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 110年校慶 跨越創新綻光輝 

國立清華大學今天盛大慶祝創校 110 周年暨在台建校

65 周年校慶，邀請醫學、政經、藝術、教育、科技及跨

領域校友代表參加「清華新臉譜」活動，展現清華百年來

培育人才在各領域皆大放異彩。副總統賴清德、新竹縣長

楊文科都出席了校慶活動，共同祝賀清華大學生日快樂！ 

賀陳弘校長以「跨越創新」作為今年校慶主軸。他指出，

清華歷史一路走來，經歷 1.0時期的篳路藍縷、人文薈萃，

在台建校 2.0 時期科技攻頂、福國利民，如今 3.0 正邁入

跨越、創新、多元的時期，培育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清

華人」，也貢獻世界與台灣社會更豐富的新典範人才。 

賴清德副總統指出，據他所知，醫界有許多主治醫師都

到清華來進修，為的就是要學習新的科技，因這個時代的

醫療不僅要有醫術，還要了解人工智慧、奈米等智慧化科

技，才能解決病患更多的問題。 

清學大學現正申請設立學士後醫學系，而賴清德副總統

正是學士後醫的楷模。許多校友在校慶午宴上特別提出希

望政府支持清華申設學士後醫的心願，不斷振臂高呼「醫

學院」、「醫學院」。 

賴清德副總統在午宴致詞時特別稱許清華大學近年大

力推動的跨領域雙專長，「我聽教育部說，在清華修中文

的可以跨法律，修電機的可以跨藝術，修生科的可以跨新

創，如今已有四分之一的在校生有兩種以上專長。」隨後

他也與清華師生及校友一同切生日蛋糕，並高唱生日快樂

歌，為清華慶生。 

新竹縣長楊文科特地帶領清華畢業的縣府局處首長一

同參加清華校慶大會。他表示，因為有清華前校長、國科

會前主委徐賢修大力爭取，竹科方能落腳新竹，竹科可說

是徐賢修一手創建的。而清華人才輩出的關鍵就在校訓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也這是他個人的座右銘。 

 

「清華新臉譜」校友出列 

清華給人的印象一向是理工見長，但多年來清華也培育

出許多醫生、金融家、民代、導演等與大眾印象很不一樣

的人才。「清華新臉譜」就邀請了桃園長庚醫院副院長葉

大森、玉山銀行董事長黃男州、whoscall 創辦人鄭勝丰、

台北市議員林亮君、導演廖建華、苗栗清安國小校長李勁

霆等各領域校友代表出席，他們的畢業年加起來正好是

110，共祝清華創校 110 年校慶。 

清華大學藝術學院老師劉士達特別帶領學生設計了科

技藝術作品「時空躍影」，以老照片為背景，帶校友們穿

梭時空，回到 110 年前的清華及最初在新竹建校的時光。 

賀陳弘校長與傑出校友也經由「時空躍影」穿梭到百年

前的清華，並與西南聯大時期的總校長梅貽琦及北大校長

胡適合影。 

「清華新臉譜」各領域校友代表一一分享對清華的祝福

及在校最難忘回憶。鄭勝丰創辦人祝福師生創造更多元的

清華，廖建華導演期許清華培育更多跨領域人才，李勁霆

校長表示會將清華精神落實在基層教育，黃男州董事長盼

清華科技、藝術、人文、商業多元交融。其中畢業 41 年

的最資深學長葉大森副院長則說：「很多人問我怎麼當了

醫生？因為在清華的 4年 8個學期，我的室友都是第一名，

贏不了他，我只好去當醫生了。」他的幽默令全場笑聲不

斷。 

代表「醫學」領域出席新臉譜活動的校友葉大森 1980

年畢業於動機系，受就讀醫學系的弟弟影響，轉換跑道從

醫，現任桃園長庚醫院副院長、台灣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葉大森說，清華的理工訓練帶給他日後從醫生涯邏輯思考

及決策判斷莫大助益。 

代表「政經」及「跨領域」的黃男州 1987 年畢業於動

機系，其後投入金融領域，現任玉山銀行董事長，數度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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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亞洲最佳執行長」。黃男州曾說，每逢遇到困難，便

拿出理工精神突破瓶頸，把問題定義清楚、一一突破。 

「科技」領域校友代表鄭勝丰畢業自科管所，他敢於追

夢，創立 Gogolook，並研發出有效反詐騙及反推銷手機

應用程式 Whoscall，也曾以創業經驗鼓勵學弟妹。 

「政經」領域校友代表林亮君畢業自科法所，在就讀清

華期間即投身社會運動，現任台北市議員，關心青年新創、

托育政策、長照及教育議題。 

「藝術」領域校友代表廖建華畢業自化工所，碩一就開

始拍片，目前是獨立影像工作者，代表作為紀錄片《狂飆

一夢》、《末代叛亂犯》。 

「教育」領域校友代表李勁霆畢業於教科所，73 年次

的他是本島最年輕的校長，現服務於苗栗清安國小，積極

推動山野教育、原住民民族教育。 

 

東京大學等海外姊妹校拍影片祝賀 

慶祝 110 年校慶，清華大學許多姊妹校隔海捎來祝福， 

 

 

包括日本東京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上海交通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德國阿亨工業大學、法國薩克雷大學、瑞士

蘇黎世大學、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等 21 校都拍攝了祝賀

影片，在校慶大會中播放。以色列理工學院等 4 校也傳來

賀信。 

泛舟成功湖上是許多老校友最懷念的校園時光。在校慶

大會中，畢業 51 年的校友們，更聯合捐款 1100 萬元，用

於整治校內成功湖水質及生態，打造環湖步道，再啟遊湖

等水上活動。 

 

2021 傑出校友：王朝樑、呂志鵬、陳超乾、林鴻明、王

英郎 

 今天的校慶大會並表揚本年度 5 位傑出校友，包括優群

科技董事長王朝樑(動機系 80 級)、關東鑫林科技董事長

呂志鵬(化學系 81 級)、創意電子總經理陳超乾(材料系 82

級)、信驊科技董事長兼總經理林鴻明(電機系 84 級)、台

積電晶圓廠營運副總王英郎(物理系 88 級)。 

 

 

 

賴清德副總統(中)、賀陳弘校長(右五)、校友總會蔡進步 

理事長(右四)、前校長陳力俊(左五)及陳文村(左四)及本 

年度傑出校友舉杯慶祝清華大學 110 年校慶。 

 

 

賴清德副總統致詞時，特別稱許清華大學近年大力推動的

跨領域雙專長。 



 

 

 

賀陳弘校長表示今年校慶主軸是「跨越創新」，清華 

3.0 正邁入多元人才的時期。 

 

 

 

賀陳弘校長(中)、清華新臉譜六大領域代表及 2021 

   清華傑出校友齊聚一堂。 

 

清華新臉譜校友代表透過科技藝術，穿越時空到百年 

前的清華園。 

 

 

清華新臉譜校友代表透過科技藝術，穿越時空到百年前 

 的清華園。 

 

賀陳弘校長與傑出校友透過「時空躍影」裝置，與西南 

聯大時期的總校長梅貽琦（右三）及北大校長胡適（左 

五）合影。 

 

 

賴清德副總統(中)、賀陳弘校長(右五)、校友總會蔡進步 

 理事長(右四)、前校長陳力俊(左五)及陳文村(左四)及本年 

 度傑出校友一同慶祝清華大學 110 年校慶。 



 

 

 

楊文科縣長帶領清華畢業的縣府局處首長一同參加清華 

校慶大會。 

 

 

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致詞祝賀清華大學 110 年校慶。 

 

賀陳弘校長(中)、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左三)表揚 2021 

傑出校友，(左起) 王英郎、林鴻明、王朝樑、呂志鵬、 

陳超乾。 

 

 

  



 

 

清華音樂系首登衛武營 為 110年校慶獻禮 

為慶祝創校 110 周年暨在台建校 65 周年，清華大學音

樂系管弦樂團及合唱團 150位師生即將於 5月 1日登上高

雄衛武營，呈獻校慶音樂會。這是清華與竹教大合校之後，

音樂系師生首度登上國家級藝術殿堂。今年連獲 3 項聲樂

大獎的清華音樂系大三生陳亭屹也將在莫札特加冕彌撒

曲擔綱獨唱，祝賀清華生日快樂。 

「璀璨 110-清華衛武營校慶音樂會」5 月 1 日晚上 7 點

半在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音樂廳登場，曲目包括蕭士

塔高維契節慶序曲、莫札特加冕彌撒、及德弗札克第九號

新世界交響曲等名曲。由清華大學音樂系講師楊宜真擔任

合唱團指揮，並由黃東漢指揮清華管弦樂團，他曾任台北

市立交響樂團助理指揮、現任廣藝愛樂管弦樂團常任指

揮。 

年紀輕輕就屢獲大獎肯定的男中低音陳亭屹將在音樂

會中擔綱獨唱。陳亭屹身材瘦削，但一開口，渾厚嗓音及

爆發力卻令人驚艷，光是今年初就連獲三獎，包括中華民

國聲樂家協會 2022 年度新秀獎，也是 6 名得獎者中最年

輕的一位，其他獎項還包括台北南海扶輪社聲樂獨唱獎學

金比賽首獎、及聲協歌劇獎學金第四名。 

陳亭屹的表演經驗豐富，曾登上台北的國家音樂廳及台

中國家歌劇院演出，至於衛武營則是初次，「這也是我第

一次參與大型編制的彌撒曲演唱，很興奮能與其他 3 位獨

唱老師一同合作。」 

校慶前夕走進音樂系館，可以看到合唱團學生一班班上

台練唱。入夜後，管弦樂團學生們挑燈夜戰，在團練室裡

一遍遍重複演練，這群正在萌芽的音樂種子，在指揮黃東

漢眼中訓練有素又充滿熱情。 

 

一遍遍重複演練，這群正在萌芽的音樂種子，在指揮黃東

漢眼中訓練有素又充滿熱情。 

黃東漢指揮觀察，音樂系在合校後加入了許多跨領域的

學生，激發出的音樂火花更多元燦爛。其實黃東漢也是位

「跨域指揮」，他在台大求學時，主修的是政治與法律，

後來才赴美國密西根大學攻讀指揮，也更能欣賞跨領域學

生帶來的音樂激盪。「音樂講求邏輯，聲學也與物理、數

學相關，我和學生下課後常以音樂為核心延伸討論各種問

題，領域的界限並不存在。」黃東漢指揮說。 

黃東漢指揮也認為，成長中學子的求知慾強、好奇心重，

勇於挑戰傳統的演奏方式，也帶給他不同於指揮職業樂團

的感受，「我還記得上學期指揮他們演奏德弗札克第八號

交響曲，儘管這首曲子我已聽過上百次，但在台上的那一

刻仍然讓我感受宛如第一次聽到的驚喜！」 

在清華管弦樂團負責低音號的魏崇軒，就是雙主修音樂

系及科管院學士班的學生。他認為跨域帶給他不同的思考

邏輯與視野，也產生了不同的音樂詮釋。他也期待這次與

同學登上國內首屈一指的音樂殿堂，能讓大眾更認識清華

大學在人文與藝術領域的發展。 

策畫此次校慶音樂會的清華音樂系張芳宇主任指出，竹

教大音樂系在2017年與清華大學合校後，學生素質提升，

樂團的轉變與成長十分顯著。她也特別感謝清華校友總會

理事長蔡進步及南部校友會會長吳林茂及校友們的大力

支持，助學弟妹完成大型售票演出的心願。 

「璀璨 110-清華衛武營校慶音樂會」購票資訊: 

https://www.opentix.life/event/1353916988551036930 

 

 



 

 

  

在演出前，清華音樂系管弦樂團及合唱團師生加緊練習 

 

 

在演出前，清華音樂系管弦樂團及合唱團師生加緊練習 

 

在演出前，清華音樂系管弦樂團及合唱團師生加緊練習 

 

 

在演出前，清華音樂系管弦樂團及合唱團師生加緊練習 

 

 

清華大學音樂系大三生陳亭屹將在莫札特加冕彌撒曲擔綱 

男低音獨唱 

 

 

雙主修音樂系及科管院學士班的大三生魏崇軒吹奏低音號 

  



 

 

  

  

清華大學音樂系即將登上衛武營，慶祝清華 110 年校慶 

 

 

 

清華大學音樂系管弦樂團為校慶音樂會加緊排練 

 

清華大學邀請現任廣藝愛樂管弦樂團常任指揮黃東漢擔任 

管弦樂團指揮 

 

 

清華大學音樂系管弦樂團為了校慶音樂會認真團練 

 

清華大學音樂系合唱團為了校慶音樂會認真團練 

 

 



 

 

 

  

「璀璨 110-清華衛武營校慶音樂會」 

5 月 1 日將登上高雄衛武營 

  

 

  



 

 

賀！ 通訊所王晉良教授、祁忠勇教授、工工系吳建瑋教授、奈微所李昇憲教授、醫環系邱

信程教授、電子所邱博文教授、化工系段興宇教授、服科所徐茉莉教授、電機系張孟凡教

授、語言所蔡維天教授 榮獲 109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賀！ 科法所陳宛妤副教授及計財系邱婉茜副教授 榮獲 109 學年度科管院傑出導師獎 

賀！ 科管所丘宏昌老師 榮獲科管院 109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秘書處》 

 【文物館籌備處公告】和魂漢才：近世日本漢學家墨跡文物特展（至 5 月 21 日） 

參考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gapp.nthu.edu.tw/hehuenhantsai/ 

 

 

 

《學務處》 

 【課外組公告】新社團申請成立公告（4 月 6日至 4月 30日)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00954,r6887.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4月 28 日至 5 月 12 日 暫停大學部舊生床位異動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05184,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宿舍候補作業及陸生、外籍生研究所新生住宿申請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04985,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關懷宿舍（善齋）及關懷寢室（南大校區）住宿申請作業公告（至 6月

30日）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04632,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研究所新生住宿申請及僑生研究所新生住宿申請作業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04974,r153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110年志願役專業預備軍官班招生資訊（3月 15 日至

5月 7日）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99029,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新生服務學長姐第一階段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205089,r7298.php?Lang=zh-tw 

 

 【諮商中心公告】主題輔導系列活動（至 6月 7日）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204107,r6624.php 

 

 【課外組公告】社團幹部獎勵建議表收件公告（至 5月 14日）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04553,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社團幹部交接公告（至 6 月 18日）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05408,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第二次定期社辦整潔比賽成績公告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05083,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社團幹部證明登錄（至 6 月 11日）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04551,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本校校際游泳賽（報名至 5月 19日） 

參考網址: http://peo.nthu.edu.tw/2021swim/ 

 

 

 

《教務處》  

 【華語中心公告】國際學生華語說故事比賽（報名至 5月 7日）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471 

 

 【教發中心公告】大一基礎科目課業輔導（至 6月 17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316 



 

 

 

 【華語中心公告】2021 境外生留臺心得徵文活動（至 4月 30 日）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473 

 

 【課務組公告】停修（二退）即將開始（4月 12日至 5 月 10 日） 

參考網址: http://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203988,r7797.php?Lang=zh-tw 

 

 【教發中心公告】精進全英語授課技巧工作坊課程 Academic Teaching Excellence 

Inclusive （6 月 28 日至 7月 2日） 

參考網址: https://www.surveycake.com/s/3mnb7 

 

 【教發中心公告】第 2學期教學助理評量計畫開放申請（申請至 5月 7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373 

 

 【課務組公告】110 年度上學期課程預排（5月 22 日開放） 

參考網址: http://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166534,r7797.php?Lang=zh-tw 

 

 【教發中心公告】開放式課程系統維護通知（4月 25日至 4 月 27日）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376 

 

 

 

《總務處》 

 【事務組公告】4月 19 日至 6 月 27 日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04830,r127.php?Lang=zh-tw 

 

 【事務組公告】3月 29 日至 6 月 26 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04824,r127.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2月 22 日至 6 月 26 日綜四館中庭汽車停車場暫時封閉施工公告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97877,r992.php?Lang=zh-tw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197877,r992.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本校跨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北政經學院組 外國學生申請榜單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62 

 

 教育部學海 A+計畫 數位遊戲開發人才赴日本頂尖專業企業拋光計畫（5月 22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09 

 

 SATU研究案招募共同計畫主持人（Co-PI）至 4月 27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42 

 

 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助金申請計畫寫作工作坊（5月 7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52 

 

 科技部 2022年臺德 DAAD 雙邊合作計畫人員交流計畫（6 月 20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36 

 

 科技部「臺法科技獎 （The Franco - Taiwanese Scientific Grand Prize）暨歷屆得

獎人交流訪問計畫申請案」（6 月 18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45 

 

 本校全球事務處誠徵職務代理人 1名（申請至 5月 2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60 

 

 教育部「海外人才經驗分享及國際連結計畫（Taiwan GPS）」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54 

 

 香港地區學生來校就讀專案獎學金公告（5月 3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732 

 

 

 

 



 

 

《圖書館》 

 清華好時光：邁向卓越 1980-2020校史影像特展（4月 7 日至 5月 7 日）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hslib.xml?1194 

 

 科技發展與醫學教育-清華醫學教育之未來講座（4月 28 日 下午 3:00）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220 

 

 大隱之美——清華奕園記事校史年度特展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217 

 

 保釣五十：喚醒你的覺青魂特展（4 月 10 日至 7月 31日）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201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資安攻擊預警】Qlocker 勒索病毒攻擊事件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423_01 

 

 【資安漏洞預警】Microsoft Exchange Server 存在安全漏洞（CVE-2021-28480~28483） 

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421_01 

 

 【資安漏洞預警】Google Chrome 與 Microsoft Edge 瀏覽器存在安全漏洞

（CVE-2021-21194~21199）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420_01 

 

 

 

 

 



 

 

《師資培育中心》 

 清交教育學程小梅竹年度活動（活動日期 4月 30日至 5 月 1日）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05028,r48.php?Lang=zh-tw 

 

 清華蝴蝶園專題演講：灰蝶 7（5月 4日下午 1:00） 

參考網址: http://belc-butterfly.vm.nthu.edu.tw/join_us 

 

 

 

《理學院》 

 【化學系公告】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申請至 5 月 3日） 

參考網址: https://www.chem.nthu.edu.tw/p/406-1328-204386,r292.php 

 

 【數學系公告】數學系博士班入學考公告（筆試時間：4 月 30 日）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897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公告】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台灣海選（5月 16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04113,r11.php?Lang=zh-tw 

 

 

 

《工學院》 

 【工學院公告】書報討論（4 月 26日至 30日） 

參考網址: http://eng.site.nthu.edu.tw/p/406-1284-205413,r3361.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博士班入學考筆試地點、口試順序（4月 30日）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p/406-1310-205342,r2714.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工科系公告】工程與系統科學系誠徵智慧奈米系統專長之專任教師 

參考網址: http://nuclear.site.nthu.edu.tw/p/406-1071-203344,r2285.php?Lang=zh-tw 

 

 【原科院公告】本校原子科學院公開徵求院長啟事 

參考網址: https://nuclear.site.nthu.edu.tw/p/406-1071-205046,r2285.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生科院公告】 科技發展與醫學教育——清華醫學教育之未來講座（4 月 28日） 

參考網址：http://cls.life.nthu.edu.tw/p/406-1469-205371,r7381.php?Lang=zh-tw 

 

 【生科院公告】 蒲慕明神經科學論文獎 獎勵辦法 

參考網址：http://cls.life.nthu.edu.tw/p/405-1469-190003,c17698.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人社院公告】5G時代科學典範轉移的基礎知識 系列演講（5 月 5日 上午 9:00、5月

26日 上午 9:00）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204896,r2733.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原住民族傳統領域權的歷史正義主張 講座（5月 13 日 下午 2:20）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205032,r2733.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讓我們一起賣有機蔬菜吧！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泰雅族社會發展與群

體健康福祉 講座（5 月 6日 下午 2:20）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205031,r2733.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原住民族視覺行動者的倫理抉擇與知識建構 講座（5月 5日 上午 10:30）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205030,r2733.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電子報第六期徵件徵稿（至 6月 20日）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197101,r6295.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徵件啟事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研究分享會 

參考網址：http://philos.site.nthu.edu.tw/p/406-1403-197898,r4275.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中國敘事學國際研討會（5月 9日至 10日）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205349,r2733.php?Lang=zh-tw 

 

 【亞太中心公告】民國史研究的過去與現在 講座（5月 4 日 上午 10:10）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205136,r2733.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兆豐銀行獎學金 申請公告（4月 26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202642,r11.php?Lang=zh-tw 

 

 【歷史所公告】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招生研習營（5月 15 日） 

參考網址：http://his.site.nthu.edu.tw/p/406-1397-203279,r6994.php?Lang=zh-tw 

 

 【社會所公告】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香港抗爭兩週年紀錄片賞析講座（4月 28 日） 

參考網址：

http://www.soc.nthu.edu.tw/2021/04/20/%e6%bc%94%e8%ac%9b%e8%a8%98%e6%86%b6%e8%88%87%e9%81%ba%e5%bf%

98%e7%9a%84%e9%ac%a5%e7%88%ad%ef%bc%9a%e9%a6%99%e6%b8%af%e6%8a%97%e7%88%ad%e5%85%a9%e9%80%b1%e5%b9%

b4%e7%b4%80%e9%8c%84%e7%89%87%e8%b3%9e/ 

 

 【人社院公告】人社院校長座談會 （5 月 19日 下午 3:30）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204030,r2733.php?Lang=zh-tw 

 

 【人社院公告】台灣社會學會社會調查師量化認證 開放報名（報名至 4月 30日） 

參考網址：http://dhss.site.nthu.edu.tw/p/406-1393-204770,r1561.php?Lang=zh-tw 

 



 

 

 【哲學所公告】哲學電影活動：思想光影系列──極權主義的哲學反思（4 月 30 日） 

參考網址：http://philos.site.nthu.edu.tw/p/406-1403-203891,r4275.php?Lang=zh-tw 

 

 【哲學所公告】4-5 月 哲學活動：清華哲學季 

參考網址：http://philos.site.nthu.edu.tw/p/406-1403-203894,r4275.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甄試資訊（5月 3 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04562,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2021 日本 NII 本院博/碩士生實習申請（院截止日為 9 月 1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04160,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梅貽琦校長紀念獎學金 (大學部截止 4 月 30 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02691,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中華民國哈佛大學同學會獎學金基金會獎助學金甄選通知（截止 4 月 30

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198753,r5781.php?Lang=zh-tw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兆豐銀行獎學金（申請至 5 月 5日）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202224,r1947.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財團法人李長榮教育基金會優秀學生獎學金（6月 30 日前逕行申請）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04861,r5781.php?Lang=zh-tw 

 

 【資工系公告】Datacenter-scale Sub-RTT Replica Selection for Low-latency 

Applications 主講人 王書挺（4 月 27 日）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p/406-1174-205393,r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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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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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系公告】系友返系演講報名表 梁文耀協理（4月 28日下午 6:30 至 8:30）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p/406-1174-203742,r67.php 

 

 【電機系公告】聯詠博士生獎學金、聯詠碩士生獎學金 (收件截止時間：5月 31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03998,r5781.php?Lang=zh-tw 

 

 【資工系公告】On the Power of Hybrid Classical and Low-depth Quantum Computation 

主講人 鐘楷閔博士（4 月 28 日） 

參考網址: http://web.cs.nthu.edu.tw/p/406-1174-205185,r67.php 

 

 【電資學院學士班公告】聯詠科技校園就博會-請問大師 早鳥預約開跑（5月 8日）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205298,r1947.php?Lang=zh-tw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梅貽琦校長紀念獎學金（5 月 5日下午 12:00 止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203632,r1947.php?Lang=zh-tw 

 

 【通訊所公告】預備研究生申請公告（即日起至 6 月 17 日）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203632,r1947.php?Lang=zh-tw 

 

 【通訊所公告】通訊所運動大會（報名至 5月 7日） 

參考網址: http://com.site.nthu.edu.tw/p/406-1173-205426,r338.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科管院公告】兆豐銀行獎學金（申請至 4月 30日） 

參考網址: http://ctm.site.nthu.edu.tw/p/406-1072-202680,r1853.php 

 

 【經濟系公告】經濟系專題演講 主講人 黃德源副教授（4月 27日） 

參考網址: http://econ.site.nthu.edu.tw/p/406-1365-205190,r1727.php 

 

 【科法所公告】法律學分學程 5月 17日至 5月 21日受理申請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203319,r5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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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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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管院公告】孫運璿科技講座 現正開放報名（4月 27 日）  

參考網址: http://ctm.site.nthu.edu.tw/p/406-1072-198953,r1853.php 

 

 【科法所公告】本校科技法律研究所誠徵專任教師（7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lst.site.nthu.edu.tw/p/406-1369-200893,r1836.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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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5 月 1日）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149gd8 

 

 【教育學院公告】竹師教育學院第 2 屆傑出校友遴選推薦作業（截止日期：6 月 15 日） 

參考網址: http://ec.site.nthu.edu.tw/p/406-1134-178106,r4.php?Lang=zh-tw 

 

 【教育學院公告】臺灣工商心理學學會(TAIOP)國際學術研討會議（5 月 22日、23日） 

參考網址: 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9950,r6860.php?Lang=zh-tw 

 

 【運科系公告】轉系申請應繳資料說明 

參考網址: http://dpe.site.nthu.edu.tw/p/406-1144-205296,r6.php?Lang=zh-tw 

 

 

 

《藝術學院》 

 清大藝術季 Hello World（4 月 12日至 5 月 12日） 

參考網址: https://art.nthu.edu.tw/?p=2234 

 

 春之清華 藝術卓越獎 科技藝術領域 得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ipta.nthu.edu.tw/?p=8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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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院》 

 【語文中心公告】第二學期工作坊：第二梯次 （4 月 28 日至 6月 10 日） 

參考網址: http://language.site.nthu.edu.tw/p/406-1212-198123,r6822.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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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室公告】第四屆清華創意短片競賽徵件開跑 （截止收件：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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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文中心公告】本校多益校園考試（5 月 22日）限清大在職、在學教職員工生報名 

參考網址: http://language.site.nthu.edu.tw/p/406-1212-199060,r6822.php?Lang=zh-tw 

 

 【住宿書院公告】那可那可清華Ｘ住宿書院：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4-1103-204905.php?Lang=zh-tw 

 

 【住宿書院公告】德國創新挑戰賽在臺灣：3分鐘改變世界 （報名截止：5月 9日）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4-1103-204645.php?Lang=zh-tw 

 

 【住宿書院公告】清華永續社會日系列講座 1 永續行動講座（4月 28 日 下午 7:00）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4-1103-205045.php?Lang=zh-tw 

 

 【住宿書院公告】清華永續社會日系列講座 2 永續文化講座（5月 3 日 下午 6:00）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4-1103-204645.php?Lang=zh-tw 

 

 【住宿書院公告】德國創新挑戰賽在臺灣：3分鐘改變世界 （報名截止：5月 9日）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4-1103-204645.php?Lang=zh-tw 

 

 【住宿書院公告】焦點校友訪談 （5 月 10日）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6-1103-205415,r6160.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