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 17 頁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 創刊
電話 5162010 FAX：5162479
E-mail：nthunews@my.nthu.edu.tw

清華發現生物標記 精準標靶治胃癌
治療胃癌將有新的標靶療法！本校分生所王雯靜教授
領導的研究團隊應用大數據找到了兩個造成胃癌惡化及

PHF8 特別多，並促使另一種酵素 PKCα 激增，造成了
抑癌的煞車失靈。

轉移的關鍵生物標記，並採用目前市面上已有的藥物來

王雯靜教授表示，幸好目前已有一種美國食藥局 3 年

進行標靶治療，可有效消滅腫瘤細胞並抑制轉移，讓胃

前核准應用於治療血癌的藥物 Midostaurin 可以抑制

癌治療邁上精準醫療之路。這項研究成果上個月刊登在

PKCα，團隊將這種藥物打在罹患胃癌的斑馬魚及小鼠身

國際知名的《美國國家科學期刊》
。

上，進行標靶治療，證實可讓腫癌縮小且不再轉移。

4 成胃癌患者將適用新標靶療法

大數據建功 找到生物標記

胃癌是全球癌症的第五名，因治療相當棘手與難纏，

這項研究成功在關鍵在於利用大數據來找到導致胃癌

致死率更高居癌症排名第二。王雯靜教授指出，許多胃

惡化的生物標記，王雯靜教授指導的博士生曾琳蘆做出

癌病患確診時癌症細胞就已轉移到其他部位，手術切除

極大貢獻。曾琳蘆大學就讀本校生科院學士班，第二專

的成效有限，因此迫切需要開發新的精準與標靶療法。

長選擇財金，具備深厚的統計背景，可嫻熟地將大數據

王雯靜教授表示，目前可治療胃癌的標靶藥物僅有 1

應用於生醫研究。她在大學畢業後曾到生醫公司實習一

種，且只適用於不到 2 成的患者，國內可適用的患者更

年，並在公司推薦下，成為本校第一屆產學合作博士學

只有 8%。王雯靜教授研究團隊致力於解開胃癌惡化之謎，

位學程的學生，下周畢業後即直接就業。

找到新的生物標記，未來可使用新標靶藥物療法的胃癌

本校近年力推雙專長，約有 2 成的畢業生具備雙專長。

患者將可大幅提升至 4 成。

但曾琳蘆對自己的要求不僅於此，她在就讀博士期間實

找到抑癌蛋白「煞車失靈」原因

習的一年，還利用夜間及假日攻讀了本校的學士後法律

王雯靜教授說明，胃癌細胞擴散的主因是抑癌蛋白
PTEN 失去效用，
「抑癌蛋白就像煞車，當煞車失靈，癌
細胞就會不斷增生並轉移。」因此，團隊研究目標首先就
鎖定在找出「煞車失靈」的原因。
研究團隊蒐集了 3 百多個胃癌病例，利用大數據從 3
萬多種可能性中找到了癌症惡化的生物機制，關鍵就在
兩種酵素 PHF8 及 PKCα。團隊發現，胃癌組織中的

學程，成為具備生科、財金及法律「三專長」的多元專才，
能進行跨領域的研發。
本校創全球之先，發現胃癌惡化生物機制，有賴於橫
跨學界與醫界組成的研究團隊。王雯靜教授特別感謝林
口長庚醫院葉大森副院長提供胃癌檢體，團隊成員還包
括國衛院分子基因所喻秋華研究員及中研院龔行健院士。
【影音新聞】https://youtu.be/-zBSiqFaZFI

清華分生所王雯靜教授(左)指導博士生曾琳蘆研發精準

清華分生所王雯靜教授(右)指導博士生曾琳蘆找到了胃

治療胃癌的標靶療法。

癌惡化的生物機制。

清華分生所王雯靜教授發現 PHF8 酵素增加表現將導致

清華分生所博士生曾琳蘆利用大數據找到胃癌惡化的生

抑癌煞車失靈。

物標記。

玩科普學藝術 「印象清華」開幕
「印象清華」科普藝術節 11 月 5 日揭開序幕，在校園

總圖旁的教育館一樓還規劃為「STEAM 互動探索館」
，

展出 48 件來自清華科藝中心、國內外藝術家及國小教師，

展出清華科藝中心開發的 23 件科普藝術互動作品。〈神

結合電、磁、光、水、視覺、聲音、力學、化學的精彩科

妙黃金角〉應用數學的黃金角及視覺暫留原理，讓 3D 列

技藝術作品，鼓勵中小學師生、一般民眾與清華師生一

印的花朵雕塑「活」了起來，盡展綻放風姿。
〈橢圓兩點

同體驗科普藝術的賞析與探索樂趣。

也瘋狂〉則讓小球無論從哪裡出發，都能一球進洞；小學

本校藝術學院許素朱院長表示，清華近年來深入新竹
偏鄉，在沙坑國小設立跨學科創意玩耍學堂示範基地；

生看了突發奇想，
「如果應用這個原理來設計網球練習場，
就永遠不用撿球啦。」

今年並首度為國小教師舉辦科普藝術獎，希望引領更多

為推廣科普藝術，本校今年還與台北市教育局藝術卓

學童體驗學習有科學的藝術、有藝術的科學，讓 108 課

越教育計畫合辦首屆「有 A 的 STEM 科普藝術獎」
，共有

綱素養課程更精彩。

30 多組國小教師報名，10 件進入決選作品也在「STEAM

2020 印象清華的主題是「有 A 的 STEM 科普藝術節」
，

互動探索館」展區展出。

就是將 Art(藝術)加入 Science
（科學）
、Technology
（科技）
、

在今天的印象清華開幕儀式中，也宣布並頒發金、銀、

Engineering（工程）
、Mathematics（數學）跨科學領域，

銅獎。台北市福德國小林孟峰老師榮獲金獎，他的作品

成為更有溫度與創意的 STEAM 跨科學創藝。這項展覽為

〈彩色魔方〉應用常規視角及透視視角原理，轉動呈現

期 3 周，將展至 11 月 22 日。

出紅、藍、綠等不同色彩。

本校賀陳弘校長 5 日上午按下〈水漩渦旋轉舞〉作品

許素朱院長說，跨域教育需要從小扎根，她期待小朋

的按鈕，水渦流即從 3 根透明圓管中噴出舞動，為第三

友看過展覽後，在心中種下科技藝術興趣的種子；長大

屆「印象清華」揭開序幕。

學習科學理論時，能回想起小時候曾經聽過、玩過的科

賀陳弘校長表示，
「印象清華」利用簡單的科技原理結
合藝術，創造出新的附加價值。他說，清華在校園中營造
文學、科技、醫學多元互動的學習環境，目標就在培育跨
領域人才，再創清華及台灣高教的文藝復興。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毓娟副司長說，科技

普作品，
「原來複雜的理化、數學原理也可以用藝術方式
展現。」
科藝中心今年特別招募清華科學服務社、快樂兒童社
的學生擔任展覽志工，引導來參觀的小朋友動手體驗，
未來也能成為實踐創意的自造者。

產品結合美感將更具競爭力，符合人性需求。她欣見清
華大學透過師培教育將影響力向下延伸到中小學，為國

2020「印象清華」展覽資訊請見：

家培育跨領域的𝝅型人才。

˙有 A 的 STEM 粉絲專頁：

在清華人潮流動率極高的旺宏圖書館一樓，出現一幅
白底黑線的巨大看板，這是〈語林〉互動藝術。當觀眾用

https://www.facebook.com/steam123.cc
˙印象清華網站：https://techart.nthu.edu.tw/THE2020/

身體同時觸碰兩條黑線，在導電油墨媒材作用下，就會
發出有趣的聲音。
圖書館輕學區有數個盛裝透明溶液的玻璃瓶，觀眾一
靠近，瓶中的液體就會慢慢變成紫紅色。原來這組取名
為〈幻境〉的作品，玻璃瓶內裝的是甲苯溶液，當觀眾靠
近觸發紫外光開關，就會使甲苯溶液變色。

【影音新聞】https://youtu.be/PVVHcGPV_Ww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毓娟副司長(左起)、本校

賀陳弘校長表示，清華在校園中營造多元互動的學習環

賀陳弘校長、藝術學院許素朱院長、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

境，目標就在培育跨領域人才。

長一起啟動展品〈水漩渦旋轉舞〉
，為第三屆「印象清華」
揭開序幕。

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李毓娟副司長說，清華大

賀陳弘校長(右)頒發「有 A 的 STEM 科普藝術獎」金獎給

學透過師培教育將影響力向下延伸到中小學，為國家培

北市福德國小林孟峰老師。

育跨領域的𝝅型人才。

「有 A 的 STEM 科普藝術獎」金獎作品〈彩色魔方〉應用

本校藝術學院許素朱院長示範操作「有 A 的 STEM 科普

常規視角及透視視角原理，轉動變化不同色彩。

藝術獎」入選作品〈大食怪〉。

當觀眾用身體同時觸碰兩條黑線，展品〈語林〉就會發

觀眾一靠近展品〈幻境〉
，會觸發紫外燈開關，瓶中的甲苯

出有趣的聲音。

液體就會慢慢變成紫紅色。

現場體驗「有 A 的 STEM 科普藝術獎」優選作品〈請聽

〈直紋曲面幾何之美〉展品是一件動態燈光裝置作品，

我說〉。

模擬數學直紋曲面幾何造型。

導覽志工(右)帶領小朋友體驗展品〈橢圓兩點也瘋狂〉
。

鴿子廣場展示〈一面到底的莫比斯環〉作品，是有名的
幾何拓樸學結構。

清華師生及校友一同邀請民眾參與 2020 印象清華科技

2020 印象清華科技藝術節參展藝術家及首屆「有 A 的

藝術節。

STEM 科普藝術獎」得獎人合影。

賀！

資工系王俊堯教授、電機系祁忠勇教授、電機系謝志成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
學會「109 年度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賀！

電機系李祈均副教授、邱偉育副教授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109 年度優秀青
年電機工程師獎」

《 秘書處 》
 【SDGs in NTHU】清華永續，17 執行
參考網址: https://sdgs.nthu.edu.tw/

 【校友中心公告】變動時代下的跨領域生存心法，清華名人講堂：海外校友分享會，南
加校友陳佐亦分享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0040,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本校校友會聲明：杭州水木清華校友會非本會承認之校友會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0222,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希望有人告訴我的兩岸職涯發展心法，清華名人講堂：海外校友分享
會，上海校友謝居助分享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0365,r4272.php?Lang=zh-tw

 【文物館籌備處】清華青花：11 月 24 日(星期六)藝術史獨立研究者王淑津老師分享
「台灣青花鶴紋碗的誕生」
參考網址: http://museum.site.nthu.edu.tw/p/406-1153-189944,r11.php?Lang=zh-tw

《 學務處 》
 【生輔組公告】109 年 10 月遺失物招領
參考網址：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90155,r7298.php?Lang=zh-tw

 【諮商中心公告】第十三屆傑出導師獎選拔（110 年 2 月 8 日前）
參考網址：http://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189682,r492.php

 【課外組公告】11 月 10 日(星期二)實施學生活動中心及湖畔社辦之建築物石綿建材盤查
及空間使用現況調查作業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0255,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09 學年度上學期 11 月份社團工作會報開會通知
參考網址: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9786,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辛丑梅竹表演賽申請開始，即日起自 11 年 15 日(星期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89303,r6887.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0 年學生宿舍齋長改選辦法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0396,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提醒共同維護宿舍安全及環境品質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0363,r1538.php?Lang=zh-tw

《 教務處 》
 【註冊組公告】110 學年度研究生甄試生於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110 年 2 月)提前入學
申請受理時間 12 月 29 日至 110 年 1 月 5 日
參考網址: http://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189817,r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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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人數統計表
參考網址: 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190206,r1132.php?Lang=zh-tw

 【招生策略中心公告】2021 高中教師清華營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190242,r1132.php?Lang=zh-tw

 【招生策略中心公告】110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
、
「個人申請」
、
「考試分發」簡章
參考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190356,r1132.php?Lang=zh-tw

 【華語中心公告】華語文聽力測驗命題研習
參考網址：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3/443

 【課務組公告】本學期停修受理至 12 月 1 日上午 9 點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87937,r7797.php?Lang=zh-tw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
參考網址: http://exten.site.nthu.edu.tw/p/406-1213-190069,r1601.php?Lang=zh-tw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本校遠距教學課程開課作業及提醒事項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service/?parent_id=1621

《 總務處 》
 11 月 11 日(星期三)運動會停課一日，校園公車及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190312,r127.php?Lang=zh-tw

 109 年 10 月餐飲衛生食品異常案件處理過程說明
參考網址: http://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190292,r830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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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9 日至 112 年 4 月 9 日教育大樓新建工程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87277,r9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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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球事 務處 》
 11 月 21 日(星期六)工程一館舉辦「高中西語教學工作坊，108 課綱前後：瓶頸與永續」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68

 110 學年度台北政經學院（TSE）外國學生招生簡章(勘誤公告)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79

 【轉知】110 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
，歡迎學生自行申請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84

 全球事務處徵職務代理人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54

《 國際產 學營 運總中 心 》
 【專題演講】11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2 點至 4 點 10 分於本校旺宏館遠距教室 B 辦理
「研發人員應認知的利益衝突」專題演講，敬邀師生同仁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616L88BV5R

 2020 年玉山銀行校園商業競賽校園說明會(11 月 19 日)，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tgloria.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28GVT11338

 【敬邀參加】11 月 25 日(星期三)下午 1 點至 3 點 30 分於創新育成大樓辦理「專利檢索
及分析講座：掌握當前專利布局技術」
，歡迎師生團隊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Z1949F81AV

 2020 5G 產業商模及智財運營論壇(12 月 2 日)，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Q88K4YI69K

《 圖書館 》
 Emerald 2020 年星海定航：關鍵字搜尋測驗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resources.xml?1094

 11 月 25 日（星期三）本校黃一農教授主講「紅樓夢外：一個跨界與穿越的夢」
（講座
現場可簽書）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hslib.xml?1096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星期四)在琳瑯滿目的書中，隨心設計出屬於你的「心靈免疫力」
提升計畫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ada.xml?1095

《 計算機 與通 訊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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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安講座】電腦病毒要怎麼防？快來了解防毒運作的原理及駭客攻擊的手法，12 月
1 日準時開課
參考網址: http://learning.cc.nthu.edu.tw/var/file/319/1319/img/post-1.pdf

 【課程】強化 MATLAB 於統計及資料分析的能力！MATLAB 進階課程 11 月 16 日中午
開始報名
參考網址: http://learning.cc.nthu.edu.tw/p/404-1319-190323.php?Lang=zh-tw

 11 月 17 日(星期二)隔離垃圾信系統的部分設備移機
參考網址: http://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1106_01

《 師資培 育中 心 》
 本校師培中心辦理 109 學年度板書工作坊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89724,r48.php?Lang=zh-tw

 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89701,r48.php?Lang=zh-tw

 109 學年度寒假課輔招募公告
參考網址：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0037,r48.php?Lang=zh-tw

 110 年教育實習申請說明會公告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0165,r48.php?Lang=zh-tw

《 理學院 》
 【物理系公告】110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90467,r3567.php?Lang=zh-tw

 【數學系公告】110 學年度數學系碩士班甄試：初試榜單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924

《 工學院 》
 【工工系公告】109 年 11 月實驗室借用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p/406-1310-189508,r2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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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兩岸暑期專題交流開放申請(至 11 月 27 日中午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ipe.site.nthu.edu.tw/p/406-1300-190211,r772.php?Lang=zh-tw

 【材料系公告】110 學年度碩⼠班甄試入學初試放榜公告暨複試（口試）須知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9008

 【化工系公告】110 學年度教授擬收碩一新生人數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3Lk8xX

《 原子科 學院 》
 【醫環系公告】2021 兩岸暑期專題交流申請，系辦收件截止日：11 月 31 日(星期四)中
午 12 點前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88812,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09 境外臺生專案轉學(第二梯次)招生簡章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90525,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敬邀參加「醫環系 X 產學中心」技術發表與媒合會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89049,r11.php?Lang=zh-tw

 【工科系公告】110 學年度碩士班(四組)、博士班甄試入學初試通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www.ess.nthu.edu.tw/p/406-1351-190257,r1602.php?Lang=zh-tw

《 生命科 學院 》
 【生科系公告】2021 兩岸暑期專題交流申請，生科院大學部收件截止日：11 月 30 日
參考網址: http://www.life.nthu.edu.tw/app/news7.php?Sn=424

 【醫科系公告】110 年度台灣聯大交換學生計畫(I)Outgoing(2021-22) ，生科院大學部申
請截止時間：12 月 21 日下午 5 點
參考網址：http://dms.site.nthu.edu.tw/p/406-1267-189343,r8302.php?Lang=zh-tw

《 人文社 會學 院》
 2021 兩岸暑期專題交流申請（系上截止日：11 月 30 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921

 【中文系公告】11 月 10 日（星期二）學術演講—李康莉，英文詩歌翻譯：來自紅河岸
的女孩—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Bob Dylan 的作品為例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89746,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複試名單暨口試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0468,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1 月 16 日（星期一）學術演講，顧百里：華語文教材編纂面面觀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0461,r11.php?Lang=zh-tw

《 電機資 訊學 院》
 【電機系公告】110 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入學_電資院博士班聯合招生初試通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0495,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110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0554,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第一次放榜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0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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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系公告】受理 109 學年下學期兼任行政助理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p/406-1174-190092,r64.php

 【資工系公告】109 學年度上學期資工系畢業學分審查作業通知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p/406-1174-190192,r64.php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歐盟 EIT InnoEnergy 創新能源碩士課程與獎學金說明會（新竹
場次）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189297,r1947.php?Lang=zh-tw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110 年度台灣聯大交換學生計畫(I) 受理申請至 12 月 18 日(星
期五)中午 12 點止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189298,r1947.php?Lang=zh-tw

《 科技管 理學 院》
 2021 兩岸暑期專題交流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88885,r5902.php?Lang=zh-tw

 【經濟系公告】兼任行政助理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4-1480-164598.php?Lang=zh-tw

 【經濟系公告】110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複試公告／2021 Fall Semester, Master Admission
for Recommended Students, Second Round Announcement
參考網址: http://econ.site.nthu.edu.tw/p/406-1365-189933,r1860.php

 【計財系公告】110 學年度博士甄試複試資訊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90164,r5902.php

 【計財系公告】110 學年度碩士甄試複試資訊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90262,r5902.php

《 清華學 院》
 【科藝中心公告】2020 印象清華「有 A 的 STEM」科普藝術節：即日起至 11 月 22 日
參考網址: http://techart.nthu.edu.tw/THE2020/#/home

《 竹師教 育學 院》
 【特教系公告】110 年度台灣聯大交換學生計畫(I)，系上收件截止日：12 月 14 日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Md2Y34

 【心諮系公告】心諮系 110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中
參考網址: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190305,r6860.php?Lang=zh-tw

 2021 兩岸暑期專題交流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88885,r5902.php?Lang=zh-tw

 【幼教系公告】本校 110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公告(報名日期： 12 月 11 日至
21 日下午 5 點止)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q84Vaq

 【竹師教育學士班公告】110 年度台灣聯大交換學生計畫(I)，有意申請者請於 11 月 30 日
前繳交申請表
參考網址: http://ipedu.site.nthu.edu.tw/p/406-1146-189073,r6489.php?Lang=zh-tw

 【特教系公告】11 月 20 日(星期五)「學與思：大專生科技部計畫面面觀」專題演講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Md9q4m

《 藝術學 院》
 【藝設系公告】2021 藝術與設計新秀申請展徵件審查通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artdesign.site.nthu.edu.tw/p/406-1104-190473,r6293.php?Lang=zh-tw

 【藝設系公告】2020 清華藝術卓越獎簡章及初審收件方式，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星
期日)止
參考網址: http://artdesign.site.nthu.edu.tw/p/406-1104-190550,r6293.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