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曾接觸確診者的居家隔離同學採檢結果出爐 一切平安 

2021.05.05 

各位師長、同學、同仁大家好： 

本校曾接觸新冠肺炎確診者、被列為居家隔離的學生，

經過採檢，PCR 核酸檢測及血清抗體檢測全都呈現陰性，

一切平安。 

雖然校園內都平安，但近日國內疫情升溫，本校已加強

各項防疫措施。請清華園內教職員工生一同抗疫，做好個

人防護，戴口罩、勤洗手，確保校園安全。  

Dear Faculty, Students, and Staff : 

The COVID-19 RT-PCR test and serological test reports of 

our students who had close contact with a person diagnosed 

with new coronary pneumonia were all negative. 

Even though the campus is safe, the domestic epidemic 

situation is still rising recently. Our university has enhanced 

various prevention measures.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should observe those measures together, such as keep social 

distance, wear medical masks in airtight spaces, and wash 

hands thoroughly and constantly to keep our campus safe.   

 

2021.05.02 

各位師長、同學、同仁大家好： 

本校近日有幾名學生曾經與新冠肺炎確診者接觸，由衞

生局匡列居家隔離。因疫政單位及教育主管機關評估確診

者應已在國外感染多時（IgG 抗體陽性）且經入境檢疫 14

天，不要求上述在居家隔離的同學們所修課程改為停課或

遠距教學，所有同學們可以如常學習。至於居家隔離同學，

本校已安排線上教學，使其學習不間斷。學校目前的防疫

作為皆依疫政管理單位指示辦理。 

該名確診者及其接觸者正在採檢中。若確認安全，本校

將依疫政管理單位指示解除相關管制措施。 

如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有進一步指示，學校將立即遵照指

示採取措施。 

為確保安全的教學環境，本校已在第一時間針對接觸者

的活動場域進行消毒。 

因應國內疫情升溫，請全校師生落實防疫，加強預防措

施，做好個人防護，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辦理活動要落實實名制。 

如出現發燒、呼吸道症狀、嗅覺或味覺異常等症狀，請

立即聯絡衛保組 03-5743000(上班週一至五 08:00-17:00)

或生輔組 03-5711814(24 小時)。 

同時提醒您關心討論疫情時，也要留心不可違反傳染病

防治法，疫情的個資與所採取措施的訊息公布須以中央疫

情指揮中心為準。   

Dear Faculty, Students, and Staff : 

Recently, several students of our university were placed in 

home isolation due to close contact with a person diagnosed 

with new coronary pneumonia. The health authorities have 

examined the case carefully and determined that the case 

should have been infected for a long time abroad (IgG 

antibody positive). Since the case had already been 

quarantined for 14 days on entrance to our country, the 

health and education authorities have decided that the 

courses taken by those students in home isolation do not 

need to be suspended or changed to online courses. The 

courses can still be conducted as usual. As for those 

students in home isolation, online teaching has been 

arranged so that they can learn without interruption. The 

current epidemic prevention measures of NTHU ar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health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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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irmed case and his contacts are undergoing 

diagnostic tests. If safety can be confirmed, NTHU will lift 

relevant control meas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health authorities. 

If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CDC) has further 

instructions, NTHU will immediately tak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accordingly. 

To ensure a safe campus, the university has already 

disinfected the areas that those in home isolation had 

visited. 

In response to the rising domestic epidemic situation, 

please observ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to keep our campus 

safe: keep social distance, wear medical masks in airtight  

spaces, practice good personal hygiene (e.g. wash hands 

thoroughly and constantly, wear masks, and measure body 

temperature), track personal whereabouts, etc.  

If symptoms such as fever, respiratory symptoms, 

abnormal smell or taste occur, please contact the Division of 

Health Services 03-5743000 (Monday to Friday 08:00-17:00) 

or Student Assistance Division 03-5711814 (24 hours) 

immediately. 

At the same time, please mind your discussion of the 

epidemic situation not to violate the Infectiou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Any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epidemic infections should subject to the announcements 

by the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清華大學因應疫情最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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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中心公告】成功湖天鵝船圓滿落幕 歡迎校友下載照片花絮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05522,r4272.php?Lang=zh-tw 

 

 

 

《學務處》 

 【生輔組公告】生活助學金申請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206260,r7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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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輔組公告】全民國防教育「暑期戰鬥營」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206214,r7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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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輔組公告】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6 月 1 日至 6月 7日）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177696,r7298.php?Lang=zh-tw 

 

 【諮商中心公告】人際的光合作用講座（5月 11日至 5 月 12 日） 

參考網址: http://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206135,r6624.php 

 

 【生輔組公告】受理 110 學年上學期兼任行政助理申請繳件（至 5月 31日）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2054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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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三國際學生活動中心飲水機清缸公告(5 月 7 日至 5 月 10日)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06237,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社團幹部證明登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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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發展中心公告】數據分析職務大解密（5月 19日） 

參考網址: https://career.site.nthu.edu.tw/p/406-1251-205978,r7409.php 

 

 【職涯發展中心公告】就業即戰力系列活動（5月 14日） 

參考網址: 

https://career.site.nthu.edu.tw/p/423-1251-3108.php?fbclid=IwAR26zvRPi8QPVaTLQFFx871DJDQfyaX0EzT4MZ

IZwG8sq8iH52Q6IQ0fVUM 

 

 

 

《教務處》  

 【註冊組公告】轉系、所申請公告（5月 18日至 6 月 15 日） 

參考網址: http://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205647,r219.php?Lang=zh-tw 

 



 

 

 【教發中心公告】大一基礎科目課業輔導（至 6月 17日）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325 

 

 【華語中心公告】本校華語中心誠徵全職約聘計畫助理 2 名（至 5月 14日）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475 

 

 【跨領域科教中心公告】夏令營課程動手玩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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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領域科教中心公告】創客夏令營自走車營隊課程 

參考網址: http://isec.site.nthu.edu.tw/p/406-1223-206342,r74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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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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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系列講座：修復失落情緒的自我療癒（6月 11 日下午 4 點）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394 

 

 【推廣教育中心公告】國內大學交換生錄取公告 

參考網址: http://exten.site.nthu.edu.tw/p/406-1213-205890,r1601.php?Lang=zh-tw 

 

 【推廣教育中心公告】臺灣聯合大學系統全時選讀生（不含政大）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exten.site.nthu.edu.tw/p/406-1213-205912,r160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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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組公告】6月 9日梅園噴藥公告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05728,r127.php?Lang=zh-tw 

 

 【事務組公告】5月 29 日畢業典禮光復路北大門花攤抽籤結果 

參考網址: http://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06069,r127.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台電 5月 15日停電通知 

參考網址: http://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205733,r992.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英國利物浦大學雙聯博士計劃申請 

參考網址: 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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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 2022年臺荷雙邊協議國際合作研究計畫（5月 3 日至 11月 9 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70 

 

 2022年幽蘭計畫 （MOST-BFT ORCHID）（9 月 8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w-ww.site/news/detail/sn/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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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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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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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doc Career Programmers at TU Darmstadt – Calls are open（5月 15 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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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及陸港澳交換計畫申請說明會（5月 25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166 

 

 

 

《圖書館》 

 服務與創新組徵 110 學年度暑假工讀生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list.html#rss_recruit.xml 

 

 【圖書館公告】敬請節約用水 共體水情艱難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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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所屬機關所使用之資訊設備疑似存在漏洞 允許攻擊者建立任意

檔案於特定路徑內 進而執行任意程式碼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503_01 

 

 【資安漏洞預警】SonicWall 之電子郵件安全產品存在安全漏洞（CVE-2021-20021~20023） 

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427_01 

 

 

 

《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校內徵選結果公告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06311,r48.php?Lang=zh-tw 

 

 

 

《理學院》 

 【數學系公告】徵校聘技術助理（申請至 5月 17日） 

參考網址: http://bulletin.site.nthu.edu.tw/p/406-1086-205984,r5081.php?Lang=zh-tw 

 

 【數學系公告】博士班資格考時間公告（6月 3日及 6月 4日） 

參考網址: http://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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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工系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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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所公告】研究生尚未收滿之教授名單（5月 5日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mse.site.nthu.edu.tw/p/406-1298-198813,r8444.php?Lang=zh-tw 

 

 【醫工所公告】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徵求所長候選人（至 5月 17日） 

參考網址: http://my.nthu.edu.tw/~bme/news/news20210504_1.html 

 

 

 

《原子科學院》 

 【分析與環境科學所公告】歡迎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顏聖紘副教授蒞臨演講講題：

Public Health in Human Settl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odiversity（5月

12日） 

參考網址: http://iaes.site.nthu.edu.tw/p/406-1362-206211,r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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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美國教育基金會校園義工大使招募活動（5月 15日止） 

參考網址: http://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06105,r1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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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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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文所公告】華文所所長丁威仁《編年台北》新書發表會（5月 15 日） 

參考網址：http://sinophone.site.nthu.edu.tw/p/406-1408-206215,r6386.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近現代小說專題 課堂演講（5月 20日）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206310,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音義之學對漢文佛典研究的意義 講座（5 月 13日） 

參考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206308,r11.php?Lang=zh-tw 

 

 【歷史所公告】歷史研究座談第二場（5 月 19日） 

參考網址：http://his.site.nthu.edu.tw/p/406-1397-206058,r69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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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所公告】哲學學程說明會（5 月 26 日） 

參考網址：http://philos.site.nthu.edu.tw/p/406-1403-205656,r4275.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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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文所公告】許怡齡教授主講 朝鮮兩班的漢文生活（5月 12日） 

參考網址：http://sinophone.site.nthu.edu.tw/p/406-1408-205251,r6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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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島中心公告】找泰雅教育之路（5月 12日）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05688,r6295.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工作坊（5月 12日）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06320,r6295.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原住民語言中的台灣史（5月 19 日）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05299,r6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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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與歐洲：一個俄國史的觀點 演講（5 月 11 日下午 2:00）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2061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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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4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197097,r6295.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電網人才發展聯盟百萬獎學金（5 月 31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05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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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技社科技獎學金 (碩博士班申請 8月 10日截止、大學部 8 月

17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057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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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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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 2021 年博士獎學金開放申請（至 6月 15日）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05770,r5781.php?Lang=zh-tw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中技社科技獎學金（7月 1 日至 8 月 27 日）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206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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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Intel Career Talk Series 台灣英特爾職涯分享講座（5月 21 日）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205901,r194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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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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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資學院學士班公告】梅竹黑客松系列講座（5 月 14日、21日、28 日） 

參考網址: http://u-eecs.site.nthu.edu.tw/p/406-1176-205899,r1947.php?Lang=zh-tw 

 

 【電資院學士班公告】系友返系演講報名（5月 12 日） 

參考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kl_lRfPPlY08_CW81m9EB7syuwUVbBzk_d0azomgrxlpV1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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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管理學院》 

 【科管院公告】財團法人李長榮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資訊（申請至 6月 30日） 

參考網址: http://qf.site.nthu.edu.tw/p/406-1366-205468,r5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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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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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CEO 下午茶- 11 汪喵星球 孫宗德 創辦人（5月 12日）  

參考網址: http://www.tm.nthu.edu.tw/p/406-1367-206077,r1794.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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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培中心公告】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簡章公告（6 月 8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04558,r8097.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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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5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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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教系公告】轉系申請應繳資料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www.gdece.nthu.edu.tw/zh_tw/News/%E5%B9%BC%E6%95%99%E7%B3%BB110%E5%AD%B8%E5%B9%B4%E5%BA%A6%

E8%BD%89%E7%B3%BB-%E5%85%A5-%E7%94%B3%E8%AB%8B%E6%87%89%E7%B9%B3%E8%B3%87%E6%96%99%E8%AA%AA%E6%98%8

E-110-6-9%E6%94%B6%E4%BB%B6%E6%88%AA%E6%AD%A2-54582004 

 

 【心諮系公告】第五屆心諮營（報名至 5 月 12日） 

參考網址: http://psy.site.nthu.edu.tw/p/406-1135-205921,r68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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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教系公告】身心障礙服務獎助學金甄選公告（報名至 5月 21日） 

參考網址: 

https://www.dse.nthu.edu.tw/zh_tw/News/Announcement/110%E5%AD%B8%E5%B9%B4%E5%BA%A6%E8%BA%AB%E5%BF%8

3%E9%9A%9C%E7%A4%99%E6%9C%8D%E5%8B%99%E7%8D%8E%E5%8A%A9%E5%AD%B8%E9%87%91%E7%94%84%E9%81%B8%E5%85%A

C%E5%91%8A-8839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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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設系公告】本校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畢業展覽：質形力（5 月 14 日至 5 月 17 日） 

參考網址: https://art.nthu.edu.tw/?p=2259 

 

 【音樂系公告】雙主修輔系轉系 鑑定測驗報名表（5月 3日至 5月 20 日） 

參考網址: http://music.site.nthu.edu.tw/p/406-1113-205409,r3.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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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書院公告】住宿書院招生（第一階段申請 5 月 1日至 6 月 18 日）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4-1103-2009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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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訓室公告】110 年役男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入營時程 

參考網址: https://meo.site.nthu.edu.tw/p/406-1257-205446,r11.php 

 

 【住宿書院公告】Detect your style, Redesign your life 生活型態覺知工作坊（5月

18日） 

參考網址: http://rcollege.nthu.edu.tw/p/404-1103-206316.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