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電董事長洪嘉聰獲頒清華大學名譽工學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今天頒授聯華電子洪嘉聰董事長名譽工

學博士，表彰這位傑出卻低調的企業家對台灣產業及社

會的貢獻。洪嘉聰博士表示，這項成就不只是個人榮

譽，也是清華對聯電長久以來耕耘半導體產業的肯定，

他以成為清華人為榮，未來將持續深化雙方合作，期盼

成為產學合作的最佳範例。 

  「感念劉校長，感謝清華。」站上講台，洪嘉聰博士

首先感謝去年離世的清華劉炯朗前校長推薦他為名譽博

士，並表示劉炯朗前校長自 2006年起擔任聯電獨立董

事，對公司發展給予許多指導，在聯電策略轉型的過程

中提供關鍵性支持。 

  洪嘉聰博士表示，聯電走過半導體產業崛起而帶動經

濟升級的歷程，並從 IDM轉型晶圓代工、由小公司成長

為國際型企業。聯電 1985年剛上市時的股本是 8 億元，

市值則是 11 億元；而今日聯電市值來到了 8千多億元，

是當時的 7百多倍。 

  「聯電成立至今的 40多年間，清華對於我們的幫助實

在太大了。」洪嘉聰博士表示，在他服務的這 30年間，

看見聯電與清華建立良好合作關係，在研發、智能製造

領域多有交流，目前公司董事會 9名成員中，就有 2席

為清華教授，公司副總經理以上的高階主管也有 5 位是

清華畢業的優秀校友，相信未來能在各方面有更多合

作。 

  賀陳弘校長表示，清華人一向「行勝於言」，這樣的精

神也在洪嘉聰博士身上充分體現。他有卓越的經營表

現，帶領聯電成為世界級的企業，但外界卻少見所言，

人格特質正如代表清華的梅花，色澤形貌並不搶眼，卻

有疏影橫斜、暗香浮動的獨特氣質。 

  賀陳弘校長指出，洪嘉聰博士不僅氣質與清華人相

近，認同清華價值，長期以來也默默地支持學校的多項

發展，是清華志同道合的伙伴。「他推崇清華人所推崇的

典範，」賀陳弘校長說。在沈君山、劉炯朗兩位備受推

崇的清華前校長故去後，洪嘉聰博士協助設立劉炯朗紀

念空間，並大力支持清華將大禮堂整建為國際級高規格

的「君山音樂廳」。 

  「最早提名洪嘉聰博士為清華名譽博士的其實是劉炯

朗前校長，現在我們完成了他的遺願。」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陳力俊校長分享了這樁美事的緣起，並形容洪嘉聰

博士有智慧、有遠見，在經營管理上具決斷力、善於溝

通，帶領聯電在營收和市值屢創新高。陳力俊校長認

為，洪嘉聰博士不僅是成功的企業家、熱心公益、且對

清華貢獻良多，獲頒名譽博士實至名歸。 

  陳力俊校長也透漏洪嘉聰博士為善不欲人知的小故

事，當年洪的愛子考上清華經濟系，愛屋及烏的他主動

捐款給學校協助推動校務，唯有「匿名捐款」、「不要讓

兒子知道」這兩樣條件。「今天夫人及公子都來到現場，

我一問之下才知道他們至今仍不曉得，真是保密到

家！」如今洪嘉聰博士的兒子已畢業且事業有成，每月

都將一部分薪水捐給學校，讓陳力俊校長大讚真是有其

父必有其子。 

  科技部前部長徐爵民教授說，認識洪嘉聰博士的人都

知道他話不多，今天致詞甚至是眾貴賓裡最短的，「還規

定我不能講得比他久。」徐爵民教授也用西班牙文的

「愛不囉嗦」來形容洪嘉聰博士，總是開會不囉嗦，想

到就去做，常奉獻公益，不只在疫情期間捐贈防疫物資

給醫療機構、捐款購買疫苗，長期以來也贊助學校獎學

金、支持年輕學者企業管理研究、生態保育，也照顧弱

勢家庭學童。 

  今日頒授典禮有許多貴賓出席，包含中央研究院張韻

詩教授、閎康科技謝詠芬董事長、力旺電子徐清祥董事

國立清華大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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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聯華電子簡山傑總經理、許多聯電主管及清華大學

師生都到場致賀。 

  洪嘉聰博士此次獲頒名譽博士，是由清華大學電資學

院推薦。洪嘉聰博士現任聯華電子董事長暨策略長，同

時也是多家公司的董事，1991 年加入聯電後，從財務部

經理、資深副總一路晉升財務長，2008 年出任聯電董事

長。清華大學指出，洪嘉聰博士近年帶領聯電調整經營

策略，轉型成為專注特殊技術的領先者，並從強化財務

結構，擴充具成本競爭力產能及調整產品組合著手，在

策略定位、技術、產能、良率、獲利與永續經營各方面

都有亮眼的表現。 

  清華大學指出，去年新冠疫情爆發後，洪嘉聰博士帶

領聯電因應疫情衍生的新工作型態與市場需求，持續強

化競爭優勢，推出創新服務，邁向更高標竿。聯電股價

近日屢創新高，市值更衝破 8 千億元大關，躍居台股第

五大。  

  洪嘉聰博士是清華大學自 1996年後頒授的第四十位名

譽博士。清華名譽博士包括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

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台積電前董事長張忠謀、奧運田

徑選手「飛躍羚羊」紀政、國際知名動物保育人士珍古

德、央行前總裁彭淮南等人。

賀陳弘校長（左）頒授洪嘉聰博士（中）名譽博士獎牌， 

右為推薦單位電資學院黃能富院長 

賀陳弘校長（左）頒授洪嘉聰博士（右）永久校友證 

賀陳弘校長（左）頒授洪嘉聰博士（右）名譽工學博士 

學位證書 

頒授洪嘉聰名譽博士學位典禮，左起科技部前部長徐爵民 

教授、台聯大陳力俊校長、賀陳弘校長、洪嘉聰名譽博士 

、洪嘉聰夫人、洪嘉聰公子、電資院黃能富院長 



 

 

聯電董事長洪嘉聰博士獲頒清華大學名譽工學博士 

聯電簡山傑總經理（右）代表公司同仁獻花給洪嘉聰博士

（左） 

科技部前部長徐爵民教授致詞 

 

 

 

 

 

 

 

聯電董事長洪嘉聰博士獲頒清華大學名譽工學博士 

賀陳弘校長表示，洪嘉聰博士長期以來默默支持學校發

展，是清華志同道合的伙伴 

陳力俊校長表示洪嘉聰博士對清華貢獻良多，獲頒名譽博

士實至名歸 

 

 

 

 

 

 



 

 

國立清華大學頒授「洪嘉聰名譽博士學位」典禮 

 

 

洪嘉聰博士（中）獲頒清華名譽博士，許多聯電同仁到場

致賀 

 

 

 

 

 

         

 

 

 

 

 

 

 

 

 

 



 

 

清華大學打造全台首座原住民族科學發展基地

  清華大學長期投入原住民族科學教育，108年設立全

台第一所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如今更為中心打造一

座結合原住民族傳統竹工藝與現代化鋼構的竹屋。竹屋

建築工程今天開工，多位原住民族耆老及原住民族高金

素梅立委都來祈福致賀，盼望竹屋明年夏天落成後，除

經常性舉辦原住民族科普活動與展覽，更成為重要的世

界南島語族科學教育與科學傳播的研究教學基地。 

  開工典禮首先由泰雅族耆老范坤松帶領祈禱，以族語

吟唱祝願工程順利平安，學生們能在這裡好好學習、追

求科學智慧。接著遵循古禮動土，掛上樹枝並施放狼

煙，通告四方即將在此地開墾。 

  賀陳弘校長表示，原住民族的豐富文化藝術眾所周

知，但同樣重要的科學智慧卻常被忽略。人類正面臨全

球暖化、氣候變遷等重大危機，他希望清華原民科學中

心的設立，能深入探究原住民族的生活智慧，從新的角

度找到解方，也找到未來的希望。 

  高金素梅立委說，許多原住民族的智慧因沒有文字記

錄而無法留下，如今有原民科學中心傳承，希望未來每

一個部落小孩都能以身為原住民為榮。她呼籲將原住民

族的語言、文化、科學列入中小學新課綱，也期盼清華

大學比照在屏東設立的高中「小清華原民班」，也在新竹

尖石、五峰設立原民專班，造福新竹的原住民族子弟。 

  竹屋建築經費 4400萬元主要來自教育部及原民會補

助。高教司朱俊彰司長表示，教育部非常重視原民科學

中心的建築計畫，落成後將為原住民族的科學教育發展

立下典範。教育部也推出 110 年原住民族文化人才培力

計畫，透過各種活動彰顯原住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傅麗玉主任表示，這座深具原

住民族特色的竹屋座落於清華大學校本部教育館後方，

使用的建材--桂竹全都從新竹縣尖石鄉就地取材，地上

一層、地下一層的建築將設教室、研究室、展覽空間、

穀倉、瞭望台等，也是全國首座領有建照的原住民族竹

建築。 

  傅麗玉主任特別感謝此次負責設計監造的林志成建築

師，為了打造符合建築法規，又能展現原民特色的竹

屋，特別與原住民族耆老、竹屋達人、竹建築專家共同

研發出結合竹材與鋼構的全新建築工法。竹材先以水煮

及火烤的方式預處理，除了更堅韌，還能除蟲防腐。竹

材使用一定年限後，可以抽換方式更新，更方便維護。

因竹子中空，隔熱效果極佳，這種嶄新建築工法未來如

能推廣發揚，將可活絡部落的竹產業。 

  傅麗玉主任介紹，竹屋一樓設有研究室、會議室及可

容納 50人的教室，設有 AR擴增實境裝置，只要使用教

室內的平板或用自己的手機下載應用程式，就可以看到

「吉娃斯愛科學」動畫裡的女主角吉娃斯，帶著調皮的

猴子乃奈和愛吃的小男孩飛卉現身互動，帶領參觀者揭

開原住民族的科學智慧。 

  傅麗玉主任說，地下室冬暖夏涼，是達悟族、泰雅族

等原住民族常見的建築形式，因此中心特別設計地下一

樓的展覽空間，不定期展示台灣 16個原住民族的相關器

物，如泰雅族螺旋槳等；並將「吉娃斯愛科學」動畫裡

的動手做實驗搬到現實生活中，在這裡就能跟著動畫人

物一起動手敲木琴、玩竹槍。 

  清華大學推動原住民族科學教育逾 20 年，首創以原住

民族傳統文化智慧為基礎發展科學研究與教育實踐，設

立「飛鼠部落」科學資訊教育網站，並推出「吉娃斯愛

科學」動畫，以小女孩吉娃斯在山林中冒險的故事，引

出原住民族自然智慧的科學原理與生態觀點，榮獲 2016

年電視金鐘獎動畫節目獎、入圍 2019年金鐘獎。今年的

金鐘獎最近公布入圍名單，「吉娃斯愛科學」再獲入圍肯

定。 

  傅麗玉主任說，清華大學設立原住民族科學發展中心

兩年多來，已培訓 6百名中小學教師熟悉使用教案模

組，把原住民族的文化和科學知識帶到第一線的教學現

場，幫助更多中小學生了解原住民族文化與科學。 

  這場開工典禮有別以往，採原住民族傳統儀式，來自

各地的貴賓都披上有原住民圖騰的服飾一同致賀，包括

高金素梅立委、教育部高教司朱俊彰司長、原民會教文

處邱文隆副處長、國教署蔡志明組長、廖敏慧老師、新

竹縣政府陳季媛秘書長、原住民族行政處雲天寶處長，

以及協力廠商林志成建築師、盤東營造負責人彭增寶

等。 



 

 

清華大學原民科學中心竹屋工程今天動土 

高金素梅立委（左起）、賀陳弘校長、原民科學中心傅

麗玉主任持鋤動土 

開工典禮遵循古禮施放狼煙，通告四方即將在此地開墾 

 

清華大學原民科學中心竹屋建築工程今天開工 

原民科學中心傅麗玉主任（前）掛上樹枝，代表即將在

此地開墾 

泰雅族耆老范坤松舉起小米酒並吟唱祈福 

 

 

 



 

 

賀陳弘校長希望原民科學中心設立後，能深入探究原住民

族的生活智慧 

高教司朱俊彰司長代表教育部前來致賀 

 

 

 

 

 

 

 

 

 

 

 

 

 

 

「吉娃斯愛科學」動畫以小女孩吉娃斯 

在山林中冒險的故事帶出科學原理 

高金素梅立委特地前來致賀，期許中心能傳承原住民族

的科學與文化 

學生披上原民服飾一同參加典禮，期待建築明年夏天落成 

 

 

 

 

 

 

 

 

 

 

 

 

 

 

原民科學中心傅麗玉主任推廣原民科學 

教育逾 20 年 



 

 

原民科學中心建築工程模擬圖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專區 

本校最新防疫措施：http://2019-ncov.site.nthu.edu.tw/?Lang=zh-tw 

 

 

 

《秘書處》 
 【校友中心公告】徐道寧教授生平 

參考網址: http://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12659,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北美基金會《Life Learning Series 生活學習系列》活動—露營車

的探險人生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12587,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本校北美基金會焦點校友系列—量子電腦專家姚正邦博士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12148,r4272.php?Lang=zh-tw 

 

 

 

《學務處》 
 【生輔組公告】勞動部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參考網址: https://sa.site.nthu.edu.tw/p/406-1480-212803,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弱勢助學金於 10月 4日至 10月 8日辦理，一律採線上繳件 

參考網址: https://sa.site.nthu.edu.tw/p/406-1480-212668,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教育部「防災總動員暨第 8、9屆防災校園大會師」線上展覽 

參考網址: https://sa.site.nthu.edu.tw/p/406-1480-212316,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110 第一學期就學貸款一律採線上申請，免收紙本（9 月 22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209113,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COVID-19之愛」紓困助學金申請辦法（10 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a.site.nthu.edu.tw/p/406-1480-206358,r7298.php?Lang=zh-tw 

 

 



 

 

 【衛保組公告】110 學年度緊急救護、急救教育報名開始 

參考網址: https://health.site.nthu.edu.tw/p/406-1001-204863,r7426.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0 學年大學部新生床位表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12868,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大學部第四次候補學年床位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12916,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9月 7日、9 月 8日、9 月 9日、9月 17 日學生宿舍消毒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12563,r2223.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因疫情延後，畢業同學 110學年住宿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12093,r1538.php?Lang=zh-tw 

 

 【諮商中心公告】110學年心窩志工招募 

參考網址: https://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212851,r6624.php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公告】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辦理 110 年第二梯次「桃

園市原住民族學生獎助－清寒獎助金及優秀獎學金」（9 月 30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itc.site.nthu.edu.tw/p/406-1510-212482,r11.php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公告】台灣城鄉協力協會辦理「110 學年度原教種子培育獎

助學金辦法」（10月 6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itc.site.nthu.edu.tw/p/406-1510-212477,r11.php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公告】110 學年第一學期「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原住民

學生獎學金」 

參考網址: https://itc.site.nthu.edu.tw/p/406-1510-212479,r11.php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公告】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海外志工培訓工作坊（11 月 1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itc.site.nthu.edu.tw/p/406-1510-208777,r11.php?Lang=zh-tw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公告】教育部青年發展署青年海外志工交流沙龍 （10月 4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itc.site.nthu.edu.tw/p/406-1510-208778,r11.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清華營課外組時間提案會議記錄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13103,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10 學年第一學期社團指導老師費，即日起受理申請至 9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12334,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海洋巡禮、親近海洋攝影比賽（9 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09084,r6890.php?Lang=zh-tw 

 

 【體育室公告】室內場館容留人數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nthupeo.site.nthu.edu.tw/p/406-1265-212981,r11.php 

 

 【體育室公告】110 年第一學期教職員工瑜珈班及有氧舞蹈班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nthupeo.site.nthu.edu.tw/p/406-1265-213052,r11.php 

 

 【職發中心公告】畢業生流向問卷 

參考網址: https://career.site.nthu.edu.tw/p/406-1251-210755,r7409.php 

 

 

 

《教務處》  

 【教務處公告】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防疫整備事項：9月 13日至 21日課程採線上

授課；9 月 22日之後依教育部指引 

參考網址: http://academic.site.nthu.edu.tw/var/file/7/1007/img/4056/877893295.pdf 

 

 【課務組公告】校際選修流程：增加線上辦理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213042,r7797.php?Lang=zh-tw 

 

 【課務組公告】加簽電子表單（eForm）系統—學生端介面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212677,r7797.php?Lang=zh-tw 

 

 【課務組公告】110 學年度起，加簽申請暨教師核可均為線上處理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211178,r7797.php?Lang=zh-tw 

 

 【課務組公告】課務組開學前各項提醒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212319,r7797.php?Lang=zh-tw 

 



 

 

 【教發中心公告】遠距教學器材購置、線上演講鐘點費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mode=data&id=3543 

 

 【教發中心公告】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基礎科目課業輔導員招募中（9 月 23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533 

 

 【教發中心公告】遠距教學相關資訊彙整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535 

 

 【華語中心公告】「華語文能力測驗」10 月口寫正式考試、預試（9 月 22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519 

 

 

 

《研發處》 
 【研發處公告】李亦園院士榮譽講座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WXLr6x 

 

 

 

《總務處》 
 【事務組公告】9月 13 日至 10月 11 日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12735,r127.php?Lang=zh-tw 

 

 【事務組公告】9月 13 日至 10月 11 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12734,r127.php?Lang=zh-tw 

 

 【事務組公告】總務處事務組誠徵專題計畫人員 1 名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12065,r127.php?Lang=zh-tw 

 

 【經管組公告】路易莎清大圖書館門市開幕 

參考網址: https://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213009,r8304.php?Lang=zh-tw 

 

 【經管組公告】南大校區—李記小館重磅登場 

參考網址: https://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212875,r8304.php?Lang=zh-tw 

 



 

 

 【經管組公告】水木生活中心一樓服務性廠商營業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212394,r8304.php?Lang=zh-tw 

 

 【出納組公告】玉山銀行教師節薪資轉帳戶專案獻禮 

參考網址: https://cashier.site.nthu.edu.tw/p/406-1166-186724,r47.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9月 4日起校園監視器改善工程管路開挖施工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212589,r992.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放眼看天下、從清華出發：學生移動力座談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79 

 

 健康照護產業未來展望與經濟發展國際培訓課程（9月 23 日至 29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74 

 

 111年教育部與世界百大合作設置獎學金─臺灣雪梨大學獎學金線上說明會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70 

 

 2022秋 2023春出國交換計畫（不含陸港澳）開放申請至 10 月 1日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60 

 

 科技部（MOST）與英國皇家學會（RS）雙邊合作人員交流計畫徵案（9 月 22日校內截止）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57 

 

 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員會與以色列科學及人文院提供 2022 年博士後研究人員獎助金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56 

 

 1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學術人才跨國培育計畫，歡迎大學部及碩士生申請出國研修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09 

 

 清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 Berkeley「3+1+X 計畫」2022 年春季學期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http://oga.nthu.edu.tw/news/detail/sn/1250 

 

 



 

 

《圖書館》 
 「邁向卓越，清華十一學院」9月 13 日起於總圖四樓清華故事牆，見證清華發展的新

里程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327 

 

 圖書館 9 月 13 日起開學防疫因應措施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1325 

 

 圖書館新增試用資料庫「Knovel」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resources.xml?1322 

 

 國立政治大學加入台聯大系統圖書館借閱服務方式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1317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長期未使用電子郵件信箱帳號停用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901_01 

 

 微軟 Windows之 MSHTML 引擎存在安全漏洞（CVE-2021-40444），請儘速確認並進行防

護補強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0910_02 

 

 eLearn平台操作教學課程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kL01mG 

 

 

 

《師資培育中心》 
 111年教師資格考試辦理日期與相關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13124,r48.php?Lang=zh-tw 

 

 110學年度甲組（小幼特）教育學程新進師資生說明會調整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13059,r48.php?Lang=zh-tw 



 

 

 

 110學年度乙組（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新進師資生說明會調整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13063,r48.php?Lang=zh-tw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育專業課程與小幼專門課程超修、免修、跨校修課、抵免與雙語教

學課程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12160,r48.php?Lang=zh-tw 

 

 

 

《理學院》 
 【數學系公告】數學系書卷獎辦法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922 

 

 【數學系公告】110 學年第一學期數圖流通櫃台工讀生輪值表 

參考網址: https://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914 

 

 【化學系公告】誠徵高中培育計畫招生工讀生 

參考網址: https://chem.site.nthu.edu.tw/p/406-1328-188269,r292.php 

 

 【化學系公告】110 學年度博士班資格考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hem.site.nthu.edu.tw/p/406-1328-211901,r292.php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校園因應開學規劃措施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13011,r11.php?Lang=zh-tw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南亞科技未來之星獎學金（10 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12600,r11.php?Lang=zh-tw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國際扶輪 352地區 2021-22年度生命橋樑助學計畫獎學金

（9月 30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12318,r11.php?Lang=zh-tw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財團法人鴻海教育基金會「鴻海科技獎」獎助學金（9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12326,r11.php?Lang=zh-tw 

 

https://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12318,r11.php?Lang=zh-tw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創新創業競賽，開始報名（9 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11591,r11.php?Lang=zh-tw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明基材料第八屆潛力人才獎學金（10 月 15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10718,r11.php?Lang=zh-tw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第五屆總統創新獎（9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10336,r11.php?Lang=zh-tw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中山科學研究院延攬優秀學生獎助金（10月 14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09763,r11.php?Lang=zh-tw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第十一屆達興材料研究生獎學金（9 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08303,r11.php?Lang=zh-tw 

 

 

 

《工學院》 
 【動機系公告】大學部課程抵免線上辦理說明及課程相關問題 Q&A 

參考網址: https://pme.site.nthu.edu.tw/p/406-1308-212816,r4642.php?Lang=zh-tw 

 

 【材料系公告】清寒獎學金申請（9 月 17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mse.site.nthu.edu.tw/p/406-1298-212490,r8444.php?Lang=zh-tw 

 

 【工學院公告】日本福井大學（University of Fukui）2022 年 4月入學之短期交換方

案（10 月 6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eng.site.nthu.edu.tw/p/406-1284-212575,r3361.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9月實驗室借用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ieem.site.nthu.edu.tw/p/406-1310-211903,r2714.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研究生學位考試，線上口試相關說明（延長至 10月 29 日） 

參考網址: http://www.ie.nthu.edu.tw/p/406-1310-207218,r2714.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醫環系公告】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醫環系必選修課程抵免申請表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213111,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10 學年度俞國華獎學金（10月 8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211597,r11.php?Lang=zh-tw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公告】誠徵約僱管理員 

參考網址: http://www.ess.nthu.edu.tw/p/406-1351-211777,r1602.php?Lang=zh-tw 

 

 【核工所公告】台灣電力公司設置 110學年度大學及研究所獎學金甄選簡章 

參考網址: http://nes.site.nthu.edu.tw/p/406-1356-212865,r5031.php?Lang=zh-tw 

 

 【核工所公告】禾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申請即日開始（9月 17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nes.site.nthu.edu.tw/p/406-1356-2117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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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開始（9月 17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nes.site.nthu.edu.tw/p/406-1356-208389,r5031.php?Lang=zh-tw 

 

 

 

《生命科學院》 
 【生科院公告】生命科學院碩士班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書報討論分組名單 

參考網址：https://cls.site.nthu.edu.tw/p/406-1469-212578,r7381.php?Lang=zh-tw 

 

 【生科院公告】110 學年度生命科學院大學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獎學金獲補助名單 

參考網址：https://cls.site.nthu.edu.tw/p/406-1469-211834,r738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人社院公告】社會學研究所誠徵專任教師啟事 

參考網址：http://hss.site.nthu.edu.tw/p/406-1074-210249,r2733.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臺灣原住民舊聚落（舊社）的研究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12430,r6295.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台灣原住民族研究 10、11月課程演講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12435,r6295.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研究分享會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12894,r6295.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學經歷表」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11967,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考生「個人資料表」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11965,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系所自訂報名條件說明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11966,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簡介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11964,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補助研究生論文投稿國際期刊／頂級國際會議英文編修費用，即日起

受理申請（10 月 22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10505,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崇友實業獎學金（10 月 6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08124,r5781.php?Lang=zh-tw 

 

 【電工所公告】台灣精密工程學會・盟立集團：精密工程專題與論文獎（9月 15日截

止） 

參考網址: https://ene.site.nthu.edu.tw/p/406-1180-212998,r3119.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經濟系公告】110 年元大優秀人才獎學金（9月 27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econ.site.nthu.edu.tw/p/406-1365-212145,r1860.php 

 

 【經濟系公告】輝容社福慈善基金會 110 學年度精英學生獎學金（9 月 23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econ.site.nthu.edu.tw/p/406-1365-211365,r1860.php 

 

 【經濟系公告】俞國華獎學金（10 月 15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econ.site.nthu.edu.tw/p/406-1365-211364,r1860.php 

 

 【計財系公告】財團法人福琳工商發展基金會工商學生清寒獎學金 

參考網址: https://qf.site.nthu.edu.tw/p/406-1366-212530,r5902.php 

 

 【計財系公告】「南山菁英領袖夢想金—研究所組」申請資訊 

參考網址: https://qf.site.nthu.edu.tw/p/406-1366-211180,r5902.php 

 

 

 

《竹師教育學院》 
 【運科系公告】《高科大體育》徵稿 

參考網址: https://dpe.site.nthu.edu.tw/p/406-1144-212231,r8119.php?Lang=zh-tw 

 

 【運科系公告】「110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檢定考試」簡章 1 份 

參考網址: https://dpe.site.nthu.edu.tw/p/406-1144-211924,r8119.php?Lang=zh-tw 

 

 【特教系公告】竹師教育學院「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學金」、「大學部優秀新生入學獎學

金」申請開始（碩士班 9月 13日截止；大學部 10月 4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pglVad 

 

 【幼教系公告】尹書田「大學部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優秀研究生入學獎學金」申

請（碩士班 9月 13 日中午截止；大學部 10月 5日中午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mL8NyV 

 

 【心諮系公告】公開徵求系主任候選人啟事（10 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psy.site.nthu.edu.tw/p/406-1135-213125,r6860.php?Lang=zh-tw 

 

https://dpe.site.nthu.edu.tw/p/406-1144-211924,r8119.php?Lang=zh-tw


 

 

 【心諮系公告】兒少及家庭研究論文獎助學金五萬元申請（10 月 22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Q9Qqo2 

 

 

 

《藝術學院》 
 【藝設系公告】原訂 9 月辦理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生評圖展，延至期末展出，詳細展

出時間待日後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artdesign.site.nthu.edu.tw/p/406-1104-211505,r6293.php?Lang=zh-tw 

 

 【藝設系公告】徵聘理論組專任師資（11 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artdesign.site.nthu.edu.tw/p/406-1104-213038,r6293.php?Lang=zh-tw 

 

 

 

《清華學院》 
 【住宿書院公告】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床位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rcollege.site.nthu.edu.tw/p/404-1103-212858.php?Lang=zh-tw 

 

 【住宿書院公告】媒體實戰轉述力系列講座 3 

參考網址: https://rcollege.site.nthu.edu.tw/p/406-1103-212535,r6160.php?Lang=zh-tw 

 

 【住宿書院公告】25 級始業式重磅登場  

參考網址: https://rcollege.site.nthu.edu.tw/p/406-1103-213045,r6160.php?Lang=zh-tw 

 

 【語文中心公告】因應遠距教學，未收到上課連結請 email洽詢任課教師  

參考網址: https://language.site.nthu.edu.tw/p/406-1212-213060,r6822.php?Lang=zh-tw 

 

 【語文中心公告】110學年度第一學期工作坊  

參考網址: https://language.site.nthu.edu.tw/p/406-1212-212343,r6822.php?Lang=zh-tw 

 

 【語文中心公告】全校共同英語課程由英語教育中心開設，課號為 LANG  

參考網址: https://language.site.nthu.edu.tw/p/406-1212-211984,r6822.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