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點亮幸福微光又一章 吳承澐全台巡講生命故事 

十年前，清華曾有位只能看見 10 公分世界的「微光女

孩」莊靜潔，巡迴演講上百場，用她的生命故事激勵了許

多人。雖然莊靜潔已不幸離開人世，但因罕病視力只剩下

0.01 的本校學生吳承澐繼承學姐遺志，也踏上了巡迴演講

的路途，已到中小學及社福單位演講超過 40 場，分享「心

的生命樂章」。 

14 歲那年學姐故事撒種 

吳承澐 14 歲時罹患罕見的「雷伯氏遺傳性視神經病變」，

發病後視力迅速惡化，僅剩下微弱的光感。那時的他也曾

灰心喪志，教育部的視障巡迴輔導老師給了他一本莊靜潔

的著作《點亮幸福微光》。 

「每天睡覺前，媽媽都會念那本書給我聽，當下就被靜

潔的勇敢深深感動了！」吳承澐說。 

也許是冥冥中的機緣牽引，吳承澐兩年前以特殊選才

「拾穗計畫」進入了清華，並在今年也和學姐一樣獲得了

「總統教育獎」的肯定。 

因學姐多年前在吳承澐心中種下的希望種子，從去年 5

月開始，連站牌及座位都看不到的他，一個人搭高鐵轉公

車，開始了他的生命故事巡迴演講，無論是台北、高雄，

或遠在花蓮偏鄉的國小，「只要有人想聽，我就去講，把

勇氣的種子傳下去。」 

回母校演講分享生命故事 

吳承澐上個月底回到他的母校新北市永和國中演講，階

梯教室擠進約 150 位七年級學生。當吳承澐緩步上台，全

場立刻報以熱烈掌聲。他秀出了一張白茫茫的模糊圖片，

告訴學弟妹這就是他所見的世界，台下學生紛紛低聲表示

驚訝說：「完全看不出來耶。」 

吳承澐說，他在國二升國三的暑假發病，在那之前他的

視力一直很好，直到開學前要到診所檢查眼睛，才發現他

的左眼視力模糊，戴眼鏡也沒辦法改善。「原來以為是暑

假太沉迷手機遊戲神魔之塔才使視力退化。」他笑說。但

診所醫生卻嚴肅地請他到大醫院就診，經過反覆檢查後才

發現，他罹患了一萬人才有一例的視神經萎縮症，且目前

還沒有方法醫治。 

視力退化給吳承澐的生活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就連

擠牙膏、倒水、下樓梯這樣的小事都要重新學習。但也因

如此，他才發現自己的聽覺比常人敏銳，擁有「絕對音感」，

因此開始學著用耳朵來「看」世界。 

一般視障者倒水時會放根手指在杯子裡來感受水是否

快加滿，但吳承澐只消用耳朵「聽」，就能判斷水量多寡，

當他聽到其他視障者測量水量的方式時還感到十分驚訝。 

吳承澐並在演講結束前安排特殊橋段，邀請學弟妹上台

隨意在電子琴上按兩個音鍵，他立刻就用這兩個音即興彈

奏出一小段樂曲，令聽眾驚呼連連。 

演講結束後學弟妹一擁而上，都想和吳承澐說說話。永

和國中七年級學生丁恆恩說，他覺得雖然上天給了承澐學

長一個考驗，但仍克服困難、樂觀地追求夢想，令他十分

感動，也希望自己能夠勇敢地追逐夢想。 

曾經內向害羞 如今自信上台 

吳承澐的國中導師張凱智老師也坐在台下聽講。她笑稱

自己曾見證吳承澐的視力從明轉暗、橫跨「黑白兩道」的

時期，因此深知他的轉變有多麼不容易。張凱智老師說，

國中時的承澐很安靜、害羞，怕在眾人面前說話，上台報

告的前一天還會緊張地睡不著。看到承澐如今能自信地在

那麼多人面前侃侃而談，讓她相信「每個孩子都有無限可

能。」 

清華的課業壓力不小，平均每兩周一次南北奔波演講，

對吳承澐也是很大的負擔。但每當演講結束，收到聽眾的

熱情回饋，「我又得到了滿滿的能量，相信自己走在正確

的道路上。」吳承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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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承澐在國小演講時，常號召聽講的小學生齊聲喊：「我

一定可以！」希望他們在遇到困難時也能這樣告訴自己，

給自己力量。有次當他演講結束要離開時，一位小朋友追

了上來，對他大喊「我一定可以」，「頓時覺得自己也被療

癒了。」吳承澐笑說。 

音樂創作帶來正能量 

本校主秘、資工系金仲達教授是莊靜潔大學時期的導師。

他記得靜潔在校時，每周都和他碰面，分享學習心得及想

做的事，包括巡迴演講生命故事的決定，他也聽過靜潔在

清華工程一館的演講。「如今看到靜潔撒下的種子有人承

接，心中十分感動。」金仲達教授說。 

金仲達教授說，莊靜潔在大學時期重拾對音樂的興趣，

打算投入音樂治療相關領域，幫助更多人；巧合的是，吳

承澐也有豐富的音樂創作能力，除了把創作放上 youtube，

還開了鋼琴演奏會，「也許承澐能代靜潔完成夢想。」 

 

  

吳承澐用身後一片白茫茫的圖片描述他所見的世界。 

 

本校特殊選才學生吳承澐已巡迴全台演講超過 40 場。 

  

吳承澐(中)回母校新北市永和國中演講，引起熱烈迴

響。 

吳承澐(中)演講結束後回答學弟妹問題。 



 

 

  

吳承澐(右一)請觀眾隨意按兩個琴鍵，隨即據此創作出

樂曲。 

 

新北市永和國中教師張凱智老師(右)是吳承澐國中導師，

見證他視力惡化後的轉變。 

  

吳承澐到新北市永和國中分享生命故事。 

 

 

吳承澐雖患遺傳性視神經退化疾病，仍積極傳遞正能

量。 

  

吳承澐承接學姐莊靜潔遺志，分享勇氣種子。 

 

吳承澐罹患遺傳性視神經退化疾病，視力只剩下 0.01。 

 

 

 



 

 

賀！ 系統神經科學所江安世教授、物理系張敬民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24屆國家講座

主持人 

  

賀！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所孫玉珠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64屆學術獎 

 

 

 

《秘書處》 

 【校友中心公告】校友總會第八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5615,r427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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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 

 【生輔組公告】客家委員會 110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報名及說明會訊息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95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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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國運動會水球及軟式網球代表隊選拔賽（遴選）要點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5463,r6890.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2021年雙語複合式運動人才種子培育研習營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5472,r6890.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2021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武術代表隊遴選辦法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5474,r6890.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2021 Music D.N.A流行音樂與舞蹈」人才培育冬令營 

參考網址：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5562,r6890.php?Lang=zh-tw 

 

 【職涯發展中心公告】企業領航全校開放報名：1月 18日四零四企業參訪 

參考網址: http://career.site.nthu.edu.tw/p/406-1251-1954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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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問卷 

參考網址: http://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95601,r7797.php?Lang=zh-tw 

 

 【華語中心公告】本校跨院國際「華語教學」碩士及博士招生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455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由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獨家贊助 ! 通識中心、語文中心、中文系

共同規劃的「白先勇清華文學講座：《紅樓夢》課程」已上架完畢 

參考網址: http://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553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109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館基礎科目課業輔導 

參考網址：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150 

     

 【推廣教育中心公告】為公書院 109學年度春季班錄取 

參考網址：http://exten.site.nthu.edu.tw/p/406-1213-195586,r1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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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備取遞補名單

(含報到須知) 

參考網址：http://admission.nthu.edu.tw/p/406-1207-195614,r1132.php?Lang=zh-tw 

 

 

 



 

 

《總務處》 

 110年更換垃圾清運廠商公告：資源回收及大型廢棄物清運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195705,r127.php?Lang=zh-tw 

 

 「行政大樓前及昆明湖綠美化」、「綜四館前綠美化」景觀審議公告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195510,r1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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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學士班 110學年度秋季班第一次放榜暨獎學金名單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37 

 

 境外生出入境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38 

 

 110學年度跨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北政經學院組(TSE)外國學生申請(第一次放榜)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43 

 

 

 

《圖書館》 

 南大校區即日起至 1月 17日(星期日)開放 N201 教室作為學生夜讀教室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ada.xml?1133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圖書館達人速成班」即將推出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libtour.xml?1135 

 



 

 

 圖書館資訊系統組徵工讀生 

參考網址: http://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recruit.xml?1136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不當網路資訊之「網路回報」作業，系統執行自動阻斷解除的作業時間調整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01223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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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學科知能評量，鼓勵本校師資生踴躍參與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5305,r48.php?Lang=zh-tw 

 

 【110年海外教育實習申請公告】中教、小教、幼教類科(二招)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5613,r48.php?Lang=zh-tw 

 

 屏東大學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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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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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月新書通報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880 

 

 【數學系公告】109上大學部轉組申請開始(即日起至 1月 15日)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879 

 

 【數學系公告】慶祝民國 110年元旦假期，數學分館閉館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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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公告】109上專題演講次數公告(Reports for Colliquium 2020 fall)~12/16 

參考網址: http://www.chem.nthu.edu.tw/p/406-1328-193645,r292.php 

 

 【理學院學士班公告】110學年度大學暑期實習工讀暨獎：學金甄選案 

參考網址: http://scidm.site.nthu.edu.tw/p/406-1331-195608,r11.php?Lang=zh-tw 

 

 

 

《工學院》 

 【動機系公告】109學年度動機系大學部專題研究競賽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pme.site.nthu.edu.tw/p/406-1308-1955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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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教育部學海惜珠選送清寒優秀學生出國交換(1月 12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2gxWAE 

 



 

 

 【工工系公告】科技部 110年度「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學校截止時間 2月

20日（星期六）早上 10點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p/406-1310-195280,r2714.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110年 1月實驗室借用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p/406-1310-1952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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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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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科院學士班公告】「原科院創意競賽」報名至 110年 1月 31日 

參考網址: http://ipns.site.nthu.edu.tw/p/406-1357-195082,r36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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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公告】「我」之為文：「大學中文寫作：散文創作」期末創作合輯講論會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5698,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月 6日(星期三)文論研究中心專題演講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5699,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捷克帕拉斯基大學口語會話課遠距教學實習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5541,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月 5日(星期二)本校中文系「漢學英文」課堂演講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5466,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2022春赴國外自費交換計畫 

參考網址: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5461,r11.php?Lang=zh-tw 

 

 【外文系公告】2022春赴國外自費交換計畫(系辦 2月 22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outgoing-exchange 

 

 【人社院學士班公告】2022春赴國外自費交換計畫，系收件截止時間為 2月 24日

(星期三)中午 12點 

參考網址: http://dhss.site.nthu.edu.tw/p/406-1393-195509,r15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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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學分學程推廣展：抽獎活動 

參考網址: 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195185,r6295.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109上實作專題競賽：複賽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5-1175-195568,c5150.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崇友實業獎學金：3月 19日前逕行申請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5-1175-1956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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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2022春赴國外自費計畫即日起至 3月 2日(星期二)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195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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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館院學士班公告】科法所連孟琦助理教授 AI量刑研究計畫加徵兼任助理一名 

參考網址: http://upmt.site.nthu.edu.tw/p/406-1373-195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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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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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師教育學院》 

 【幼教系公告】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第十七期初審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Gr74kx 

 

 【心諮系公告】文書組誠徵校內工讀生 

參考網址: 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195453,r6860.php?Lang=zh-tw 

 

 【心諮系公告】本系學生考取 110學年度碩、博士班榜單 

參考網址: 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195144,r6860.php?Lang=zh-tw 

 

 【特教系公告】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徵聘專任教師(截止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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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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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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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學院》 

 【清華學院學士班】第三學期 2021寒假第三學期審核結果 

參考網址: https://ibp.nthu.edu.tw/news-34.html 

 

 【通識中心公告】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助理評量問卷」開放填卷囉！即日起至

1月 3日(星期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251 

 

 【通識中心公告】109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優秀學生作品推薦作業，收件自即日起至

2月 5日(星期五)截止 

參考網址: http://cge.gec.nthu.edu.tw/link/quality-rule/ 

 

 【通識中心公告】109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至 1月 11日（星期一）

上午 9點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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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