 

 2020「第 11屆 IIIC 國際創新發明競賽」，報名截止日：10 月 5日(星期一) 

參考網址：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X9A74893DR 

 

 【2020國際生醫智能加速器】計畫徵件受理報名至 10月 18日止，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tgloria.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5WX77BVG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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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X9A74893DR


 

 

《圖書館》 

 後疫情時代，來一杯圖書館閱讀特調飲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014 

 

 【自然、心靈與秩序：胡以誠的花鳥畫意】即日起至 10月 22日(星期四)在圖書館南大

分館 1樓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ada.xml?1046 

 

 總圖 6F、夜讀區於 10月 5日至 11月 5日進行置物櫃更新工程 

參考網址：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1072 

 

 【文學始終志在反抗：臺灣李喬的文學世界】在總圖書館 4F-6F展牆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048 

 

 

 

《全球事務處》 

 本校 109學年春季班外國學生入學申請簡章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802 

 

 10月 14日赴陸港澳交換及兩岸暑期專題申請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06 

 

 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DAAD）共同辦理「留學德國博士研究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07 

 

 2020年領航計畫獎學金即日起開始申請，截止日：10月 26日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819 

 

 2021秋 2022春出國交換計畫(不含陸港澳)即日起開放申請，請於 9月 30日至 10月 7日期

間送交申請件至所屬系所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860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學生信箱(@oz, @m98 ~ @m109)空間已增至 22GB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0918_01 

 

 10月 27日 Excel實務精修：函數應用課程，複雜運算一秒解決 

參考網址: http://www.cc.nthu.edu.tw/p/403-1285-237-1.php?Lang=zh-tw 

 

 Adobe熱門課程來了：10月 26日 Photoshop影像編修與製作 

參考網址: http://www.cc.nthu.edu.tw/p/403-1285-237-1.php?Lang=zh-tw 

 

 計通中心提供短期Webex視訊軟體服務，使用時間至 110年 6月 21日 

參考網址: http://bulletin.site.nthu.edu.tw/p/406-1086-184933,r5086.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部 109年度海外任教入校宣導活動報名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86302,r48.php?Lang=zh-tw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預修、抵免及免修學分之學生，得採先行切結方式申請預先解

除擋修 

參考網址：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87286,r48.php?Lang=zh-tw 

 

 

 

《理學院》 

 【物理系公告】辦理 109學年度第一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通知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921 

 

 【物理系公告】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87642,r3567.php?Lang=zh-tw 

 



 

 

 【物理系公告】109學年度第一學期馬上庚先生紀念獎學金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10月

6日止)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25015,r3568.php?Lang=zh-tw 

 

 【物理系公告】2020本校「領航計畫獎學金」(第二梯次)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10月 7日止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56428,r3568.php?Lang=zh-tw 

 

 【數學系公告】數學系系友會學士班清寒獎助學金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918 

 

 【數學系公告】黃提源教授獎學金申請辦法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916 

 

 【數學系公告】賴漢卿教授紀念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917 

 

 【數學系公告】鄭仲瑋紀念獎學金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919 

 

 【數學系公告】張百青先生紀念獎學金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920 

 

 

 

《工學院》 

 【動機系公告】110學年度教師碩士班招收名額 

參考網址: http://pme.site.nthu.edu.tw/p/406-1308-187190,r4642.php?Lang=zh-tw 

 

 【工學院學士班公告】第五屆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即日起至 10月 30日開始徵件，總獎

金 300萬 

參考網址：http://ipe.site.nthu.edu.tw/p/406-1300-184234,r772.php?Lang=zh-tw 

 

 【工學院學士班公告】工學院「出國逐夢」獎助金：109學年度上學期申請 

參考網址：http://ipe.site.nthu.edu.tw/p/406-1300-187146,r772.php?Lang=zh-tw 



 

 

 【材料系公告】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常見問題說明及簡章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8728 

 

 【材料系公告】110學年度博士班甄試簡章及不在職證明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8730 

  

 【化工系公告】110學年度化工系碩、博士班甄試報名須知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odrRNl 

 

 

 

《原子科學院》 

 10月 16日秋季徵才博覽會 

參考網址: http://careernthu.conf.asia/index.aspx?lang=cht 

 

 【醫環系公告】110學年度本校原子科學院聯合招生（生醫影像與奈米診療學程）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87955,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原科院 2020專題研究海報競賽獲獎名單：研究生組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87737,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原科院 2020專題研究海報競賽獲獎名單：大學生組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87845,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09學年度第一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通知(截止日：10月 8日中午 12點)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87698,r1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2021秋 2022春出國交換計畫(不含陸港澳)即日起開放申請至 10月 7日 

參考網址：http://dms.site.nthu.edu.tw/p/406-1267-185677,r8302.php?Lang=zh-tw 



 

 

 【生科系公告】「周桐甫先生、周林冰若夫人紀念獎學金」申請(10月 6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423 

 

 【醫科系公告】桃園市通過清華附設醫院設立案 

參考網址：http://dms.site.nthu.edu.tw/p/406-1267-183070,r8302.php?Lang=zh-tw 

 

 【醫科系公告】109學年度本校生命科學院獎勵大學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參考網址: http://dms.site.nthu.edu.tw/p/406-1267-181359,r8302.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外文系公告】本校外國語文學系五年雙學位辦法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 

 

 【中文系公告】10月 7日（星期三）學術演講，顧百里：高級華語教學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87969,r11.php?Lang=zh-tw 

 

 【人社院學士班公告】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公共人類學、原轉會演講、第五期電

子報徵件徵稿」 

參考網址: https://dhss.site.nthu.edu.tw/p/406-1393-187653,r1561.php?Lang=zh-tw 

 

 【人社院學士班公告】中鼎教育基金會及台灣企業永續研訓中心「2020第七屆企業社會

責任領航計畫：秋季行動活動」 

參考網址: http://dhss.site.nthu.edu.tw/p/406-1393-187182,r1561.php?Lang=zh-tw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公告】10 月 5 日(星期一)公共人類學工作坊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186166,r629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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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 

 電資學院獎助優秀大學部學生赴明尼蘇達大學交換計畫，截止日：10月 30日(星期五)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p/406-1174-185962,r64.php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工商學生清寒獎學金申請至 10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188000,r1947.php?Lang=zh-tw 

 

 【資工系公告】10月 7日(星期三)How Software and Hardware Co-Develop to Fulfill the 

Journey from Concept to Product in Edge AI Golden Age 主講人：張家源技術群處長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p/406-1174-187498,r67.php 

 

 【資工系公告】歡迎報名 109下世代物聯網通訊技術虛實整合實作課程工作坊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p/406-1174-182616,r64.php 

 

 

 【電機系公告】工研院第二屆電網人才發展聯盟百萬獎學金：10月 30日前逕行申請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88056,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109學年度第一次辦理逕行修讀電機系博士學位作業，申請至 10月 12日

下午 4點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84110,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大同公司 109年度菁英獎學金申請至 10月 16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87690,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109學年度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87676,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Garmin 2020獎學金申請至 10月 2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87280,r57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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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公告】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工商學生清寒獎學金，大學部截止日：

10月 15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5-1175-186238,c5150.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獎助優秀大學部學生赴明尼蘇達大學交換計畫，系申請截止日：10月

30日(星期五)中午 12點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84105,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國巨菁英獎學金，延長受理截止日至 11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85852,r5781.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計財系公告】109年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參考網址: https://qf.site.nthu.edu.tw/p/406-1366-187979,r5902.php 

 

 【計財系公告】109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期金會獎學金 

參考網址: https://qf.site.nthu.edu.tw/p/406-1366-187978,r5902.php 

 

 【計財系公告】110學年度碩/博士甄試招生公告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87622,r5902.php 

 

 【計財系公告】109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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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site.nthu.edu.tw/p/406-1366-186141,r5902.php?Lang=zh-tw 

 

 【經濟系公告】109年勇源教育發展基金會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參考網址: http://econ.site.nthu.edu.tw/p/406-1365-187404,r1860.php 

    

 【科管院學士班公告公告】科管院學士班 X諮商中心：10月 19日玩出你的路，桌遊

《人生規劃》 

參考網址: http://upmt.site.nthu.edu.tw/p/406-1373-187994,r189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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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清華學院》 

 【天下書院】大使講座：阿根廷 Culture, art, passion at the other end of Earth, Argentina

（10月 14日下午 7點）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4-1103-187480.php?Lang=zh-tw 

 

 【軍訓室】內政部預於 10月 14日起辦理「91年次徵兵及齡男子兵籍調查線上申報作業」 

參考網址: http://meo.site.nthu.edu.tw/p/406-1257-187906,r1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國際學士班公告】110學年國際學士班外國學生秋季班入學簡章 

參考網址: https://ibp.nthu.edu.tw/news-29.html 

 

 【通識中心公告】核心通識課程可追溯認抵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d5Lyzk 

 

 【藝術中心公告】台灣應用材料文藝季二十週年（展演時間至 10月 31日）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kdKNVx 

 

 

 

《竹師教育學院》 

 【英教系公告】110學年度英語教學系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 

參考網址: http://doei.site.nthu.edu.tw/p/406-1114-187098,r4.php?Lang=zh-tw 

 

 【心諮系公告】1091心諮系活動資訊：系週會/工商發表/系友回娘家報名連結 

參考網址: 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188032,r6860.php?Lang=zh-tw 

 

 【幼教系公告】2021秋 2022春出國交換計畫(不含陸港澳)即日起開放申請(系辦收件截

止時間：10月 7日) 

參考網址：https://www.gdece.nthu.edu.tw/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c3Vuc3BlZWNoLndlYi5udGh1LmVkdS50dy9maWxlcy84Ny0xMjk3LTI3MTIucGhwP0xhbmc9emgtdHc=&b=DGREDV/c%d1023815074016064/vsghy/26138934472714/DFGBB14105-17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學士班公告】春之清華：藝術卓越獎，科技藝術類甄選辦法 

參考網址：http://ipta.nthu.edu.tw/?p=8068 

 

 

 

《演講公告》 

【圖書館講座】在資訊破碎的年代，該如何說台灣的文化故事？ 

 

說明： 

1.講 者：張鐵志／《VERSE》社長暨總編輯 

2.時 間：10月 6日（星期二）下午 7點 30分至 9點 30分 

3.地 點：本校水木書苑 

4.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065 

【中文系「漢學英文」課堂講座】鍾秩維：在「昔我往矣」與「訏謨定命」之間，

冷戰時期旅美台灣作家的中國見聞——以李渝〈江行初雪〉和白先勇〈骨灰〉為例 

 

說明： 

1.講 者：鍾秩維先生（台灣大學台文所博士，現為台灣大學趨勢人      

            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研究員） 

2.時 間：10月 6日（星期二）下午 3點 30分至 5點 30分 

3.地 點：本校人社院 C405 

4.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87719,r1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