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如何改變世界? 清華開通識課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帶來巨大的衝撃及挑戰。針對疫情

後世界變局，本校本學期新開一系列通識、生命科學、甚

至劇本寫作課程，幫助年輕學子更有系統地理解疫情帶來

的影響，並思考因應策略。還有一群清華學生申請「自主

學習」計畫，自行規畫「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秩序變遷」課

程，並請教授指導，深入解析重新洗牌的國際新秩序。 

 跨領域通識課 「疫」起思辨 

 本校通識中心翁曉玲主任表示，疫情永遠改變了我們原

來理解的世界，從上學期末，許多老師們就聚在一起討論，

能為學生做些什麼?很短的時間內即邀集 20 位跨領域教

師，整合出「疫起思辨:跨領域思考與對話」系列課程，包

括「疫情下的隔離與再連結」、「疫情下的自由與權力秩序

重組」、「Covid-19 的防疫技術」、「疫災下的人性反思」、

「新冠病毒肺炎的教訓與衝擊」等 5 門各 1~2 學分的課

程。 

 以「疫情下的隔離與再連結」課程為例，由鄭志鵬老師、

謝小芩老師、詹雨臻老師等 7 位分屬心理學、人類學、社

會學、傳播與藝術設計領域的教師共同授課，並邀請第一

線防疫人員參與，採取跨領域對談的方式進行，引導學生

思考在戴口罩、遠距、在家工作、封城、鎖國等隔離政策

下，對生命、政治、經濟、倫理與情感造成的影響。修課

學生除了要提出個人心得報告，期末還必須分組完成後疫

情時代再創連結的行動提案。 

 思考要「順時中」到何時 

 「疫情下的自由與權力秩序重組」課程則由翁曉玲老師、

張繼瑩老師等 4 位教師共同授課，從歷史法政的視野，探

討新冠肺炎疫情對政經秩序的影響及省思。 

 「『順時中』永遠都是對的嗎?那麼我們到底要『順』到

什麼時候呢?」專長憲法及行政法的本校通識中心與科法 

 

所合聘翁曉玲老師對學生拋出提問。她在課程中主要負責

「防疫與人權」單元，要學生從法律層面思考政府的防疫

措施如武漢台胞註記、集中檢疫、居家隔離、禁止醫護人

員和高中師生出國、旅遊警示的正當性與合法性，及其與

人權保障的衝突，又該如何取得平衡。 

 翁曉玲老師指出，疫情期間政府以保護大眾安全的名義

實施了許多過去不敢做的措施，如蒐集個資及足跡；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凌駕部會機關，跳出來指揮衛福部、教育部、

外交部，也擾亂了權力分立的原則。她觀察到不同國家、

不同民情，對於疫情管制侵犯人權的態度也不同，如德國

等歐美國家就有許多抗議事件。「希望學生透過這門課程

都能好好想一想，遇到緊急狀態時，公共安全與人權如何

取得平衡。」翁曉玲老師說。 

 寫出疫情下每一扇門後的故事 

 本校通識中心蕭菊貞老師是兩度榮獲金馬獎的紀錄片

導演，她本學期開設的「進階編劇」課程將以疫情為主題，

請學生用一學期的時間，分組合作完成 5 部各約 45 分鐘

的劇本。 

 「世界會改變，但不會斷鍊。」蕭菊貞老師說，當世界

因疫情被封鎖，影像就是我們與世界連結的橋樑，傳播的

力量將比過去更強大。她期許學生深入觀察周遭人們發生

的改變，覺察其中的歧視與偏見，「透過創作與疫情對話、

也與自己對話。」 

 選修蕭菊貞老師「進階編劇」的都是曾修過她「基礎編

劇」的學生，已掌握基本的編劇能力。有學生想出當疫情

封鎖時，少數可以自由來去、敲開每一家門的就是餐食外

送員，何不以外送員的視角出發來撰寫劇本，發展出打開

每扇門後看到的故事。「清華學生們的想像力及創造力真

的讓我驚艷。」蕭菊貞老師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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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自行規畫疫後變遷課程 

 除了教師們精心設計端出的課程「套餐」，還有些學生

更屬意自己「單點」。包括清華外語系大四生陳委娜在內

的 7 名學生就透過校內的通識自主學習計畫，自行規畫了

「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秩序變遷」課程，並通過通識中心課

程委員會的審核，即將在通識中心方天賜老師的指導下，

展開一學期的自主學習。 

 擔任這門 2 學分自主學習課程組長的陳委娜說，這門課

從設計課程大綱、指定閱讀書籍、參訪活動都由小組成員

自行規畫，組員包括人社、經濟、特教系學生。他們將透

過讀書會、參訪外交部及對外關係協會等單位、撰寫小論

文、投稿媒體專欄、建立討論國際時事社群網站的方式來

完成學習。 

 陳委娜說，她以前在學校上課就是等著老師傳授知識，

很少自己尋找答案，「但自主學習的好處是也能從同學身

上學到很多。」她說，小組裡的同學來來自不同領域，討

論議題時，每位同學都能依自己的專長提供特別的見解，

如經濟系同學擅長以金融角度來解讀疫情現象，她則負責

找外文資訊，提供同學參考。 

 自主學習讓學生成為學習的中心 

 方天賜老師笑說，自主學習課程就像大學裡的「私塾」，

學生才是學習的中心，教授只要適時地拋出問題刺激他們

一下就可以了，如「中美對抗會因疫情加劇還是緩解?」、

「全球化的趨勢會報復性地恢復嗎?」接下來就交給學生

自己找答案。小組每周三晚上的讀書會，方天賜老師必定

出席，但多數時間他只是抱著手默默聽著，偶而露出謎之

微笑。 

 陳委娜表示，清華許多通識課都要求學生獨立思考、對

自己負責，引導學生建立興趣並主動學習，培養反思的能

力。「通識課絕不只是甜、涼，還能有豐富的收穫。」她

說。 

【影音新聞】https://youtu.be/K6qqDffW1E0

 

  
清華通識中心蕭菊貞老師(中)帶領學生討論以疫情為主
題的劇本 
 

本校 7位外語、人社、經濟系學生申請自主學習計畫，
自行規畫「後疫情時代的全球秩序變遷」課程 

  
本校通識中心翁曉玲主任規畫「疫起思辨:跨領域思考與
對話」系列通識課程 

本校本學期開設「疫起思辨:跨領域思考與對話」微學分
通識課程 



 

 

  
本校通識中心方天賜老師(左一)指導學生的自主學習計
畫 

本校通識中心蕭菊貞老師指導學生以疫情為主題編寫劇
本 
 

  

本校通識中心方天賜老師是國際關係及印度研究專家 清華外語系大四生陳委娜與同學一同規畫「後疫情時代
的全球秩序變遷」自主學習課程 

 

  

選修「疫災下的人性反思」課程的學生課堂討論 清華哲學所吳俊業老師本學期開「疫災下的人性反思」
課程 



 

 

  

「疫災下的人性反思」課程很受學生歡迎 清華吳俊業老師(右起)、蔣興儀老師、吳哲良老師合開
「疫災下的人性反思」通識課程 

 

  

選修「進階編劇」的學生構思以疫情為主題的劇本角色 選修「進階編劇」的學生在蕭菊貞老師指導下討論以疫
情為主題的劇本 

 

 

 

《秘書處》 

 【校友中心公告】印象清華 2020：有 A的 STEM科普藝術節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88071,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本校南部校友會 2020年會，邀請您參與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88542,r427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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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輔組公告】109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申請至 10月 12日下午 4點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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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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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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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創意與創業競賽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8672,r6890.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2021中文能力測驗中心冬季全國大會考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8671,r6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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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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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國際學生中文歌唱比賽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hinese Song Contest 

參考網址: https://forms.gle/RJVQ8jzvupyZLHSF9 

    

 【課務組公告】魔鬼藏在細節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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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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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8日停電通知：材料實驗室、合金鋼、室內(外)網球場、棒球場、籃球場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88425,r992.php?Lang=zh-tw 

 

 10月 13日至 10月 30日大草坪南側增設人行步道工程施工公告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88401,r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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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費繳費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ashier.site.nthu.edu.tw/p/406-1166-188441,r47.php?Lang=zh-tw 

 

 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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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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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cxp.nthu.edu.tw/ccxp/INQUIRE/OT/MSG/1/1.8/MSG18001.php?a=aHR0cHM6Ly90Z2xvcmlhLmlpaC5udGh1LmVkdS50dy9uZXdzX2RldGFpbC5waHA/bmV3c19ya2V5PTFCRDVYNzRQUUM=&b=DGHEIW/c%d1023825365016063/vfghy/26149224537212/DFGBB14293-10
https://tgloria.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TYT4WJ8A65
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ZE9526RXB0
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W2E6Q72C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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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知計畫說明會】經濟部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推廣說明會(10月 16日、10 月 30 日)，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XY1BP85SZI 

 

 

 

《圖書館》 

 2020 EBSCO搜尋活動 Online Quiz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resources.xml?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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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館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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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圖 6F、夜讀區置物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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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參加 10月 19日晚上 6點舉辦的「台灣民謠花再開」音樂會，免費入場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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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假冒校內主管的詐騙信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1008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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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公告】誠徵高中培育計畫報到日工讀生 

參考網址: http://www.chem.nthu.edu.tw/p/406-1328-188269,r292.php 

 

 【化學系公告】誠徵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工讀生 

參考網址: http://www.chem.nthu.edu.tw/p/406-1328-188271,r292.php 

 

 【化學系公告】110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ww.chem.nthu.edu.tw/p/406-1328-188356,r292.php 

 

 【化學系公告】109學年度第一次碩士生逕讀博士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ww.chem.nthu.edu.tw/p/406-1328-188413,r292.php 

 

 【化學系公告】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申請逕讀博士班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ww.chem.nthu.edu.tw/p/406-1328-188414,r292.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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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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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國華獎學金」申請辦法 

參考網址: http://140.114.188.6/scholarship/announceOut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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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大綱口試時間表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88679,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0月 19日（星期一）學術演講「蕭一凡：書寫的意味，從王鐸到帕洛克」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88683,r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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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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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優秀學生獎助金：10月 15日前逕行申請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88602,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大同公司 109年度菁英獎學金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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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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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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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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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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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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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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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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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學院》 

 【藝設系公告】2021藝術與設計新秀申請展徵件辦法，即日起至 10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artdesign.site.nthu.edu.tw/p/406-1104-188282,r629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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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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