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特殊選才放榜 輕艇好手、空拍專家入列 

本校特殊選才「拾穗計畫」今天放榜，今年有 1193 位

學生提出申請，包括大一不分系的清華學院學士班及物理、

資工、特教等 9 系組共錄取 75 位學生，錄取率約 6%。上

榜者包括者包括輕艇好手、空拍專家、少年書法家、攀岩

高手、孝行獎得主及患腦麻的發明家，彰顯本校特殊選才

的多元精神。 

本校焦傳金教務長表示，清華 104 年創全國之先，首創

特殊選才入學管道，開辦「拾穗計畫」，不看學測成績、

只看特殊才華及逆境向上的能量。拾穗今年已邁入第七屆，

也吸引了更多面向、更「特殊」的學生報考，多樣性較往

年提升。報考的１千多名學子中，有超過１成是在家自學

等實驗教育生。 

本校招生策略中心王潔主任指出，今年不分系的清華學

院學士班吸引 734 位具特殊才華、自學及逆境向上學生報

考，錄取 44 位。招生第二階段共約 1 百人參加面試，為

提升審查專業度，校方將申請生分為藝術、學科、體育等

不同組別，安排對應這些專長的清華教授與外聘專家進行

專業審查。 

王潔主任表示，今年清華學院學士班原計畫錄取 10 名

經濟弱勢生，但最終錄取的經濟弱勢生高達 12 位，占錄

取人數四分之一，「因為他們的表現真的太優秀了，即使

不考慮他們身處困境，這些孩子仍然名列前茅。」拾穗另

外還錄取了新住民及其子女、離島偏鄉等區域弱勢學生。 

張乃方：輕艇、文學、電腦都是我的興趣 

台中市惠文高中學生張乃方是屢屢奪牌的輕艇好手，曾

獲全國運動會輕艇-龍舟女子組 200 公尺與 500 公尺雙冠

軍。出身清寒家庭的她，還能拿獎金來貼補家用、預存大

學學費。張乃方說，她從國小就開始接觸輕艇運動，特別

享受在日月潭上面對湖景、山景一個人划船的平靜感。 

張乃方允文允武，除了在運動項目表現優異，上高中後，

還一頭鑽進文學與電腦的世界。她的新詩作品曾獲中台灣

聯合文學獎第三名，更自學電腦程式語言，善用網路工具

來規畫分配訓練及學習的時間。她還上 youtube 觀看其他

高中老師錄製的化學、生物等課程，是個很擅長找資源來

輔助學習的學生。「真心想學就找得到資源。」她笑說。 

為了整合輕艇運動、資訊、文學這些興趣，張乃方覺得

只有不分系可以達成這個理想，所以報考清華大華特殊選

才。未來她希望能夠從運動、資訊著手，用科學的方式找

出提升運動的方法。 

鄭泰然：受齊柏林啟發愛上空拍 

錄取拾穗計畫的國立羅東高中學生鄭泰然是空拍好手，

曾受邀參訪故宮南院「嬉遊南院仲夏夜星幻」無人機群飛

表演並擔任側拍。此外，他還將空拍的興趣延伸到影片製

作，擔任導演、領導影像團隊獲得第十三屆全國高中職影

展「最佳導演獎」。他並利用所學，成功協助羅東高中辦

了一場「數位雲端畢業典禮。」 

鄭泰然表示，國小時看過齊柏林導演的《看見台灣》紀

錄片，深受感動，因此對空拍產生興趣，加上當時國小老

師顏廷伍也在玩空拍機，所以跟著老師學習，也不停地累

積經驗，飛行紀錄已超過 6 百次。進入清華之後，他希望

可以從資工或電機入門，瞭解如何從硬體優化攝影品質，

同時加強人文社會素養，嘗試記錄台灣傳統文化。 

廖胤菘：物理高手論文登上 SCI 期刊 

國立師大附中高三生廖胤菘以物理專長獲本校拾穗計

畫錄取。他從高一暑假就跟著李柏翰老師一起到中原大學

張勝雄教授的實驗室做研究，兩年來完成太陽能電池合成

與奈米電漿子波導實驗，已有兩篇學術論文成功刊上 SCI

國際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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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胤菘說，清華的學術研究風氣興盛，更是研究能量首

屈一指的大學。他未來想分流到材料系，鑽研物理、材料

方面的知識，找到更深入的研究目標。他說，清華的資源

豐富，選課也很彈性，他未來還想嘗試修習音樂方面的課

程，多方探索自己的興趣。 

楊步榆：要把書法藝術傳揚海外 

國立羅東高中高三生楊步榆鑽研書法筆法結構，拿手的

書體包括柳公權楷書、褚遂良楷書、沈尹默楷書、王鐸行

草及王羲之行書等。他曾多次獲邀在國內外展出作品，並

撰寫教材來推廣書法，也憑藉著這個長才錄取清華拾穗計

劃。 

楊步榆說，寫書法時必須十分專注，讓他感到非常寧靜，

國中時更是每個周末都花上 10 小時練習書法，「投入那麼

多時間，純粹是出於喜好。」從來沒想過靠著興趣也能申

請上夢寐以求的大學，今天上午看到榜單，他在班上開心

地大叫，同學、老師們也都很為他開心。他說，大二想分

流到外文系，將書法藝術傳播到國外，讓國際都認識。 

本校拾穗計畫今年錄取 75 人，其中不分系的清華學院

學士班錄取 44 人，包含高中生 39 名、高職生 1 名、自學

等實驗教育生 4 名；其中 12 名為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

弱勢生。此外，各學系也分別選才，數學系錄取 3 人、物

理系 5 人、材料系 3 人、動機系 3 人、資工系 6 人、生科

系 4 人、特教系 1 人、藝設系 6 人。拾穗生約占大一新生

入學名額的 4%。 

110 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拾穗計畫)錄取名單： 

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

194996,r1132.php?Lang=zh-tw 

 

本校 110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人數及錄取率： 

學系(班)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清華學院學士班 734 44 6% 

數學系 34 3 8.9% 

物理系 

光電物理組 

32 5 15.6% 

材料系 49 3 6.1% 

動機系 57 3 5.3% 

資工系 83 6 7.2% 

生科系 12 4 33.3% 

特教系 38 1 2.6% 

藝設系 創作組 75 3 4% 

藝設系 設計組 79 3 3.8% 

共計 1193 75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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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特殊選才錄取生鄭泰然空拍技術優異，飛行次數超過

6 百架次。 

 

 

本校特殊選才錄取生廖胤菘投入物理研究，已發表 2 篇

論文到國際期刊。 

   

本校特殊選才錄取生鄭泰然空拍技

術優異，飛行次數超過 6 百架次。 

本校特殊選才錄取生廖胤菘投入物

理研究，已發表 2 篇論文到國際期

刊。 

本校特殊選才錄取生楊步榆鑽研書

法筆法結構，曾多次獲邀在國內外

參展。 
 

 

  



 

 

賀！ 材料系周卓煇教授團隊榮獲「2020台灣光環境獎」評審團特別獎 

 

 

 

《秘書處》 

 【校友中心公告】申辦校友證已轉帳未填寫申請表單的校友，請來電或來信認領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3761,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井井品牌：用一杯咖啡溫暖社會、用香料私廚來征服你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0540,r4272.php?Lang=zh-tw 

 

 

 

《學務處》 

 【生輔組公告】民國 110年「全民國防教育南沙研習營」活動報名簡章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94874,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國防部民國 110年全民國防教育「寒假戰鬥營」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94929,r7298.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全球華人教育遊戲設計大賞(2021 Educational Game Design Award)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4969,r6890.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領航盃無人機創意應用大賽（創意組）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4876,r6890.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09學年第一學期指導老師費核銷說明 

參考網址：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3514,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10年第一次績優社團經費補助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110年 3月 2日

(星期二)截止，請各社團把握機會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4824,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本校國際志工能量講座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4754,r6887.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0年春節宿舍關閉申請留宿 

參考網址: 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4560,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2020年學生宿舍管理問卷中獎名單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4898,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09學年度下學期床位表公告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4887,r1538.php?Lang=zh-tw 

 

 【諮商中心公告】110學年度實習諮商心理師甄選公告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193264,r492.php?Lang=zh-tw 

 

 【職涯發展中心公告】創造 5G新紀元，你準備好了嗎？12月 24日中午資電館，中華電

信郭水義總經理來演講 

參考網址: http://career.site.nthu.edu.tw/p/406-1251-194347,r7409.php 

 

 

 

《教務處》  

 【註冊組公告】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成績繳送注意事項 Instructions: Entering Grades 

參考網址: http://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194457,r219.php?Lang=zh-tw 

 

 【課務組公告】109上教學意見調查，更好填、獎更多 

參考網址: http://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94847,r7797.php?Lang=zh-tw 

 

 【華語中心公告】華測會舉辦：華語文寫作測驗評分研習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447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1092「教師社群」開始申請，至 1月 18日止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service/?parent_id=1457     



 

 

 【招生策略中心公告】110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拾穗計畫)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194996,r1132.php?Lang=zh-tw 

 

 【招生策略中心公告】110學年度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拾穗計畫)：清華學院學士班

初試合格名單 

參考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193806,r1132.php?Lang=zh-tw 

 

 

 

《總務處》 

 12月 19日南大校區女生宿舍停水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95017,r992.php?Lang=zh-tw 

 

 物理館至台達館間通道試辦人車分道 

參考網址: http://guard.site.nthu.edu.tw/p/406-1168-194990,r51.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110學年度秋季班外國學生(研究所)入學申請簡章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13 

 

 110學年度上學期(2021秋)赴陸港澳交換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19 

 

 科技部與德國學術交流總署（MOST-DAAD）「2021青年暑期營計畫(Summer Institute 

Programme)」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20 

 

 

 

 



 

 

《圖書館》 

 本校圖書館徵求專案助理 1名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recruit.xml?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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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社分館現有一批期刊合訂本供校內師生索贈，意者請於 12月 25日前聯繫索贈事宜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hslib.xml?1115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刪除非住宿生使用學生宿舍網路資格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1207_01 

 

 校園骨幹網路進行維護作業，時間：12月 27日（星期日）上午 8點至下午 2點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1218_01 

 

 請各單位加強資安防護措施及個人資料保護宣導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1204_01 

    

 

 

《師資培育中心》 

 更新「110年海外教育實習申公告」複試名單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4758,r48.php?Lang=zh-tw 

 

 屏東大學於 110年 1月 8日前往銘傳大學(桃園校區)辦理 109年「合格教師申請補助赴

新南向友好國家學校任教工作計畫：海外臺灣學校教師入校宣導活動」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4820,r48.php?Lang=zh-tw 



 

 

 本校研究所師資生得申請在本校大學部就讀期間，以非師資生身份所修讀之教育專業及

教育專門課程學分預修採計，請於 110年 1月 4日前提出申請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4423,r48.php?Lang=zh-tw 

 

 109學年度第一次各類科申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公告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3563,r48.php?Lang=zh-tw 

 

 

 

《理學院》 

 【物理系公告】物理學系徵聘計畫助理 1名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var/file/335/1335/img/190759063.pdf 

 

 【數學系公告】慶祝民國 110年元旦假期，數學分館閉館 3天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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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學院》 

 【動機系公告】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徵聘教師啟事 

參考網址:http://pme.site.nthu.edu.tw/p/406-1308-181354,r4642.php?Lang=zh-tw 

 

 【工學院學士班公告】110學年度上學期(2021秋)赴陸港澳交換開放申請（1月 29日

中午截止） 

參考網址: http://ipe.site.nthu.edu.tw/p/406-1300-194656,r772.php?Lang=zh-tw 

 

 【化工系公告】109 學年度下學期「質能均衡」分組名單與登記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MdaRnn 

 



 

 

 【工工系公告】109年 12月實驗室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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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科學院》 

 【醫環系公告】原科院創意競賽比賽辦法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94447,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09學年度第二期教學助理研習營 110年 1月 25至 1月 26日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208 

 

 【醫環系公告】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校內各單位及醫環系館防疫措施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74055,r11.php?Lang=zh-tw 

 

 【工科系公告】2021大三專題說明會：12月 29日(星期二)，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參考網址: http://www.ess.nthu.edu.tw/p/406-1351-194979,r1602.php?Lang=zh-tw 

 

 【工科系公告】原科院創意專題競賽 Ver. 2020 (第三屆)比賽辦法 

參考網址: http://www.ess.nthu.edu.tw/p/406-1351-193499,r1602.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110學年度上學期(2021秋)赴陸港澳學期交換開放申請，生科院大學部報名截止日：

2021年 2月 1日(星期一)下午 5點前 

參考網址：http://dms.site.nthu.edu.tw/p/406-1267-194844,r8302.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外文系公告】110學年度上學期(2021秋)赴陸港澳學期交換開放申請(系辦收件截止日

為 110年 1月 15日)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19 

 

 【中文系公告】12月 22日（星期二）明清之際詩歌專題課堂演講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4831,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2月 23日（星期三）閱讀寫作的理論與方法課堂演講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4970,r11.php?Lang=zh-tw 

 

 【人社院學士班公告】110學年度上學期(2021秋)赴陸港澳學期交換將於 12月 15日起

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 http://dhss.site.nthu.edu.tw/p/406-1393-194609,r1561.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跨領域學分學程暨英語碩士學程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193628,r6295.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2020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跨領域學分學程推廣展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193629,r6295.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109學年度下學期南島相關課程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193632,r6295.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清華電機系友會【TEEN】系列講座 12月 23日(星期三) EECS BO1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5-1175-194839,c5150.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菁英獎學金：3月 10日前逕行申請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5-1175-194634,c5150.php?Lang=zh-tw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19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亞馬遜 2021校園招募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1949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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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下學期(2021秋季班)赴陸港澳學期交換申請開始 

參考網址: http://econ.site.nthu.edu.tw/p/406-1365-194628,r1860.php 

 

 【計財系公告】110學年度上學期(2021 秋季班)赴陸港澳學期交換申請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94730,r5902.php 

 

 

 

《竹師教育學院》 

 【心諮系公告】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 2021年度新竹讀書會認證課程 

參考網址: 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194360,r6860.php?Lang=zh-tw 

 

 【特教系公告】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徵聘專任教師公告(截止 2021年 5月 1日)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149gd8 

 

 【運動科學系公告】新竹市政府檢送體育屬修正有關「公共運動設施(含國民運動中心)及

民間運動場館因應新冠肺炎防疫」事宜 

參考網址: https://www.hc.edu.tw/edub/basic/Detail_News.aspx?fid=3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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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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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學院》 

 【藝設系公告】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徵聘專任教師 1名，應聘者應於 110年 2月 1日

（星期一）前以掛號寄達 

參考網址: http://artdesign.site.nthu.edu.tw/p/406-1104-194262,r6293.php?Lang=zh-tw 

 

 2021年藝術學院教育發展基金 

參考網址: https://art.nthu.edu.tw/?p=2068 

 

 2020本校藝術與設計學系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參考網址: https://art.nthu.edu.tw/?p=2061 

 

 

 

《清華學院》 

 【住宿書院】立德計畫移工小組 2020本校國際移工週系列活動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4-1103-194273.php?Lang=zh-tw 

 

 【住宿書院】週三沙龍「動」見未來：運動科技發展趨勢及產業新商機，12月 23日

晚上 7點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6-1103-194592,r6160.php?Lang=zh-tw 

http://artdesign.site.nthu.edu.tw/p/406-1104-194262,r6293.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