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可那可清華 Podcast開播 歡迎高中生來「敲門」

通勤等零碎時間也可用手機隨選隨聽的播客(Podcast)

最近在年輕世代竄紅。為了更貼近青年學生，本校宣布推

出線上廣播節目「那可那可清華」(Knock Knock NTHU)，請

來教授分享化工系、生科系等系所到底在念什麼？他們當

年是如何選擇科系的？你想填的志願跟爸媽的期待不一

樣怎麼辦？每集 20 分鐘 就能輕鬆聽完，幫高中生敲開認

識大學的門。 

「那可那可清華」已在免費的手機應用程式聲浪(Sound 

On)正式上架，預計將製播 4 季，第一季有 15 集，首播就

一口氣上線 4 集，之後每周四上線 1 集。片頭音樂由曾獲

總統教育獎的清華大學視障生吳承澐創作並彈奏。下載連

結 為 :https://player.soundon.fm/p/7465e763-0b58-4643-

8a3d-98636bd52e8e 

Podcast 是時下流行的線上廣播，也被稱作聲音版的

YouTube，可隨選隨聽，結合訂閱功能，有新集數上架時，

就會出現在訂閱者的清單列表裡。用戶可以在列表中選取

想聽的內容，不受播出時間影響，而且可下載、離線收聽。 

本校招生策略中心王潔主任指出，現在高中生獲取知識

的方式與以往不同，除了透過官網了解各大學外，許多人

會選擇透過社群來接收資訊，也時常利用零碎時間學習。

因此招策中心特別推出「那可那可清華」這樣的線上廣播，

透過主持人胖達與各學系教授的輕鬆對談，推出迎合年輕

世代的節目內容，希望能「抓住」聽眾的耳朵。 

清華教授擔任「開門人」 敲開學習大門 

 「那可那可」取自英文敲門聲的音譯。王潔主任表示，

節目將請清華教授來擔任「開門人」，除了介紹各科系在

學什麼，也用輕鬆活潑的方式，來「平反」大眾對部分科

系的偏見。她說，節目受眾主要鎖定高中生、高中生家長

及高中教師，之後也會請教育團體上節目分享。 

 以王潔主任錄製的第二集為例，她就回答了主持人的尖

銳提問「傳說中不來念清華的五大理由」；澄清新竹並非

「美食沙漠」時，她也不吝分享加了黑糖冰沙的豆花等口

袋美食名單。 

 王潔主任是麻省理工學院材料博士，目前執教於清華化

工系。但當年父母十分期盼她能攻讀醫科，王潔老師也以

自身的經驗談到如何與父母溝通，「在華人社會，完全不

顧父母的想法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建議，不要事到臨頭、

如選填志願前一晚才溝通，而要提早且「洗腦式」溝通，

讓父母對孩子的選擇安心。 

如何讓教授看見你 寫自傳有秘訣 

 「那可那可清華」也請來本校教務長、生科系焦傳金教

授來傳授撰寫「引導式自傳」的秘訣，「即使沒有閃閃發

亮的得獎經歷，也能讓教授看見你。」 

 本校從前年起推動「引導式自傳」，鼓勵考生用自己的

話寫出專長及興趣、對人生意義的追求，以及進入大學後

的學習規劃。焦傳金教務長建議考生換位思考，假設自己

是考官，希望找到最能展現積極態度、具備自我探索特質

的考生，下筆時就應朝這個方向努力。 

 除了教務長身分，焦傳金教授也是專研烏賊、章魚的海

洋生物學家。主持人問他為什麼一頭栽入頭足類動物研究？

焦老師回答，他一直以來都很喜歡大海，大學選擇就讀海

洋資源學系，之後就一直堅持研究海洋生物。他說，「好

奇」是科學研究重要的元素，許多人去海生館後都想研究

海洋生物，但最後成為海洋生物學家的人卻是少數。「生

命中的偶然使我們認識一門學科，而堅持與努力才能使夢

想成真。」焦傳金老師說。 

雙專長、實驗教育方案 視野更寬廣 

 焦傳金教務長指出，清華大學有豐富的教學資源，提供

學生自我探索的空間，更培養出許多具備雙專長的學生。

 

 

本期 12 頁 民國 77 年 3 月 24 日 創刊 
電 話 5 1 6 2 0 1 0  F A X ： 5 1 6 2 4 7 9 
E - m ai l： nt hu new s@ my. nt hu .e du .t w 

 



 

 

他說，清華在每個學院設立學士班，入學後可彈性選課，

大二後可選擇分流到不同科系或選修第二專長。 

焦傳金教務長將大學比喻成土壤，為了讓每位學生都能

在清華大學吸取養分，清華還開創了全國第一個「實驗教

育方案」，學生可以為自己規畫跨領域、跨地域的專屬課

程，「就像為不同專長學生量身打造課表。」他說。 

 焦傳金教務長也建議大學新鮮人參加社團、投入一項喜

歡的運動，並拜訪一位自己很欣賞的教授，跟他聊一聊，

為自己的大學生涯訂定目標與方向。他也提醒高中生進入

大學後，不再受高中時期固定課表及補習的限制，時間管

理變得更重要，「善加規畫才能 work hard, play hard 。」 

 培養語文能力 先從模仿開始「那可那可清華」的另一

位開門人是清華中文系羅仕龍副教授，他從今年的學測作

文題目「如果我有一座新冰箱」出發，教聽眾如何培養語

文能力。羅仕龍老師認為，語文是一種技能，如果不知從

何著手，不妨先從模仿開始，追蹤一位自己喜歡的網紅臉

書，試著模仿他的文字語法來書寫。 

 如果這樣還太難，那就開始『抄』吧！」羅仕龍老師建

議學生可以每天動筆抄一段自己喜歡的文字。這個建議來

自他當年赴法國求學的經驗，當時必須到圖書館抄錄無法

攜出或複印的文件，沒想到抄了幾個月，法文大有進益。

「抄得多了，至少你的字也會寫得比較好看，工整的字體

一定能為作文加分。」羅仕龍老師笑說。 

 

 

 

 

 

 

 

 

清華大學錄製 Podcast 節目「那可那可清華」幫高中生 

敲開認識大學的門。右起焦傳金教務長、賀陳弘校長、招生

策略中心主任王潔、中文系羅仕龍副教授 

清華大學錄製 Podcast 節目「那可那可清華」幫高中生敲開

認識大學的門。右起焦傳金教務長、賀陳弘校長、招生策略

中心主任王潔、中文系羅仕龍副教授 

 



 

 

「那可那可清華」幫高中生敲開認識大學的門。右起焦傳金

教務長、賀陳弘校長、招生策略中心王潔主任、中文系羅仕

龍副教授 

 賀陳弘校長(右)介紹專為高中生打造的 Podcast 

 播 

 

 

焦傳金教務長介紹專為高中生打造的 Podcast 

節目 

招生策略中心王潔主任在 Podcast 節目中「破解」不念清華

大學的傳說 

 

中文系羅仕龍副教授在 Podcast 節目中教大家寫作文的撇步 

 

 

 「那可那可清華」幫高中生敲開認識大學的門 

 



 

 

 

歡迎大家收聽「那可那可清華」 

 

 



 

 

《秘書處》 

 【校友中心公告】校友活動預告─清紫野餐派對、成功湖天鵝船、璀璨 65校慶音樂會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8147,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國立清華大學北美基金會 焦點校友訪談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198296,r4272.php?Lang=zh-tw 

 

 

 

《學務處》 

 

 【課外組公告】梅貽琦紀念獎章申請至 3月 18日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8015,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65週年校慶園遊會擺攤登記及帳棚租借辦法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8420,r6887.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學產低收助學金第二學期申請公告 受理期間至 3月 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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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輔組公告】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受理期間至 3月 17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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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外組公告】第二學期社團指導老師費 收件期限至 3月 11日(星期四)下午五點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7718,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校本部溜冰場地面整修工程(2月 23日至 3月 15日)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8001,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第二學期 3月份社團工作會報 開會通知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197848,r6887.php?Lang=zh-tw 

 



 

 

 【職涯中心公告】系所職涯服務入班申請表（至 3月 8日） 

參考網址: http://career.site.nthu.edu.tw/p/406-1251-170393,r7299.php 

 

 【住宿組公告】大學部舊生/研究所舊生優先住宿資格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198486,r1538.php?Lang=zh-tw 

 

 

 

《教務處》  

 【華語中心公告】2021國際文化論壇 （3月 12日）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457 

 

 【綜教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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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式課程公告】鏡好聽@動物好好玩頻道 焦傳金老師：動物在視覺、聽覺、味

覺、嗅覺等不同感官，有哪些「異於常人」之處？ 

參考網址: https://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newsContent&id=561 

 

 【教發中心公告】誠徵課輔員第二學期基礎科目課業輔導員強力招募中(至 3月 7日止)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277 

 

 【教育發展中心公告】教學發展中心誠徵專任助理影音製作人（至 3月 7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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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務處》 

 【事務組公告】2月 22日(星期一)至 3月 21日(星期日)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197899,r127.php?Lang=zh-tw 

 

 【經營管理組公告】7-11、麥當勞恢復營業 

參考網址: http://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198415,r8304.php?Lang=zh-tw 



 

 

 【駐警隊公告】修訂本校校園車輛管理辦法與車輛入校收費及違規處理要點 

參考網址: http://guard.site.nthu.edu.tw/p/406-1168-196481,r51.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科技部 110年補助任務導向型團隊赴國外研習（即日起至 3月 21日受理線上申請）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79 

 

 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申請入學錄取名單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86 

 

 

 

《圖書館》 

 3月 2日起 本校師生使用政大閱覽或借閱服務方式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1166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資安漏洞預警】微軟Windows DNS伺服器存在安全漏洞(CVE-2021-24078)，請儘速確

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220_01  

 

 【資安漏洞預警】微軟Windows TCP/IP存在安全漏洞(CVE-2021-24074、CVE-2021-

24094及 CVE-2021-24086)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218_01 

 

 【資安漏洞預警】Cisco 之 VPN 路由器存在安全漏洞，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217_02 



 

 

《師資培育中心》 

 與色彩相遇-濕水彩初階工作坊 報名至 3月 22日(星期一) 

參考網址: http://waldorf.site.nthu.edu.tw/p/406-1123-198184,r142.php?Lang=zh-tw 

 

 曾文鑑老師的口語表達工作坊 公告名單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8502,r48.php?Lang=zh-tw 

 

 【課輔招募】110年第 8屆師資生實踐史懷哲課輔計畫活動公告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197866,r48.php?Lang=zh-tw 

 

 

 

《理學院》 

 【物理系公告】109 學年度第二次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申請開始(至 3月 10日止)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98006,r3567.php?Lang=zh-tw 

 

 【物理系公告】物理學系五年學碩士學位申請通知(即日起至 3月 30日止)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98440,r3567.php?Lang=zh-tw 

 

 【數學系公告】系友會學士班清寒獎學金即日起開始申請（至 3月 17日）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888 

 

 【數學系公告】黃提源教授獎學金即日起開始申請(即日起至 3月 37日止) 

參考網址: http://phys.site.nthu.edu.tw/p/406-1335-198440,r3567.php?Lang=zh-tw 

 

 【化學系公告】109 學年度第 2次碩士生逕讀博士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ww.chem.nthu.edu.tw/p/406-1328-198278,r292.php 

 

 【計算與建模科學所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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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site.nthu.edu.tw/p/406-1339-194452,r6330.php?Lang=zh-tw 

 

 



 

 

 

《工學院》 

 【工學院公告】工學院出國逐夢獎助金 下學期之申請至 3月 31日（星期三）截止  

參考網址: http://eng.site.nthu.edu.tw/p/406-1284-198104,r3361.php?Lang=zh-tw 

 

 【工學院公告】日本福井大學(University of Fukui)2021年 10月入學之短期交換方案至 3

月 17日（星期三）截止 

參考網址: http://eng.site.nthu.edu.tw/p/406-1284-197838,r3361.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110 年 3月實驗室借用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p/406-1310-198122,r2714.php?Lang=zh-tw 

    

 【奈微所公告】奈微所教師碩士班各組別可指導研究生表(02 月 25日更新) 

參考網址: http://nems.site.nthu.edu.tw/p/406-1302-187374,r1494.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醫環系公告】「陳可忠博士紀念獎學金」申請通知 (系辦截止日：3月 12日(星期五)中

午 12:00前) 

參考網址: http://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97936,r11.php?Lang=zh-tw 

 

 【核工所公告】109學年度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輻射防護協會獎學金即日起接受申請 4月

1日(星期四)截止 

參考網址: http://nes.site.nthu.edu.tw/p/406-1356-197950,r5031.php?Lang=zh-tw 

 

 【核工所公告】NE75優秀核工博士候選人獎學金申請自即日起開始 3月 5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nes.site.nthu.edu.tw/p/406-1356-197947,r5031.php?Lang=zh-tw 

 

 【核工所公告】本校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教授擬收碩士班新生一覽表(2月 26日更新) 

參考網址: http://nes.site.nthu.edu.tw/p/406-1356-174579,r5031.php?Lang=zh-tw 

 



 

 

 【原科院學士班公告】本校工程與系統科學系徵聘系主任啟事 

參考網址: http://nuclear.site.nthu.edu.tw/p/406-1071-198080,r2285.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生科系公告】本學期生命科學院兼任課務助教名單 

參考網址：http://college.life.nthu.edu.tw/news/news.php?Sn=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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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貽寶先生紀念獎學金申請至 3月 19日 

參考網址：http://www.fl.nthu.edu.tw/ 

 

 【中文系公告】大學教師優良創新課程及教學競賽徵件(4月 12日 8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98433,r11.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109學年度第二次辦理逕行修讀電機系博士學位作業申請(2月 22日至 3

月 12日 下午 4時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7990,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工商學生清寒獎學金 (大學部截止：3月 15

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7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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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電資院實作專題競賽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eecs.site.nthu.edu.tw/p/406-1005-198483,r21.php?Lang=zh-tw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工商學生清寒獎學金即日起至 3月

15日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198295,r1947.php?Lang=zh-tw 

 

 【資工系公告】3月 10日(星期三) Relieving Software Developers' Burden of GPU 

Programming 主講人 游逸平教授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p/406-1174-198329,r67.php 

 

 

 

《科技管理學院》 

 【經濟系公告】第 2學期經濟學系校友獎助學金申請時間至 3月 19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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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財系公告】邱婉茜老師榮獲 109學年度科管院傑出導師獎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198429,r5902.php 

 

 

 

《竹師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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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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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學院》 

 【藝術中心】單格攝影電影創作工作坊（2月 20日至 3月 12日）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mqMvVV 

 

 【語文中心公告】第二學期工作坊：第一梯次 (3月 22日至 5月 11日) 

參考網址: http://language.site.nthu.edu.tw/p/406-1212-198039,r6822.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