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科人發聲了 我們需要在地醫學系

竹科需要在地醫學系！新竹科學園區王永壯局長、新竹

市林智堅市長、新竹縣楊文科縣長及歷屆科學園區公會理

事長最近連署一項共同呼籲，支持本校在新竹設立學士後

醫學系，提供優秀醫師在大學教書及研究的環境，把良醫

留在新竹，也為竹科發展大健康科技產業提供堅實的研究

支撐。他們傳達竹科人的共同心聲，也希望政府能夠聽見

並重視。 

他們的共同呼籲指出，新竹科學園區產值逾兆，15 萬

名員工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得分強棒。但新竹地區醫療資源

不足，每一萬人口的醫師人數是全國最低，就醫問題始終

是園區員工心中的痛，員工以及家屬凡有稍大的健康問題

都要南北奔波就醫。 

新竹地區如何留住名醫？呼籲中提到，需要有一流大學

的醫學系提供當地醫師進修管道，並以教職吸引名醫，成

為當地所有醫院與診所留住與延攬資深優良醫師、提升醫

療水準的重要共同基地。 

共同呼籲中指出，本校素有一流的學術與教育水準，設

立在地的學士後醫學系，不但能夠培育結合醫學與最新科

技的跨領域醫師，更能夠提升整個新竹地區的醫療水準，

造福科學園區所有員工與家屬的健康，使台灣經濟發展無

後顧之憂，不但具有重要的國家策略價值，尤其是科學園

區所有產業員工與民眾共同所企盼，呼籲政府盡速予以實

現。 

把最優秀醫師留在新竹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王永壯局長指出，竹科的 15 萬名

員工及他們的家庭非常需要優質的醫療資源；據他觀察，

不少竹科員工或他們的家人罹患重病時，的確會選擇到台

北或台中就醫，若要同時兼顧工作及生病的家人，往往心

力交瘁。因此，他希望政府能看重清華一流的研究水平，

核准清華設立學士後醫學系，把好的醫師及醫學中心留在

新竹。 

新竹縣楊文科縣長表示，大新竹地區擁有科技產業及生

醫醫學產業等優勢，新竹縣境內也有東元醫院、台大生醫

醫院、中醫大新竹附醫等醫院，但卻沒有一所醫學系作為

人才培育及醫師進修的管道。清華是國內首屈一指的頂尖

大學，設立學士後醫學系不僅能夠彌補大新竹地區沒有醫

學系的問題；此外，透過科技與醫學的結合，培育跨領域

醫師，更符合當前我國發展大健康科技產業的趨勢。 

「過去 40 年，清華大學協助我國高科技產業發展做出

貢獻；未來，我相信，清華大學更能協助台灣在高科技醫

療領域發展持續貢獻。」楊文科縣長說。 

楊文科縣長指出，「研究、教學、門診、服務」是一位

傑出醫師所需肩負的工作指標，清華設置「學士後醫學系」

後，亦能有助新竹地區各大醫院，延攬國內首屈一指的名

醫來到新竹開設門診；也能提供現有醫師進修、培育更多

專長的管道，提升大新竹地區的醫療水準。更重要地，可

以讓大新竹地區的重病民眾，不必再舟車勞頓遠赴台北或

台中就醫；此乃大新竹地區百萬民眾殷切的期盼！ 

新竹市林智堅市長表示，新竹市是竹竹苗地區的核心城

市，新竹市政府積極推動兒童醫院，提升區域醫療的品質，

因此，他樂見未來在新竹市設立醫學系，吸引更多優秀的

人才來到新竹市就讀，也為國家培育更多一流的醫療人才，

照顧好竹竹苗地區 158 萬居民的健康。 

用研發帶動園區生醫產業 

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李金恭理事長表示，新

竹科技產業蓬勃發展，落戶人口及醫療需求持續增加，但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桃竹苗區每一萬人口配置的西醫師數

卻是全國最低的。名校設醫學系能吸引名醫任教，提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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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醫師及全國優秀醫師進修，進而提昇在地醫療品質。 

李金恭理事長指出，清華申設「學士後醫學系」能提供

醫學與最新科技的跨域學習，對人才的養成及醫療水準的

提升均有極大的助益。未來結合醫學及電子，也必將創造

生醫新領城的更多機會，「所以我們代表科學園區員工及

眷屬，大力支持並建請政府盡速核准清華設立學士後醫學

系。」 

台灣科學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謝其嘉前理事長表示，

清華的理學、工學有悠久的優良歷史，在新竹地區發展先

進科技，並培育了許多優秀的工程師，如今更朝精準醫學

領域發展，而這正是未來醫學發展的方向，如新冠肺炎的

快篩及治療，都需要投入最新的科技研發。 

「期盼清華大學設立學士後醫學系，成為精準醫學的領

頭羊，不僅造福新竹地區，也造福整個國家。」謝其嘉前

理事長說。 

清華校友全力支持申設醫學系 

本校校友、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蔡能賢執行長表示，台灣 

 

的科學園區過去 40 年來靠著半導體業領軍，撐起經濟發

展一片天，改善了國民的收入，現在正面臨建構下一世代

產業的重大挑戰，「我認為大健康科技產業是很值得期待

的發展方向，清華學士後醫學系的研究能量必然能帶動竹

科醫療科技領域的發展。」 

蔡能賢執行長看好未來居家及個人化醫療器材的發展，

「未來資訊科技進入醫療產業，如核磁共振、超音波等目

前只能在醫院使用的設備，未來都很可能小型化，個人就

負擔得起。」 

本校賀陳弘校長感謝竹科人及地方首長對清華申設學

士後醫學系的支持，也深深感受到這份期許背後的責任重

大。他表示，新竹科學園區是 40 年前由本校徐賢修前校

長倡議創設，之後園區蒸蒸日上，成為台灣經濟蓬勃發展

的火車頭，園區數十萬民眾的健康就是台灣經濟健康的體

溫計，本校希望藉由設立醫學系來提升園區民眾的健康醫

療水準，繼續對園區與全台灣的發展做出 2.0 版的貢獻。 

 

 

 

 

 

 

 

 

 

 

新竹科學園區王永壯局長、新竹市林智堅市長、新竹縣

楊文科縣長及歷屆科學園區公會理事長共同連署，支持

本校在新竹設立學士後醫學系 

 



 

 

《秘書處》 

 【校友中心公告】北美校友線上拜年會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7687,r4272.php?Lang=zh-tw 

 

 【文物館籌備處公告】清華青花非典型青花特展 2月 9日（星期二）至 2月 16日

（星期二）因應春節假期休館 

參考網址: http://museum.site.nthu.edu.tw/p/406-1153-197654,r11.php?Lang=zh-tw 

 

 【文物館籌備處公告】本校文物館籌備處徵聘專案約用研究人員 

參考網址: http://museum.site.nthu.edu.tw/p/406-1153-196911,r11.php?Lang=zh-tw 

 

 

 

《學務處》 

 【課外組公告】2月 8日活中 R101、湖畔二練、風三輕鋼架修補工程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7618,r6887.php?Lang=zh-tw 

 

 【綜學組公告】學產低收助學金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申請，受理期間自即日起至 3月

5日止 

參考網址: https://sa.site.nthu.edu.tw/p/406-1480-197510,r7298.php?Lang=zh-tw 

 

 【綜學組公告】就業即戰力工作坊 2月 22日履歷工作坊 

參考網址: http://career.site.nthu.edu.tw/p/406-1251-197291,r7409.php 

 

 【綜學組公告】就業即戰力工作坊 2月 24日面試技巧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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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商中心公告】第十三屆傑出導師獎選拔 2月 8日前提交相關資料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189682,r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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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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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通中心公告】配合住宿組春節假期學生暫時搬遷作業，計通中心自 2月 8日下午

4點 30分起開始學生宿網申請 

參考網址: http://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202_02 

 

 【住宿組公告】校長探視 2月 9日春節校內留宿境外生通知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7358,r1538.php?Lang=zh-tw 

 

 【綜學組公告】履歷邱比特及就業即戰力工作坊(比賽收件至 3月 3日，獎金 2000元) 

參考網址：http://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4154,r1538.php?Lang=zh-tw 

 

 

 

《教務處》  

 【綜教組公告】公告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110年度學術著作獎申請 

參考網址: http://dgaa.site.nthu.edu.tw/p/406-1209-196679,r207.php?Lang=zh-tw 

 

 【教發中心公告】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誠徵專任助理影音製作人（至 2月 2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276 

 

 【教學發展中心公告】課程與教學創新小額計畫 12月 28日至 3月 8日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plan_app/?mode=content 

 

 

 

《總務處》 

 【總務處公告】寒假期間(開學日 2月 22日前)本校場地借用原則取消或延期借用 

參考網址: http://general.site.nthu.edu.tw/p/406-1004-197181,r24.php?Lang=zh-tw 

 

 【採購組公告】社團法人中華專業人才協會來函，謹訂元月、二月辦理職能提升計畫 

參考網址: http://purchase.site.nthu.edu.tw/p/406-1171-195602,r88.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1月 17日至 3月 13日教育大樓新建工程運土封閉路段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96287,r992.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1月 18日至 3月 31日綜三館數學系廁所整修工程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96405,r992.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2月 18日至 2月 21日校園巡檢道路整修工程施工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97251,r992.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2月 8日校內瓦斯停氣通知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97585,r992.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2月 9日行政大樓二樓保管組前欄杆玻璃更換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97676,r992.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赴捷克高等教育機構短期進修/研究獎學金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76 

 

 土耳其國家獎學金相關資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676 

 

 

 

《圖書館》 

 2月 10日（星期三）至 2月 16日（星期二）農曆春節假期圖書館各項服務異動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1157 

 

 2月 9日（星期二）至 2月 17日（星期三）校史展示區開放時間調整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1155 

 

 

 



 

 

 即日起本校研究人員投稿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pen Access 期刊可免付論文

處理費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1153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用戶服務區春節期間（2月 10日至 2月 16日）暫停開放 

參考網址: http://learning.cc.nthu.edu.tw/p/406-1319-196428,r240.php?Lang=zh-tw 

 

 

 

《師資培育中心》 

 下學期專門課程與教育專業課程超修、免修、跨校修課、抵免與雙語教學課程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7507,r48.php?Lang=zh-tw 

 

 申請 8月教育實習注意事項與相關文件下載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7026,r48.php?Lang=zh-tw 

 

 

 

《理學院》 

 【統計所公告】恭喜碩士班張文騰同學榮獲主計協進社 109年主計獎學金 

參考網址: http://stat.site.nthu.edu.tw/p/406-1327-197693,r892.php?Lang=zh-tw 

 

 【計建系公告】2022春赴國外自費交換計畫(所內申請至 2月 20日止) 

參考網址: http://cms.site.nthu.edu.tw/p/406-1339-195435,r6330.php?Lang=zh-tw 

 

 【計建所公告】平安菁英教育基金會菁英獎學金 2月 17日起至 3月 10日止逕行寄送資

料申請 

參考網址: http://cms.site.nthu.edu.tw/p/406-1339-194452,r6330.php?Lang=zh-tw 



 

 

 【數學系公告】歡迎廖軒毅博士加入清大數學系的行列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885 

 

 【數學系公告】陳兆年教授榮退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886 

 

 

 

《工學院》 

 【工學院學士班公告】半導體製程模組學程說明會（2月 24日）  

參考網址: http://eng.site.nthu.edu.tw/p/406-1284-197035,r3361.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工工系徵求專任師資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p/406-1310-49045,r2714.php?Lang=zh-tw 

 

 【工學院學士班公告】2022春赴國外自費交換計畫(工學院學士班收件截止日 3月 2日) 

參考網址: http://ipe.site.nthu.edu.tw/p/406-1300-197383,r772.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醫環系公告】110年「朱順一合勤獎學金」申請通知，系辦截止日 3月 2日(星期二)

中午 12點前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97634,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2021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家長座談會(開放報名中)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97537,r11.php?Lang=zh-tw 

 

 【原科院學士班公告】2021兩岸暑期專題第二波申請，報名至 2月 22日 

參考網址: http://ipns.site.nthu.edu.tw/p/406-1357-196153,r3699.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中文系公告】第三十四屆月涵文學獎徵稿訊息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197290,r2733.php?Lang=zh-tw 

 

 【外文系公告】110年第 22屆朱順一合勤獎學金 

參考網址 http://www.fl.nthu.edu.tw/ 

 

 【臺文所公告】本校台灣文學研究所徵聘專任教師啟事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p/406-1399-196950,r6474.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110年第 22屆朱順一合勤獎學金（3月 5日收件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7516,r1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109學年度第二學期博士班畢業資格初審申請作業梯次日期說明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6091,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109學年度第二學期碩士生修讀本校「學士班課程」申請作業 2月 22起

至 3月 5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6082,r5781.php?Lang=zh-tw 

 

 【通訊工程所公告】博士精進計畫 

參考網址: http://com.site.nthu.edu.tw/p/404-1173-134205.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科管院公告】2月 10日至 2月 16日春節台積館閉館時間 

參考網址: http://ctm.site.nthu.edu.tw/p/406-1072-197506,r185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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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管所公告】科管所碩士生黃胤綸、施品慈、陳逸懷榮獲「2020全國科管年會 2030

青年人生活情境競賽」金獎 

參考網址: http://www.tm.nthu.edu.tw/p/406-1367-194955,r1794.php?Lang=zh-tw 

 

 【科管院公告】KPMG暨財團法人安侯建業教育基金會獎助學金受理申請，請於 3月

10日(星期三)前備妥資料送至科管院院辦 

參考網址: http://ctm.site.nthu.edu.tw/p/406-1072-197050,r1853.php 

 

 【計財系公告】2021兩岸暑期專題第二波申請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96451,r5902.php 

 

 

 

《竹師教育學院》 

 【心諮系公告】徵聘諮商心理領域專任師資 

參考網址: 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197390,r6860.php?Lang=zh-tw 

 

 【心諮系公告】徵聘工商心理領域專任師資 

參考網址: 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197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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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公告】2021清華大學藝術學院學士班系展暨春之清華「藝術卓越獎：科技藝術

類」甄選辦法 

參考網址: http://ipta.nthu.edu.tw/?p=8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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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第四屆清華創意短片競賽徵件開跑，詳情請見活動網頁 

參考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thushortfilmcontest 

 

 【語言中心】英文領域課程轉級申請（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月 8日止） 

參考網址: http://language.site.nthu.edu.tw/p/406-1212-194265,r6822.php?Lang=zh-tw 

 

 【軍訓室】文化部公告 110年文化獎項及電子競技專長類別替代役評選作業 

參考網址: http://meo.site.nthu.edu.tw/p/406-1257-197629,r11.php?Lang=zh-tw 

 

 【清華學院學士班】全球仿生設計競賽（Biomimicry Global Design Challenge）：台灣

海選 

參考網址: http://ipth.site.nthu.edu.tw/p/406-1462-196479,r6785.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