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先勇照亮清華文藝復興之路 獲頒榮譽講座 

  本校於 12 月 20日頒授文學大師白先勇先生「清華

大學榮譽講座」，表彰他對經典文學與崑曲藝術推廣的

卓越貢獻，也感謝他為清華學子挹注濃厚的人文關懷

與素養。 

  賀陳弘校長表示，白先勇先生是一位影響深遠的文

學家，甚至是描述這個世代的一種方式，他的金大

班、一把青、牡丹亭，影響了一整個世代，「未來我們

說白先勇的世代，就如同說民歌的世代一樣自然。」 

  賀陳弘校長指出，本校致力於培養具備學養的未來

領導人，「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本校的教育除

了 3位諾貝爾獎校友所代表的科學教育，也包括校友

胡適先生和中文系朱自清教授所代表的文學教育。白

先生曾經說，做一個完整的人，不能沒有文學教育。 

  「白先生到清華來，正逢清華校史 3.0結合人文與

科技之際，他是清華文藝復興的一座燈塔，照亮了學

習之路。」賀陳弘校長說。 

  白先勇先生致詞時首先稱呼「各位同仁」，笑說：

「我現在也是清華的一份子了，深感講座的意義與責

任。」他表示，在以理工為重的大學如清華大學，人

文教育特別重要，我們首先要了解人的需要、人的渴

求、人的希望，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才能將科技發

展推向更高的境界。 

  白先勇先生特別感謝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當年給了他

第一桶金來推動青春牡丹亭，否則就沒有之後的崑曲

復興，「台積電這一點真是功德無量！」他在本校開設

的文學講座，也有來自竹中、竹女的中學生來聽講，

讓中學生接觸親近經典文學，十分有意義。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曾繁城董事長指出，他 50 年前買

了第一本《臺北人》，就十分敬佩白先勇老師，也很榮

幸參與贊助白先勇老師的文化工作。「我一直很羨慕國

學大師時代的清華，如今我也是清華榮譽學生了，一

定要對清華有所貢獻。」 

  在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贊助，本校通識中心、中文系

及語文中心共同籌劃下，白先勇老師從去年開始在本

校開設為期 3年的「白先勇清華文學講座」，以大師的

文學視角出發，連結當代名家的研究與閱讀經驗，推

出系統性的文學講座課程選讀，深化青年學子對中華

文化與世界經典文學的滋養。 

  「白先勇清華文學講座」去年以《紅樓夢》為主

軸，一推出即吸引逾 5 百名學生搶修，成為本校最受

歡迎的通識課程之一；今年以《中華文化經典選讀》

為主題，內容涵括詩詞歌賦、小說戲曲、諸子百家、

歷史傳記，帶領學生品讀古典文學精華選段；明年即

將推出的《中西小說經典》則將探索中西小說經典的

情感世界與思想內涵，培養清華學子的人文關懷。 

  本校計財系大四生曾誠芳連續兩年選修了白先勇的

《紅樓夢》及《中華文化經典選讀》課程。她表示，

從高中時讀《臺北人》，就十分仰慕白先勇老師，得知

白先勇老師要在清華開課，自然不能錯過，也驚喜發

現這位從書中走出來的文學大師竟和年輕人的想法十

分貼近。課堂上還請來青年崑曲演員表演，讓同學更

能領略崑曲之美。 

  本校中文系大三生陳正宜也連著兩年選修「白先勇

清華文學講座」課程。她表示，《紅樓夢》是本宏大的

經典，白先勇老師帶領學生以放大鏡來檢視諸多人物

及細節，令她受益匪淺；《中華文化經典選讀》課程則

涵蓋了詩詞小說，甚至佛學經典，以壯觀的角度來看

中華文化，同學們反應都很熱烈，踴躍提問，白先勇

老師也都親切回答。 

  白先勇老師在文壇享有崇高地位，近年投入崑曲藝

術推廣，製作青春版《牡丹亭》巡迴兩岸、美國、歐

洲，獲得廣大迴響。他此次獲頒「清華大學榮譽講

國立清華大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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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是由清華學院推薦。今年是《臺北人》出版五十

週年，白先勇老師當天也以「文學與歷史-《臺北人》

出版五十週年」為題發表專題演講，並為讀者簽書。 

  

本校師生及各界貴賓出席白先勇先生獲頒清華大學榮

譽講座典禮 

白先勇先生（右）致贈新版精裝本《臺北人》給本

校，由賀陳弘校長代表接受 

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曾繁城董事長大力支持「白先勇清

華文學講座」 

 

 

賀陳弘校長（左）頒授榮譽講座證書給白先勇先生 

 

戴念華副校長（左）頒授清華學院榮譽學者證書給白

先勇先生 

通識中心翁曉玲主任（左）致贈白先勇先生繪有紅樓

夢人物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插畫 

 



 

 

本校中文系學生來向文學大師白先勇先生致敬 

 

白先勇先生以「文學與歷史-《臺北人》出版五十週

年」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本校師生及各界貴賓出席白先勇先生獲頒清華大學榮

譽講座典禮 

 

 

 

 

 

 

 

 

 

 

 

 

 

白先勇先生獲頒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校 

方特製繪有崑曲圖樣的紀念杯墊 

 

  

清華大學榮譽講座白先勇先生為學生簽書 



 

 

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期待國際人才為清華加值

  本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12月 6日舉行，諮詢委員

建議清華加快國際化腳步，包括增聘外籍教授、增收

國際學生、增加英語授課；委員們也肯定本校鼓勵學

生跨領域、雙專長的成果，建議除引導學生修習不同

學院的課程，各學院及研究中心也應多從跨域融合的

角度來推動。 

  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選出的下任校長高為元也應邀

在線上列席，聆聽各單位簡報及委員提出的寶貴建

議。 

  這是賀陳弘校長任內最後一次校務諮詢委員會，多

位委員都高度讚揚他 8 年來對清華的貢獻。校務發展

諮詢委員會召集人、本校前校長劉兆玄教授表示，賀

陳弘校長大刀闊斧、執行力強，播下的許多種子已開

花結果，尤其是第二個任期內的傑出表現，令他十分

欽佩。 

  閻雲、童子賢及吳玉山委員也肯定賀陳弘校長兩任

共 8年任期為清華做出許多重要改變，新添了藝術、

教育及政經學院，朝人文社會領域發展，並持續強化

清華固有的理工強項，發展醫學院設立半導體學院，

「在新與舊之間取得平衡，做得非常好！」 

提升國際化並成為辦學優勢 

  多位諮詢委員期許清華加快國際化腳步。政大前校

長周行一委員表示，清華外籍教師人數需要再提升，

假如來自外部的思維不夠，就會愈來愈依賴本校的畢

業生或是赴海外求學的校友，但這兩者都在減少當

中。他建議應要求各學院招聘人才時一定要向海外招

募，同時募款來提升薪資條件。 

  中研院副院長周美吟委員指出，少子化之後要去哪

裡找學生，是全台灣學校都要面對的問題，清華成立

國際學士班是很好的開始，之後要持續擴展，並且鼓

勵本國生與國際生多互動，創造新鮮的校園氛圍，成

為招生優勢。「國際化不只是校園內有外國人或用英語

授課，還要引進國際級大學的觀念！」她說。 

師資招募、培育需長遠規劃 

  本校 104年成立「清華學院」，整合跨領域通識課

程；105年合併新竹教大後加入了竹師教育學院、藝術

學院。接著 109 年成立台北政經學院，大幅拓展了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學與研究。「清華全科大學的規

模已然成形，但要注意不同學院師生比差異大的問

題。」中研院院士吳玉山委員指出。吳玉山委員進一

步點出，有些系所的教授人數占 75%，助理教授只占

4%，也顯示新陳代謝不足，不利長遠發展，「人才的培

育與招募需要有更長遠、明確的規劃。」他說。 

  陳祖翰委員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校長，也曾任美國

康乃爾大學電氣與計算機工程學院院長。他說，這兩

所大學的系主任及院長最大的心力都花在招聘人才，

建議清華也應在這方面下更大功夫，「禮聘優秀人才需

要 personal touch，不是登廣告就能找來的。」 

融合 AI、醫學 跨領域發展強項 

  談到清華未來的發展，劉兆玄委員表示，在人員不

足、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要有規畫性地找出重點。如

當年國內的第一輛電動車就是在清華跑起來，本校也

有不錯的電池研究團隊，如果當時就持續以此為重點

發展，如今必有所成。 

  被稱為「矽谷創業之神」的橡子園顧問公司陳五福

董事長，曾在 15年內創立 13 家高科技公司，也應邀

擔任本校校務諮詢委員。他建議清華應以研發能量創

造價值來支撐學校，先找到強項，再研究如何做出不

同的東西，「先做強，再做大！」 

  陳祖翰委員表示，面對下一世代挑戰，需要不同領

域的人才跨域共同解決。他建議，醫學、教育、藝術

等各院系的師生都要認知 AI 人工智慧即將產生的衝

擊，也要學會利用 AI來加強不同領域的發展，「如果

不能抓 AI浪潮，就會被淹沒。」 

  台北醫學大學前校長閻雲委員建議清華應運用生命

科學院轉型為生醫學院的契機，以醫學系及醫院為軸

心，進一步融合帶動新的成長契機。十年後清華培育

出的醫生將不只是普通的醫生，而是具備核子醫學、

影像醫學、資訊工程強項、不一樣的醫生。 

  多位委員肯定本校 2016年與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策略

正確。周行一委員認為，本校目前規模仍太小，如果

有機會，應再尋求擴大機會。 



 

 

學習適度留白 重視團隊合作 

  在人才的培育方面，周行一與和碩科技董事長童子

賢委員不約而同地提到「不要讓學生修太多課」。周委

員說，學生修太多的課，難以全面顧及，反而沒有一

堂課修得好。童委員則表示，不要讓學生的生活塞滿

專業課程，要有發呆、留白、咀嚼、消化的空間。他

舉例，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就曾說，他的學習歷程

中，最懷念的是在哈佛大學接受人文陶冶的一年，那

是一場可以帶走的盛宴。 

  陳五福委員則建議要加強訓練學生的表達及溝通能

力，「在國外，你簡報做不好，人家就不相信你能做得

出來。」他並點出要讓學生意識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性，「台灣過去的教育注重個人的成就，但一個人無法

成就大事，團隊合作是必要學習的技能。」 

重視師生 人才加值 跨域合作 

  最後，賀陳弘校長感謝各位望重士林的委員們對清

華的愛護及寶貴建言。賀陳弘校長說，他有三項核心

理念，一是人能弘道，人決定了一切，老師及同學就

是清華最重要的基礎。在薪資及年金條件難以提升的

情況下，清華將盡力結合外界的資源來引進人才。 

  他的第二項理念是畢業生人才加值，要提升學生除

了在科學園區領高薪之外更多的機會。水陸交會處往

往產生稀有物種，跨領域學習讓學生價值倍增；清華

將創造更多跨域的交錯連結，培育更多元的人才。 

  第三項理念則是跨領域合作。賀陳弘校長說，清華

學風開放自由，更難能可貴的是學院之間經常跨領域

合作，產出創新的研究成果，跨領域已經成為清華的

DNA，科技+X 蓬勃發展。教育、藝術、政經、醫學等發

展，也都得到了外部資源的支持，例如獲捐助 20億的

醫學教育基金等。清華將更認真辦學，不負委員的期

許。 

 

本校舉辦 110 年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校務發展諮詢委員聽取校務行政報告 

因疫情的關係，陳祖翰教授與梁庚義院長以視訊的方式

加入會議 

劉兆玄委員表示，在人員不足、資源有限的條件下，

要有規畫性地找出發展重點 



 

 

周行一委員表示，清華國際教師人數需要再提升 

 

吳玉山委員指出，師生比例懸殊，是需要處理的問題 

周美吟委員表示，少子化是全台灣學校的問題，清華

成立國際學士班是很好的開始 

陳祖翰委員說，禮聘優秀人才需要 personal touch，

不是登廣告就能找來的 

閻雲委員表示，期待未來有更多理工、人文素養的醫師

來自清華 

童子賢委員表示，不要讓學生的生活塞滿專業課程，

要有留白、咀嚼的空間 



 

 

陳五福委員說，團隊合作是學生必要學習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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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出「從服務與分享的喜悅中成長」陳千惠執行長文章及照片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19794,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蔡進步連任校友總會理事長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19728,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刊出「深刻鑽研，享受樂趣」理學院蔡孟傑院長文章及照片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15929,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刊出「走出去，不要當井底之蛙」人文社會學院黃樹民院長文章及照片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17481,r4272.php?Lang=zh-tw 

 

 

 

《學務處》 
 【生輔組公告】各級學校 111 年寒假期間學生活動安全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 https://sa.site.nthu.edu.tw/p/406-1480-220242,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第二學期學雜費減免線上繳件第二階段（1月 14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sa.site.nthu.edu.tw/p/406-1480-217554,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生活助學金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 https://sa.site.nthu.edu.tw/p/406-1480-220003,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物品遺失到生輔組尋找方式 

參考網址: https://sa.site.nthu.edu.tw/p/406-1480-219129,r7298.php?Lang=zh-tw 

 

 【生輔組公告】「加強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計畫」相關教育宣導 

參考網址: https://sa.site.nthu.edu.tw/p/406-1480-217914,r7298.php?Lang=zh-tw 



 

 

 【諮商中心公告】導師問卷學生填寫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218234,r492.php?Lang=zh-tw 

 

 【諮商中心公告】111學年度全兼職實習諮商心理師甄選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ounsel.site.nthu.edu.tw/p/406-1250-217028,r492.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11 年第 1次績優社團經費補助即日起受理申請（3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20339,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校本部課外組列管場地清潔工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20253,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66週年校慶：社團系列活動申請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20020,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壬寅梅竹認養學系／社團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19688,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1月 3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19445,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社團幹部證明登錄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18955,r6887.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學生宿舍管理問卷中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19747,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床位候補申請作業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20015,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床位放棄作業及床位表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20031,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1 年齋長改選當選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19631,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1 年度春節關閉齋舍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18968,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1 年春節宿舍關閉申請留宿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18967,r1538.php?Lang=zh-tw 

 

 【體育室公告】場地預約系統開放使用通知 

參考網址: https://nthupeo.site.nthu.edu.tw/p/406-1265-219643,r11.php 

 

 

 

《教務處》  

 【註冊組公告】自 111 年 1月起完成畢業離校程序之畢業生核發教育部版中文數位學

位證書 

參考網址: https://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220205,r219.php?Lang=zh-tw 

 

 【註冊組公告】成績繳送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 https://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219638,r219.php?Lang=zh-tw 

 

 【註冊組公告】第一次辦理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核准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218920,r219.php?Lang=zh-tw 

 

 【註冊組公告】111 學年度研究生甄試生於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提前入學申請受理時間

為 12月 29日至明年 1月 6日 

參考網址: https://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216614,r219.php?Lang=zh-tw 

 

 【華語中心公告】航向藍海—臺灣高教暨華語線上教育展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541 

 

 【課務組公告】教學意見調查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217611,r7797.php?Lang=zh-tw 

 

 

 

《總務處》 
 【出納組公告】配合 110年度結帳及決算作業，各類所得發放作業將提前辦理，請注

意作業時間 

參考網址: https://cashier.site.nthu.edu.tw/p/406-1166-219739,r47.php?Lang=zh-tw 

 



 

 

 【出納組公告】111 年 1月 1 日起同步調升非居住者應扣繳 18％稅額之所得金額 

參考網址: https://cashier.site.nthu.edu.tw/p/406-1166-219273,r47.php?Lang=zh-tw 

 

 【事務組公告】110 年 12月 31日至 111 年 1月 2 日校園公車及南大校區區間車停駛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20400,r127.php?Lang=zh-tw 

 

 【事務組公告】搭乘校巴資訊及維護搭乘秩序宣導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19016,r127.php?Lang=zh-tw 

 

 【事務組公告】10 月 12日至 1月 15日校園公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14718,r127.php?Lang=zh-tw 

 

 【事務組公告】11 月 8日至 1月 16日南大校區區間車時刻表 

參考網址: https://affairs.site.nthu.edu.tw/p/406-1165-216526,r127.php?Lang=zh-tw 

 

 【經管組公告】風雲樓施工及營業狀況 

參考網址: https://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220134,r8304.php?Lang=zh-tw 

 

 【經管組公告】反詐騙提醒 

參考網址: https://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219848,r8304.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12 月 13日至 2月 28日「藝術學院大樓新建工程」暨「南校區學生宿舍新

建工程」施工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219706,r992.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12 月 14日至 1月 14日全校污水納管與機電管路工程（第 5、7、8、9

區）明齋與水木生活中心間道路施工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219566,r992.php?Lang=zh-tw 

 

 【營繕組公告】12 月 16日至 12月 27 日「東崗機車停車場整修工程」工區第二階段封閉

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onstruc.site.nthu.edu.tw/p/406-1167-219687,r992.php?Lang=zh-tw 

 

 【駐警隊公告】12 月 6日起南大校區築思橋開放時間調整 

參考網址: https://guard.site.nthu.edu.tw/p/406-1168-219318,r51.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2022年臺德（MOST-DAAD）青年暑期營計畫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0365,r8945.php?Lang=zh-tw 

 

 校級雙聯合作協議合作校網站暨研究亮點供參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0357,r8945.php?Lang=zh-tw 

 

 雙聯學位計畫擬於 2022 年秋季班出國者，應於 2022年 2 月 14 日前完成申請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0338,r8945.php?Lang=zh-tw 

 

 2022法國諾歐商學院暑期課程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0347,r8945.php?Lang=zh-tw 

 

 2022年東北師範大學「青春眼，看吉林」沉浸式文化體驗活動（1月 5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0178,r8945.php?Lang=zh-tw 

 

 本校近日已和北京清華大學續簽雙碩士學位備忘錄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0122,r8945.php?Lang=zh-tw 

 

 111學年度第一學期赴陸港澳交換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19880,r8945.php?Lang=zh-tw 

 

 本校與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UC San Diego「3+2 計畫」2022 年秋季學期申請公告（2月

1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19842,r8945.php?Lang=zh-tw 

 

 香港科技大學 HKUST International Summer Exchange Program 2022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19212,r8945.php?Lang=zh-tw 

 

 以色列外交部提供國際學生獎學金（2022-2023學年）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19161,r8945.php?Lang=zh-tw 

 

 2022德國達姆城工業大學暑期課程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17885,r8945.php?Lang=zh-tw 

 

 

 



 

 

《圖書館》 
 寒假期間(111/1/17-2/13)台聯大代借代還服務送書時間異動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1429 

 

 12月 13 日起，台聯大圖書館雲端服務平台開放申請政治大學圖書館圖書代借代還服務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1423 

 

 田家秀樹贈藏微展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exhibit.xml?1412 

 

 「清華／台師大一卡通」自 111年 1 月起暫停服務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services.xml?1408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Apache Log4j 存在更新修補程式後仍存在漏洞情況（新漏洞編號為 CVE-2021-

45046），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1220_01 

 

 Apache Log4j 出現重大遠程代碼執行漏洞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11220_02 

 

 

 

《師資培育中心》 
 110學年徵選海外實習錄取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var/file/275/1275/img/4567/720725678.pdf 

 

 修習教育實習學生與從業人員儘速完成接種 COVID-19疫苗 2 劑規定函文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20011,r48.php?Lang=zh-tw 

 

 110學年度第一次學習護照檢核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19757,r48.php?Lang=zh-tw 

 



 

 

 即日起至 111年 1月 31日止開放受領師培獎學金同學上傳資格審查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19606,r48.php?Lang=zh-tw 

 

 申請 111 年教育實習（2月—7月）相關事項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17226,r48.php?Lang=zh-tw 

 

 

 

《理學院》 
 【數學系公告】數圖誠徵 110 學年下學期工讀生 

參考網址: https://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946 

 

 【數學系公告】徐道寧教授數學教育與人文關懷實踐獎助辦法及捐贈 

參考網址: https://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945 

 

 【化學系公告】專題演講次數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hem.site.nthu.edu.tw/p/406-1328-218367,r292.php 

 

 【化學系公告】111 學年度碩士班指導教授名額 

參考網址: https://chem.site.nthu.edu.tw/p/406-1328-199167,r292.php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國巨菁英獎學金（12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tssls.site.nthu.edu.tw/p/406-1491-219193,r11.php?Lang=zh-tw 

 

 

 

《工學院》 
 【化工系公告】系慶 50週年活動 : 工廠參觀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95d55d 

 

 【化工系公告】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化工系選課分組登記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MkqGqX 

 

 【動機系公告】動機系大學部專題研究競賽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pme.site.nthu.edu.tw/p/406-1308-219768,r4642.php?Lang=zh-tw 

 



 

 

 【材料系公告】誠徵技術類研究助理 1名 

參考網址: https://mse.site.nthu.edu.tw/p/406-1298-220179,r8444.php?Lang=zh-tw 

 

 【材料系公告】國巨菁英獎學金獎勵辦法 

參考網址: https://mse.site.nthu.edu.tw/p/406-1298-219330,r8444.php?Lang=zh-tw 

 

 【材料系公告】徵聘專任教師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mse.site.nthu.edu.tw/p/406-1298-218926,r8444.php?Lang=zh-tw 

 

 【材料系公告】博士班資格考審核結果 

參考網址: https://mse.site.nthu.edu.tw/p/406-1298-215991,r8444.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111 年 1月實驗室借用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ieem.site.nthu.edu.tw/p/406-1310-220331,r2714.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工科系公告】111 學年度台聯大碩士班招生新增之工科戊組介紹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p/406-1351-219491,r1689.php?Lang=zh-tw 

 

 【工科系公告】博士班資格考筆試日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www.ess.nthu.edu.tw/p/406-1351-219154,r1592.php?Lang=zh-tw 

 

 【工科系公告】2022 未來國際經理人／未來創業人開放報名 

參考網址:http://www.ess.nthu.edu.tw/p/406-1351-218267,r1694.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葉秩光老師實驗室誠徵專案助理一名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219641,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放榜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217402,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2022 秋徵聘專任教師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213983,r11.php?Lang=zh-tw 

 

 



 

 

 【核工所公告】2022 年第一次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博士班資格考試重要日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nes.site.nthu.edu.tw/p/406-1356-220102,r503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中文系公告】1月 5日文論研究中心《淡之頌：中國思想與美學》第二次讀書會 

參考網址：https://cl.site.nthu.edu.tw/p/406-1401-220352,r11.php?Lang=zh-tw 

 

 【台文所公告】龍瑛宗文豪詩色拾藏展 

參考網址：http://www.tl.nthu.edu.tw/p/406-1399-217553,r11.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跨領域學分學程推廣展抽獎活動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19000,r6295.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南島中心電子報第七期徵件徵稿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10016,r6295.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南島中心電子報第六期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5-1407-212899,c14320.php?Lang=zh-tw 

 

 【南島中心公告】南島相關課程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12-1407-12604.php?Lang=zh-tw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大一大二選課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19538,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新普科技集團獎學金（1 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20084,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2022 電機系暑期海外名校體驗學習獎學金（2 月 16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18370,r5781.php?Lang=zh-tw 

 



 

 

 【電子所公告】2022 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研究傑出獎」、「年輕研究創新獎」、「物聯網

創新應用獎」 

參考網址: https://ene.site.nthu.edu.tw/p/406-1180-217217,r3119.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計財系公告】徵 110 第二學期辦公室值班學生 

參考網址: https://qf.site.nthu.edu.tw/p/406-1366-219789,r5902.php 

 

 【計財系公告】111 學年度個人申請、繁星推薦、考試分發招生資訊 

參考網址: https://qf.site.nthu.edu.tw/p/406-1366-217016,r5902.php 

 

 【計財系公告】轉學生甄試招生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qf.site.nthu.edu.tw/p/406-1366-216846,r5902.php 

 

 

 

《竹師教育學院》 
 【心諮系公告】徵聘【基礎心理】領域專任師資 

參考網址: https://psy.site.nthu.edu.tw/p/406-1135-220332,r6860.php?Lang=zh-tw 

 

 【心諮系公告】徵聘【諮商心理】領域專任師資 

參考網址: https://psy.site.nthu.edu.tw/p/406-1135-2203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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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sy.site.nthu.edu.tw/p/406-1135-220333,r6860.php?Lang=zh-tw 

 

 【心諮系公告】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申請更名為「心理學系」之案由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psy.site.nthu.edu.tw/p/406-1135-218352,r6860.php?Lang=zh-tw 

 

 【運科系公告】南大校務資訊系統停用期程與作法 

參考網址: https://dpe.site.nthu.edu.tw/p/406-1144-220394,r8119.php?Lang=zh-tw 

 

 【運科系公告】「初級運動貼紮研習會暨認證」第二梯次 

參考網址: https://dpe.site.nthu.edu.tw/p/406-1144-216292,r8119.php?Lang=zh-tw 



 

 

 【運科系公告】教育部體育署素養導向體育教材研發成果發表會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 https://dpe.site.nthu.edu.tw/p/406-1144-215245,r8119.php?Lang=zh-tw 

 

 【幼教系公告】本校幼教系的特色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r1MnzN 

 

 【幼教系公告】故事說演能力檢定線上報名成功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Kr7AZR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公告】誠徵專題計畫約用人員一名 

參考網址: https://art.nthu.edu.tw/?p=2608 

 

 

 

《清華學院》 
 【通識中心公告】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新增「京劇新美學：基本功法」通識選修課程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gzKpvR 

 

 【通識中心公告】110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自主學習計畫開放申請 

參考網址: http://cge.nthu.edu.tw/learning-autonomy/ 

 

 【語文中心公告】寒假工作坊 

參考網址: https://language.site.nthu.edu.tw/p/406-1212-219726,r6822.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