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外疫情升溫  清華為留學生開「為公書院」二期

 許多已申請上國外一流大學及研究所的台生因疫情

「卡關」，暫時無法出國。本校今年 9 月為這些學生設立

「為公書院」，讓他們在等待出國期間學習不中斷，還可

做實驗、運動、實習、參加社團，享受完整的校園生活。

因歐美疫情仍未趨緩，不少在台修習國外大學網路課程

的台生提出需求，本校決定加開為公書院第二期，預計

最多可接受 50 名學生。 

 本校焦傳金教務長表示，近期美國、英國、加拿大等主

要留學國家的疫情升溫，許多大學已宣布明年春季班無

法開課。不少已在家上了一學期網路課程的台生非常希

望能擁有實體的校園生活，學生及家長紛紛致電，希望

為公書院能再開一期，其中也包含一些沒趕上為公書院

第一期報名的學生。 

 焦傳金教務長表示，為公一期共有 130 位學生報名，

70 位錄取，開學後有部分學生因疫情趨緩，回到原申請

的國外大學就讀，本校也按在學比例退費。目前還有 55

位學生在清華求學，四分之三在大學部，其餘則是研究

生。半數以上都參加了校內社團，還有約 1 成進實驗室

做研究。 

 「校園生活對大學生來說很重要。」焦傳金教務長說，

這是在家獨自上網路課程無法取代的。清華排出了以中

研院士黃一農教授領軍的 17 位「夢幻導師」群，開設多

門導師課，學生可經常與教授、同學交流。一些申請上國

外同所大學、選修同一門專業的學生還組成了小型讀書

會。 

 畢業自武陵高中、已申請上英國雪菲爾大學航太工程

系的程靖翔今年 9 月加入清華為公書院，在這裡認識不

少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他正計畫與申請上美國柏克萊加

大資工系的林廷哲，及申請上美國洛杉磯加大神經科學

系的李致翰一同提案，參加台灣三星的首屆 Solve for 

Tomorrow 競賽。 

 程靖翔等幾位學生上周約了為公書院的兩位導師:歷

史所特聘講座黃一農教授及人社院王俊秀副院長指導他

們的三星計畫提案。只見導師不斷拋出天馬行空的點子，

學生擔心地問：「萬一他們說這不可行怎麼辦?」黃一農教

授只是笑道:「不可行沒關係呀，只要我們 happy 就好了。」

一旁學生快速地用英文交談，確定導師的想法時，王俊

秀副院長早已跳到了下一個點子。 

 程靖翔這學期在清華修了 3 門課，還參加棒球隊和吉

他社。除此之外，他還申請力旺電子徐清祥董事長的導

師專案，每周到力旺電子實習 1 天，學習提出加強資安

的建議與策略。 

 李致翰除了加入中研院士、清華腦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江安世院士的實驗室，研究果蠅行為，也在清華體驗了

豐富的社團生活，參加鋼琴社、人聲樂創社。每周一下午

的體育課是李致翰最期待的時光，他在今年校運會的新

生 4 千公尺大隊接力中擔任為公書院的第一棒，「本來以

為湊不齊參賽所需的 20 人，沒想到居然得了分組第一。」 

 林廷哲也是三星計畫團隊的一員，除了參與 2 項為公

書院的導師專案，他也沒放棄已申請上的柏克萊加大課

業，選修了 4 門柏克萊網路課程。「在清華最開心的是能

結交一群好朋友、選修跨領域課程、並向大師級的教授

請益。」林廷哲說，大學新鮮人的生活因「柏克萊+清華」

而多采多姿。 

 黃一農教授觀察，為公書院的學生非常積極主動尋求

各項資源，學習動機特別強。王俊秀副院長則稱這批庚

子年入學的為公書院學生為「庚子級」，有別於其他以畢

業年為級數的清華學生，「清華大學前身即是因美國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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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庚子賠款、選送留學生赴美而設立，庚子年再度成

為留學生的預備學校，格外有時代意義。」 

 已申請上美國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生科系的鄭文筑，加

入為公書院後，申請進入了清華生科院特聘講座教授、

聖地牙哥加大科維理基金會腦與心智研究所國際教授江

安世院士實驗室，每天下午都在實驗室練習解剖果蠅大

腦並染色、用顯微鏡觀察神經，「江安世教授是全球第一

位解析果蠅全腦三維影像的科學家，真的很榮幸能接受

他的指導。」鄭文筑說。 

 除了做實驗，鄭文筑在清華還選修了 3 門課，包括生

物統計、物理及化學，「這些都是攻讀生科的必修課，如

果能用中文先學一次，到了美國應該就能得心應手。」她

還參加了清華合唱團，並於 11 月 24 日登上國家音樂廳

演唱。 

 原就讀美國南加州大學四年級的李欣因疫情返台，不 

 

喜歡上網課的她決定先辦理休學，到清華為公書院上實 

體課程，還一口氣修了 8 門課。 

 李欣在南加大主修戲劇設計，她說，與科技結合是劇

場設計趨勢，因此她在清華除選修科技藝術相關課程，

還學習程式語言，增進理工知識。她並獨立展開一項計

畫，在藝術學院許素朱院長的指導下，將清華校園在疫

情期間的變化如用電量等，用視覺藝術的方式呈現。 

 在美國求學，也曾到日本交換的李欣很喜歡清華的校

園環境。「清華大學提供學生十分多元的選擇，在這裡每

天都很快樂！」李欣說。 

 為公書院第二期即日起至 12 月 15 日報名，12 月底前

公告錄取名單，明年 1 月底前註冊，2 月 22 日開學。 

【詳情請見】http://exten.site.nthu.edu.tw/p/406-1213-

190633,r8568.php?Lang=zh-tw 

【影音新聞】https://youtu.be/v2VHuC3hVpI 

 

  

本校為已申請上國外大學卻因疫情「卡關」的學子設立

為公書院。 

清華為公書院學生林廷哲(左起)、李致翰、程靖翔合作參

加三星競賽。 

  

清華為公書院學生鄭文筑在實驗室解剖果蠅大腦。 清華為公書院學生鄭文筑在實驗室解剖果蠅大腦。 



 

 

  

清華為公書院學生鄭文筑(左一)參加合唱團練唱。 清華為公書院學生李欣投入科技藝術創作。 

 

 

 

 

 

 

已申請上美國布朗大學的翁

靖雯現正就讀本校為公書

院。 

本校焦傳金教務長鼓勵因疫

情「卡關」的留學生來為公

書院短期研修。 

 

清華為公書院導師黃一農教授(右三)、王俊秀教授(右二)

指導學生創意提案。 

  

為公書院學生在清華校運會跑出新生 4 千公尺大隊接力

分組第一。 

為公書院學生組隊參加清華校運會。 



 

 

《秘書處》 

 【校友中心公告】本校北美基金會焦點校友訪談：邱強學長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3224,r4272.php?Lang=zh-tw 

 

 【文物館籌備處】本校文物館籌備處誠徵工讀生 

參考網址: http://museum.site.nthu.edu.tw/p/406-1153-193375,r11.php?Lang=zh-tw 

 

 

    

《學務處》 

 【生輔組公告】109年第二學期學雜費減免自 12月 7日至 11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93414,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移民署第七屆新住民及其子女築夢計畫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93427,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2021年總統教育獎校內遴選即日起開放申請，有意者請向各院所申請 

參考網址：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93279,r7298.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蒙民偉樓電梯內緊急按鈕機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3244,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2月 3日(星期四)至 12月 11日(星期五)湖畔屋頂漏水整修工程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3243,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1月 26日至 12月 2日開放 109下學期課外組與體育室列管場地優先權

預填 

參考網址：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3245,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09學年度上學期 12月份社團工作會報，開會通知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3458,r6887.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0年齋長改選延長登記(明齋、禮齋) 

參考網址：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3083,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提醒宿舍區頂樓使用規範及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3324,r1538.php?Lang=zh-tw 

 

 【職涯發展中心公告】清華北美基金會：焦點校友訪談「零錯誤」公司（Error-Free）

創辦人邱強學長(核工 74級) 12月 5日上午 10點至 12點 

參考網址: http://career.site.nthu.edu.tw/p/406-1251-193093,r7409.php 

 

 【職涯發展中心公告】本校企業參訪第四彈 12月 11日一起來探索迪卡儂的奧秘 

參考網址: http://career.site.nthu.edu.tw/p/406-1251-192990,r7409.php 

 

 

 

《教務處》  

 【註冊組公告】109學年度第一次辦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核准名單 

參考網址: http://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193263,r219.php?Lang=zh-tw 

 

 【課務組公告】109下新增跨院系《醫學物理學分學程》限研究生修習 

參考網址: http://curricul.site.nthu.edu.tw/p/404-1208-182856.php?Lang=zh-tw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110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即日起開始徵件 11月 23日起 

參考網址: http://tpr.site.nthu.edu.tw/p/412-1150-13540.php?Lang=zh-tw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為公書院 109學年度春季班招生公告 

參考網址：http://exten.site.nthu.edu.tw/p/406-1213-190635,r1601.php?Lang=zh-tw 

     

  

  

 

 

 



 

 

《總務處》 

 12月 1日秋冬防疫專案啟動，請搭乘校園公車及校區區間車時需佩戴口罩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193401,r127.php?Lang=zh-tw 

 

 12月 4日(星期五)至 12月 5日(星期六)綜二館挑高玻璃帷幕清潔工程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193266,r127.php?Lang=zh-tw 

 

 本校樹木減碳效益分析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var/file/165/1165/img/528993486.pdf 

 

 83號市區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193440,r127.php?Lang=zh-tw 

 

 12月 7日清齋停電通知單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93398,r992.php?Lang=zh-tw 

 

 

 

《國際產學營運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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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玩學 5G」，臺灣首度產業與學界攜手的 5G創發應用展 

參考網址：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C9C5Y12Q4D 

 

 經濟部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推廣說明會(12月 4日) 

參考網址：https://ocic.iih.nth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649DC1P00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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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2020圖書館閱讀月：主題講座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103 

 

 《鯽仔魚欲娶某》李金霞創作畫展，即日起至 12 月 25日於人社分館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hslib.xml?1107 

 

 Music Power無上限：後疫音樂跨域時代，即日起至 110 年 1 月 27日(星期三)於南大

分館 1F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ada.xml?1105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新開發「學生信箱別名服務」訂於 11月 25日上線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1123_02 

 

 臺灣學術網路新竹區域網路中心本校路由器進行維護作業，時間：12月 13日

(星期日)上午 7點至 11點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1125_01 

 

 機房網際網路服務伺服器機櫃進行整線工程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1116_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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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培育中心》 

 曙光女中於 12月 2日辦理「閱讀理解與表達公開觀議課」活動，歡迎報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3062,r48.php?Lang=zh-tw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師培中心公費生導師生聚會通知 

參考網址：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3443,r48.php?Lang=zh-tw 

 

 

《理學院》 

 【物理系公告】本校行健獎(物理系辦收件申請至 12月 4日止)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92854,r3568.php?Lang=zh-tw 

 

 【物理系公告】2021 年總統教育獎(物理系辦收件申請至 12 月 4 日止)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93376,r3568.php?Lang=zh-tw 

    

 【數學系公告】109學年度上學期博士班資格考時間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news/news.php?Sn=928 

 

 【化學系公告】110碩士班甄試錄取生請繳交指導教授同意書 

參考網址: http://www.chem.nthu.edu.tw/p/406-1328-193260,r292.php 

 

 【化學系公告】2021年總統教育獎校內遴選(系內申請截止日至 12月 4日) 

參考網址: http://www.chem.nthu.edu.tw/p/406-1328-193332,r292.php 

 

 

 

《工學院》 

 【動機系公告】110學年度教師尚可收碩士班名額 

參考網址: http://pme.site.nthu.edu.tw/p/406-1308-193447,r4642.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109年 12月實驗室借用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p/406-1310-193016,r2714.php?Lang=zh-tw 

 

 【化學系公告】110學年度台聯大學生出國交換計畫(12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q8bGZ0 

 

 【材料系公告】110學年度材料系學士班特殊選才初試結果 

參考網址：http://www.mse.nthu.edu.tw/news-detail.php?sid=19192 

  

 

 

《原子科學院》 

 【醫環系公告】109學年度上學期通過｢ 游離輻射防護講習」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93453,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10學年醫環系研究生聯合實驗室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92471,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本校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教授擬收 110年度碩一新生一覽表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92035,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10學年醫環系研究生聯合實驗室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92471,r1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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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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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學院》 

 【中文系公告】12月 4日（星期五）文論研究中心：人文主義地理學讀書會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2587,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2月 10日（星期四）文論研究中心講論會：東亞脈絡下的書信體研究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3395,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2月 1日（星期二）學術演講，張亦絢：如何閱讀張愛玲的自傳體小

說？以《雷峰塔》為例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3456,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2月 2日（星期三）學術演講，林宏佳：略談表意字的創造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1833,r11.php?Lang=zh-tw 

 

 【人士院學士班公告】12月 1日「人類學學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dhss.site.nthu.edu.tw/p/406-1393-190748,r156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2021年總統教育獎 (大學部截止：12月 4日 16:00)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5-1175-193238,c5150.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2020 NII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Program, Japan，院截止日為 2021年 1月

15日(星期五)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2028,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109學年度本校行健獎 (系辦收件截止：12月 11日下午 4點) 

參考網址：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2719,r5781.php?Lang=z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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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系公告】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甄試 (12月 9日前逕行申請)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2592,r57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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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行健獎」申請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2477,r6887.php?Lang=zh-tw 

 

 【經濟系公告】歡迎報名 12月 16日(星期三)仙草國小太鼓表演暨科管院大學部 3系交

流活動 

參考網址: https://forms.gle/BUsGzs8WvR6inFhR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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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許博炫教授論文獲管理一學門第一級學術期刊 Research Policy接受

發表 

參考網址: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93213,r5902.php 

 

 【計財系公告】俞沛成博士演講題目：What's Wrong with Annuity Markets? 12月 3日

（星期四）上午 10點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93422,r5902.php 

 

 【科館院學士班公告】管理與科技專題：12月 3日科管院學士班校友分享會 

參考網址: http://upmt.site.nthu.edu.tw/p/406-1373-193399,r1895.php?Lang=z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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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site.nthu.edu.tw/p/406-1366-188885,r5902.php?Lang=z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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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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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公告】110學年度本系夜間在職專班課程與行碩組招生(夜間上課

12月 11日至 21日網路報名) 

參考網址: https://delt.site.nthu.edu.tw/p/405-1129-190642,c21.php 

 

 【心諮系公告】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第二梯次放榜錄取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 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192172,r6860.php?Lang=zh-tw 

 

 【幼教系公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命題作業要點」修正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KjYD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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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文系公告】2021田野躍進：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實務課程聯展，歡迎蒞臨指導 

參考網址: http://decr.site.nthu.edu.tw/p/406-1130-193019,r3.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藝設系公告】2020本校藝術與設計學系研究生論文研討會報名截止時間：12月 2日上

午 11點 59分 

參考網址: http://artdesign.site.nthu.edu.tw/p/406-1104-193425,r6293.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