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華 111週年校慶 畢業半世紀校友齊心捐助母校 

 

光輝百十載，歡慶六六年。本校 5月 1日慶祝創校 111

週年暨在台建校 66 週年，新任高為元校長也首次參與校

慶大會。高為元校長期許清華師生及海內外校友一心同功，

以勇氣及決心面對未來的挑戰，一起向清華下個一百一十

一年前進。畢業半世紀的校友也為支持校務發展發動募款，

送給母校 2500萬元的支票。  

高為元校長昨天正式宣誓接任清華校長。他說，昨天的

交接及今天的校慶是他終身難忘的 24 小時。他十分感謝

來自各界的祝福，也很榮幸加入清華這個大家庭。 

高為元校長指出，從建校到今天，清華的使命始終是為

社會培育人才並探索真義，這也吻合他的核心價值：自治

自理、學術自由、包容公平及多元。他將在最短時間內多

多聆聽與學習，運用過往的經驗與師生一同努力，建立跨

領域的研究及教學，提升全球化、落實在地化，準確定位

清華的獨特性。 

本校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代表校友歡迎高為元校長

加入清華大家庭。他表示，清華正處在積極發展醫學和各

項新領域的關鍵點，很榮幸能請到具多元文化經歷與全球

視野的高為元擔任校長，以他豐富的教育與行政經驗，相

信定能承先啟後，引領清華再創高峰。 

蔡進步理事長表示，今年也是清華在台建校的梅貽琦校

長逝世六十週年，梅校長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

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現在的清華不僅有大樓，也

有許多在學術研究和作育英才上努力的大師，更重要的是

百年校史與校訓教導我們對獨立思考、自由創新和厚德載

物的堅持。他感謝所有校友和師生共同守護清華核心價值，

並祝母校學風永盛、校運昌隆、生日快樂！ 

畢業 50 年的校友代表呂正理學長致詞指出，當年大學

部僅有核工、物理、數學、化學 4個系，加上研究生及教

職員不過千人。經過半世紀，如今已發展為 12 個學院，

69 個系所，師生人數也超過 18,000人，這真是他們當年

入學時無法想像的飛躍成長。 

呂正理學長說，母校的發展固然令校友欣喜，但清華是

公立大學，如果只倚賴政府每年撥給的經費及補助，成長

終究有限。捐款也不應只是大企業或少數幾位非常有錢校

友的事。因此，1972 年畢業的核物數化四系同學發起了募

款計畫，雖然四系畢業生不到 160人，目前能聯絡上的更

少於 100 人，但卻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同學響應捐款，令人

感動。 

四系校友今天也將募款所得 2500 萬元支票送給母校。

由核工系錢善恒校友、物理系游文乾校友、數學系黎正中

校友、化學系壽明榮校友代表致贈，將作為君山音樂廳整

修、旭日永續基金、逐夢獎學金等校務發展之用。 

今年的校慶大會因疫情因素改為線上直播，僅少數師生

及校友到場參與。十分重視學生聲音的高為元校長也特別

邀請學生代表在校慶大會上致詞。 

學生代表吳承澐是總統教育獎得主，14 歲時罹患罕見

的視神經萎縮症，視力退化到 0.01，僅剩下微弱的光感。 

吳承澐表示，清華的拾穗計畫不以學測成績為唯一的入

學指標，讓他能以熱愛的音樂專長進入清華就讀；實驗教

育方案則讓他可以為自己設計組合音樂、行銷、管理的課

程，學習跨領域知識，運用所學發行首張鋼琴專輯、舉辦

公益演唱會，「清華真的讓我看見世界！」 

校慶大會上也公開表揚本年度的兩位傑出校友陳文村

學長與辛水泉學長。陳文村學長為清華大學前校長，也是

台灣學術網路的奠基者。他致詞時說，自 18 歲離家到清

華就讀核工系以來，除了服兵役和出國留學，50 多年來

國立清華大學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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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離開過清華，非常感謝母校這麼優異的環境讓他成長

茁壯。 

辛水泉學長為采鈺科技總經理，在半導體製造及經營管

理領域皆有卓越表現。他表示，清華的教育對他影響很大，

除了 1974 與 1978 年在清華攻讀物理系、所，他 2009 年

應邀回母校擔任住宿書院生活導師時，帶著學生去屏東災

區救災，對學弟妹及他都是難忘的學習，「我還記得那時

授旗給我們的就是陳文村校長。」沒想到如今與陳校長一

同獲頒傑出校友，真是難得緣份。 

校慶表演節目由清華 AI 樂團跨時空與已故的披頭四合

唱團主唱約翰藍儂一同演出經典的〈Imagine〉。原來這是

透過獨特的「聲部分離」技術，將約翰藍儂的人聲與音樂

分離出來，與現場 5位吉他、貝斯、鍵盤及鼓手共同演出，

宛如巨星再臨。

 

本校 5 月 1 日舉行創校 111 週年暨在台建校 66 週年校慶

大會。 

 
本校 111 週年校慶大會上，高為元校長（右三）與校友總

會蔡進步理事長（右二）及傑出校友辛水泉學長（右四）、

陳文村學長（右一）一同切生日蛋糕。 

 
高為元校長期許師生一心同功，迎向挑戰。 

 
本校核數物化四系畢業 50 年校友捐款回饋母校。高為元

校長（中）代表清華接受物理系游文乾學長（左一）、核

工系錢善恒學長（左二）、數學系黎正中學長（右二）、化

學系壽明榮學長（右一）等代表捐出的 2500 萬元支票。 

 



 

 

 

高為元校長（中）表揚本年度傑出校友陳文村學長（左）、

辛水泉學長（右）。 

 

 

高為元校長（左）頒發辛水泉學長傑出校友證書。 

 

 

總統教育獎得主吳承澐代表學生在校慶大會致詞。 

 

高為元校長（左）頒發陳文村學長傑出校友證書。 

 

 

 

本校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祝母校學風永盛、校運昌隆。 

 

 

清華學生致詞代表吳承澐（左）將自行創作發行的音樂光

碟送給高為元校長。 

 

 

 

 



 

 

  
高為元校長期許師生一心同功，迎向挑戰。 清華 AI 樂團在校慶大會上演奏。 

  

 
參加校慶大會的師長貴賓入神聆賞 AI 樂團演出。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交接 高為元領航百年名校 

 

 本校 4 月 30 日舉行校長交接典禮。高為元校長從賀陳

弘校長手中接過印信，宣誓就任本校新任校長。高為元校

長表示，將以自治自理、學術自由、包容、公平及多元為

核心理念，帶領清華迎向新世紀的挑戰，為社會培育人才

並探索真義。 

 受到疫情的影響，校長交接典禮改採線上直播，除了新

任、卸任校長及監交人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僅校長遴

選委員會梁賡義召集人、本校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兩位

貴賓出席簡單隆重的交接典禮。 

 高為元校長指出，他很榮幸加入清華大家庭，未來治校

將以「鞏固理工人文社科的基礎」、「創建綜合型的研究大

學」、「放眼世界、落實本土」、「捍衛清華的核心價值」、

「加強學生多元化的全人教育及畢業後的輔導」作為主要

方向，持續強化清華多元選才、跨領域教學等發展特色。 

 曾任教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長達 18 年的高為

元校長為生醫工程學者，尤其專研將基礎醫學研究銜接臨

床應用的轉譯醫學；在擔任香港大學副校長期間，也有推

動設立兩千床教學醫院的豐富經驗，因此被期許為清華未

來發展醫學教育的最佳舵手。 

 高為元校長指出，清華在台建校之初即以發展原子科學

為重點，近期更結合醫學發展出獨步全球的硼中子捕獲治

療(BNCT)技術，成功救治來自全球逾二百位病患的惡性腦

瘤等癌病，正是轉譯醫學的成功示範。他未來也將加強推

動基礎研究與產業鏈結，創造清華的「價值鏈」（value 

chain）。 

 旅居海外多年的高為元校長本月初返台，才剛結束 10

加 7天的居家檢疫及自主健康管理。他說，因為疫情的關

係，已 3年沒和台灣的親友團聚了，「回家的感覺真好！」

住在桃園龍潭的父母及親友們都很期待能來參加他的就

任典禮，可惜因疫情未能如願。 

 交接典禮本來還有一位神秘嘉賓預定出席，就是高為元

的小姨丈—吳念真導演。高為元校長笑說，當年小阿姨和

吳念真談戀愛時，他還跟著當了一段時間的小電燈泡，「顯

然催化的效果十分成功。」 

 賀陳弘校長今天同時卸下校長一職，結束清華遴選校長

以來最長的任期。他感謝遴選委員會為清華選出高為元校

長，「他具備新的視野與活力，絕對是傑出的隊長，將帶

領探險隊做更大更遠的發現。」 

 賀陳弘校長回想 8年前的交接典禮上，前校長跟他說清

華校長是最好的工作，「我猜想可能是要先安慰哄騙我。」

他笑著說：「校長的工作其實不好幹，工作內容還包括跑

五千公尺、拉大提琴、演說致詞、與抗爭的學生徹夜長談。」 

 賀陳弘校長也感性地謝謝師生給他機會，為清華這所百

年名校服務，「這是至高的榮幸。」他強調，由於清華悠

久光輝的歷史，支撐校長站在巨人肩上，才能越過風浪，

超越自己的局限，「我的心永遠跟著清華在動！」 

 清華百年校史走過中西人文薈萃的 1.0、科技興國的

2.0階段，賀陳弘校長則致力開創連結人文與科技的「清

華 3.0」。在他任內，清華學生已有四分之一具備跨領域

第二專長，同時有四分之一的教授進行跨領域的研究。清

華也擴展醫學、半導體、政治經濟、教育及藝術等研究教

學領域，讓跨領域的多元性更加豐富。 

 賀陳弘校長也是清華的募款王，在他任內共募得捐款近

60 億，另外爭取到合校經費 26 億、以 30 億專屬基金支

持的國際政經學院、及産業界與政府共同出資 36 億支持

的半導體學院。他也為本校增加了 17%的校地，包括南二

期、南大校區、清華醫院用地等共 22公頃。 

 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表示，賀陳弘校長帶領清華 8年

成績斐然，包括成立學士後醫學系等，都靠著他鍥而不捨

的推動能力；他還推動許多招生新制如特殊選才，「如果

沒有賀陳校長的努力，就不會有這麼多照顧不同社經及城

鄉背景學生的制度。」 

 劉孟奇政務次長也是清華校長遴選委員之一。他笑說，

從半年前就開始期待今天，高為元校長具多元文化及全球

視野，富企圖心也很擅於溝通，遴選委員都對高校長抱有

很高的期望，相信他一定能將清華帶往更高的高峰。 

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是本校校友，此次也擔任清

華校長遴選委員會召集人。他指出，遴選過程中，高為元

校長謙和、關心高教、深具正能量、國際觀等特質，都令



 

 

委員們印象深刻。賀陳弘校長 8年有成，功在清華；也期

待高為元校長承先啟後，引領清華。 

當天在線上觀禮的貴賓包括本校陳文村前校長、台灣聯

合大學系統陳力俊總校長、陽明交大林奇宏校長、中央大

學周景揚校長、政治大學郭明政校長、成功大學蘇慧貞校

長、墨西哥駐台代表 Martin Torres、旺宏電子吳敏求董

事長、玉山銀行黃男州董事長、和碩科技童子賢董事長、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侯俊良理事長。 

  

高為元校長（右）在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中）監交下，

從賀陳弘校長（左）手中接過印信，就任清華校長。 

 
本校 4 月 30 日舉行校長交接典禮。國衛院梁賡義（左起）

院長、賀陳弘校長、教育部劉孟奇政次、高為元校長、校

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及多位嘉賓線上參與典禮。 

  

 

賀陳弘校長（左）碰肘祝福接棒的新任高為元校長。 

 

本校 4 月 30 日舉行校長交接典禮。戴念華（左起）副校

長、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賀陳弘校長、高為元校長、

國衛院梁賡義院長、金仲達主秘參與典禮。 

  



 

 

  
高為元校長宣誓就任清華校長。 高為元校長（右）從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手中接過清華

校長聘書。 

  

  
賀陳弘校長謝謝師生給他機會為清華這所百年名校服務。 清華新任高為元校長表示將創造清華的「價值鏈」。 

  

  
教育部劉孟奇（左）政務次長致贈賀陳弘校長柿柿如意雕

金彩瓷壁飾。 

受疫情影響，本校校長交接典禮改為線上直播。 

  



 

 

  
高為元校長（右）在教育部劉孟奇（中）政務次長監交下，

從賀陳弘（左）校長手中接過印信，就任清華校長。 

高為元校長宣誓就任本校校長。 



 

 

陳文村、辛水泉當選清華傑出校友 

 

恭賀陳文村、辛水泉校友當選本校第 23 屆（2022 年）

傑出校友。 

 

陳文村校友（核子工程系 70 級） 

陳文村校友戮力奠基臺灣學術網路發展，提升清華學術

水平，卓然拔萃，對母校人才培育多所貢獻，足為楷模，

榮任傑出校友，實至名歸。 

陳文村校友曾擔任教育部顧問室主任，在任內規劃大學

校際網路，奠基「台灣學術網路」。陳校友對台灣高科技

產業多所貢獻，擔任經濟部「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輔導計畫」、

「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技術審查委員會召集人長達十

四年，於 2004年獲教育部頒予終身榮譽國家講座。 

2006 年陳文村校友出任清華大學第三任遴選校長，為

清華在台建校以來，所培育出的第一位清華校長。陳文村

校長四年任內，大幅提升國立清華大學國際聲譽：在英國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清華由 343名大幅

晉升到 223 名；2010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改進評比指

標，清華躍升到 107名，居台灣各大學排名之冠。 

陳校長任內設立秘書處、校友服務中心及財務規劃室等，

四年募款近 8 億元；創刊《首頁故事》、《Tsing Hua 

Newsletter》，並成立國際事務處，使本校國際學生倍增，

簽訂學術合作交流之國際大學大幅成長。除此之外，陳校

長任內整合清華重點領域研究，根據湯姆森路透重要科學

指標（ESI）統計，材料科學學門躋身 ESI 世界五十強，

生物暨生化、臨床醫學兩學門入選 ESI前 1%排行榜。 

陳校長任內革新大學部招生，強調跨院系教育、大一不

分系。2006年率先推出「繁星計畫」大學甄選入學機制，

縮小城鄉教育機會差距、培育不同面向優秀人才，廣獲社

會認同。2008年創立台灣第一個強調住宿學院教育的「清

華學院」（現住宿書院），帶給大學生嶄新的校園學習環境。 

陳校長四年任內大刀闊斧進行校園基礎建設，如：清華

會館、台積館、環校步道，使南校區呈現迥然新面貌；台

達館、旺宏館也在任內擘劃施工；另籌建校友體育館、名

人堂、創新育成大樓，四年中明顯改善清華教研環境。2010

年 1 月清華獲教育部頒予全國唯一大學「友善校園卓越

獎」，陳校長榮獲頒予「友善校園傑出首長獎」。2006年陳

文村校長就任時，提出學術卓越、高品質教學、長遠規劃

校務、強化經營體質等治校理念與願景，任內四年逐一落

實。 

陳校長認為清華已經是一個完整的大學，建議學弟妹好

好在大學四年期間，不限於本科，多做涉獵，多交朋友，

多參加社團活動，出了社會遵守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

德載物。」在自強不息方面就是行勝於言，一步一腳印，

不要設限自己，勇於突破；在厚德載物方面，施勝於得，

一心求真善美，不要只為自己，多做一些利他的事情。 

 

辛水泉校友（物理系 78級、物理所 80級） 

辛水泉校友戮力於半導體製造及經營管理，資助弱勢族

群，卓然拔萃，對母校與社會多方回饋、多所貢獻，足為

楷模，榮任傑出校友，實至名歸。 

辛水泉校友學碩均畢業於本校物理系所，為第 14 屆理

學院傑出校友。於 2010 年加入采鈺科技，先後擔任副總

經理、總經理，帶領公司成功上櫃。 

辛水泉校友對於公益不遺餘力，組織賽珍珠基金會志工

團、幫助新住民弱勢家庭孩子的課後輔導，及進入偏鄉小

學擔任導讀志工，協助學生提升閱讀能力。辛校友擔任「賽

珍珠基金會」董事多年，主要服務外籍配偶家庭，以服務

單親貧苦、無依的兒童及青少年之福利為目的，不只義務

教導外籍配偶中文，更協助孩童課業輔導，竭盡所能服務

社會。 

辛水泉校友與清華的聯繫從未中斷，2011 年百歲校慶

熱情響應「清華百人會」的捐助，以實際行動支持學校發

展；2008年本校成立清華學院，辛水泉校友加入生活導師

的一員，帶領同學前往屏東，協助八八風災的救援行列。

辛校友長期贊助坦尚尼亞志工團，邀請同學至公司分享服

務心得，並在公司設攤位義賣，讓更多人能響應活動。 

辛水泉校友與物理系互動密切，連續多年捐款支持系務

發展並積極參與系上活動。除了歷年來不記名捐助物理系

普通物理實驗室，還曾捐款百萬元資助物理系館天文台整

建、系館大門前廊地磚工程整建及「博士生獎學金」計畫



 

 

等。2019年受系學會邀請返校參加「回首物理之路」講座

活動，分享求學、研究、工作發展歷程，給予學弟妹正向

鼓勵與人生方向的指引，獲得高度迴響。 

辛校友認為同學們在學校，其實不管是人文科系、自然

科學或是社會科學，那個是個人的專業，而在學校的學習，

應該以「成為人」為最優先，再其次成為公民，然後再其

次才是士農工商的專業，建議學弟妹在多元豐富的通識課

程、服務學習課程，能夠利用在學校的時間，去做跨領域

的學習，讓自己的視野變得開闊，對以後不管在生活上、

工作上一定都有很大的助益。 

 

本校第 23 屆（2022 年）傑出校友陳文村（左）、辛水泉。 

 
本校第 23 屆（2022 年）傑出校友陳文村。 

  

 

本校第 23 屆（2022 年）傑出校友辛水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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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電子報第 133 期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27205,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清華人故事館：采鈺科技辛水泉總經理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24486,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校友總會蔡進步理事長校慶賀詞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27332,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高為元校長校慶賀詞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27327,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清華人故事館：陳文村前校長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25677,r4272.php?Lang=zh-tw 

 

 【校友中心公告】清華校友創立清銀共創餐飲品牌 

參考網址: https://alumni.site.nthu.edu.tw/p/406-1346-226417,r4272.php?Lang=zh-tw 

 

 

 

《學務處》 
 【生輔組公告】111 年下半年役男申請服一般替代役甄選作業規定 

參考網址: https://www.nca.gov.tw/sugsys/ 

 

 【衛保組公告】校園傳染病防治調查 

參考網址: https://health.site.nthu.edu.tw/p/406-1001-208421,r7426.php?Lang=zh-tw 

 

 【衛保組公告】校園傳染病通報 

參考網址: https://health.site.nthu.edu.tw/p/406-1001-173242,r7694.php?Lang=zh-tw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公告】原住民族教育文學展（5 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itc.site.nthu.edu.tw/p/406-1510-226902,r11.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111 學年度社團幹部交接公告（6 月 1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27448,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社辦整潔比賽成績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27124,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社團幹部證明登錄（6月 1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27127,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跨域才能活動經費補助申請（5月 16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27067,r6887.php?Lang=zh-tw 

 

 【課外組公告】社團幹部獎勵建議表收件（5月 13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26575,r6887.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1 年齋長床位分配規定 

參考網址: https://sthousing.site.nthu.edu.tw/p/406-1254-227718,r1538.php?Lang=zh-tw 

 

 【住宿組公告】111 年候補作業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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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1254-227413,r1538.php?Lang=zh-tw 

 

 【體育室公告】4月 25日起重訓室開放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nthupeo.site.nthu.edu.tw/p/406-1265-227504,r11.php 

 

 【體育室公告】校慶環校路跑：專屬於您的路跑剪影 

參考網址: https://nthupeo.site.nthu.edu.tw/p/406-1265-227324,r11.php 

 

 【體育室公告】體育室徵射擊專長兼任教師 

參考網址: https://nthupeo.site.nthu.edu.tw/p/406-1265-227271,r11.php 

 

 【體育室公告】全校游泳賽報名（5 月 6 日下午 5 時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peo.nthu.edu.tw/2022swim/ 

 

 

 

https://dsa.site.nthu.edu.tw/p/406-1266-227448,r6887.php?Lang=zh-tw


 

 

《教務處》  

 【教務處公告】校園防疫措施規劃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academic.site.nthu.edu.tw/var/file/7/1007/img/4056/591682238.pdf 

 

 【教務處公告】課程防疫事項 

參考網址: https://academic.site.nthu.edu.tw/var/file/7/1007/img/4056/442309215.pdf 

 

 【教務處公告】畢業生致詞代表甄選（5 月 8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gaa.site.nthu.edu.tw/var/file/209/1209/img/4159/146253219.pdf 

 

 【註冊組公告】111 學年度轉系、所申請公告（6 月 7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227696,r219.php?Lang=zh-tw 

 

 【招策中心公告】111 學年度竹師教育學院心理與諮商碩士新加坡境外在職專班招生

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adms.site.nthu.edu.tw/p/406-1207-227804,r6106.php?Lang=zh-tw 

 

 【華語中心公告】第 27期華語師資培訓班 

參考網址: https://clc-cc.vm.nthu.edu.tw/home/index.php/news/page/1/599 

 

 【課務組公告】確診個案接觸教師應配合事項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227941,r7797.php?Lang=zh-tw 

 

 【課務組公告】確診個案接觸同學應配合事項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6-1208-227934,r7797.php?Lang=zh-tw 

 

 【課務組公告】停修流程說明（5月 3日早上 9時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curricul.site.nthu.edu.tw/p/404-1208-168189.php?Lang=zh-tw 

 

 【教發中心公告】大一基礎科目課業輔導（6月 9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771 

 

 【教發中心公告】全球開放式課程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830 

 

 【教發中心公告】英語授課教師研習 EMI Teacher Training Workshop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812 



 

 

 【教發中心公告】遠距教學相關資訊彙整及遠距教學器材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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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發中心公告】宋瓊珠教授新書《跟著教授學數學》 

參考網址: http://ctld.nthu.edu.tw/news/index.php?mode=data&id=3821 

 

 

 

《總務處》 
 【經管組公告】「挺環保！自備盒杯．1 集 2抽樂成雙」活動 

參考網址: https://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227381,r8304.php?Lang=zh-tw 

 

 【經管組公告】食品安全異常通報及處理流程 

參考網址: https://ddfm.site.nthu.edu.tw/p/406-1494-212361,r8304.php?Lang=zh-tw 

 

 【文書組公告】合約證書用印 

參考網址: https://document.site.nthu.edu.tw/p/406-1164-222813,r27.php?Lang=zh-tw 

 

 【文書組公告】轉知郵局函文 

參考網址: https://document.site.nthu.edu.tw/p/406-1164-227514,r27.php?Lang=zh-tw 

 

 【出納組公告】e-Bill 全國繳費網 App系統操作畫面 

參考網址: https://cashier.site.nthu.edu.tw/p/406-1166-227739,r47.php?Lang=zh-tw 

 

 【出納組公告】110 年度所得結算申報事宜 

參考網址: https://cashier.site.nthu.edu.tw/p/406-1166-227699,r47.php?Lang=zh-tw 

 

 【出納組公告】本校外籍人士領取 110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憑單 

參考網址: https://cashier.site.nthu.edu.tw/p/406-1166-226581,r47.php?Lang=zh-tw 

 

 

 

 

 



 

 

《全球事務處》 
 烏克蘭專案秋季班（5月 13日下午 3 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232,r8945.php?Lang=zh-tw 

 

 秋季班新生國際學士班二招獲獎名冊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886,r8945.php?Lang=zh-tw 

 

 印度理工學院馬德拉斯分校暑期實習計畫申請（5 月 10日中午 12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903,r8945.php?Lang=zh-tw 

 

 秋季班新生國際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冊（大學部）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885,r8945.php?Lang=zh-tw 

 

 APRU-Regulating AI Debating Approaches and Perspectives from Asia and Europe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777,r8945.php?Lang=zh-tw 

 

 111學年赴韓國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申請（5月 10日下午 5 時截止）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567,r8945.php?Lang=zh-tw 

 

 2023年臺法幽蘭計畫（9月 7 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455,r8945.php?Lang=zh-tw 

 

 TSE Welcomes Ukrainian Students（5 月 13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www.tse.nthu.edu.tw/post/65-tse-welcomes-ukrainian-students 

 

 111學年度台北政經學院（TSE）政治經濟碩士班外國學生申請第二次放榜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344,r8945.php?Lang=zh-tw  

 

 秋季班外國學生錄取榜單 

參考網址：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305,r8945.php?Lang=zh-tw 

 

 清華學院國際學士班秋季班錄取榜單 

參考網址：https://ibp.nthu.edu.tw/userfiles/files/20220420022604320.pdf 

 

 

 

https://oga.site.nthu.edu.tw/p/406-1524-227232,r8945.php?Lang=zh-tw


 

 

《圖書館》 
 清華建築新美學展覽（5月 22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64 

 

 運用 Web of Science 進行創新性的科學研究線上座談會報名（5月 5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63 

 

 第九期志工招募錄取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6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pen Access 期刊論文投稿補助專案線上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61 

 

 新增試用資料庫「De Gruyter SDGs 主題電子書」（7月 12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58 

 

 新增試用資料庫「《微笑台灣》知識庫」（5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58 

 

 校園骨幹網路路由器維護作業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57 

 

 HyRead電子書校園活動（5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55 

 

 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書展（5月 13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54 

 

 EBSCO有獎徵答活動（6月 13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53 

 

 清華建築新美學展覽系列演講延期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52 

 

 圖書館多元支付數位影（列）印服務滿意度調查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51 

 



 

 

 WOS&JCR 資料庫有獎徵答活動（5月 25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49 

 

 Emerald 期刊線上測驗活動（5月 13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46 

 

 萬方齊防疫有獎徵答活動（5 月 16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45 

 

 新增試用資料庫「中國近代中文期刊電影專題庫」（5月 15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44  

 

 新增試用資料庫「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台」（6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lib.nthu.edu.tw/news/news_default.html#rss_news.xml?644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 
 Windows 作業系統存在高風險安全漏洞(CVE-2022-26809)，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22_01 

 

 Cisco多款無線網路控制器軟體存在安全漏洞(CVE-2022-20695)，請儘速確認並進行

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21_03 

 

 Google Chrome、Microsoft Edge、Brave 及 Vivaldi瀏覽器存在高風險安全漏洞

(CVE-2022-1364)，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21_02 

 

 校園骨幹網路路由器進行維護作業（5月 8日上午 7時至下午 4時）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21_01 

 

 社交工程演練通知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13_01 

 

 南大校務資訊系統停用期程與作法 

參考網址: https://ndcc.site.nthu.edu.tw/p/404-1324-226722.php?Lang=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21_03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21_01


 

 

 Spring Framework 存在 Spring4shell 高風險安全漏洞(CVE-2022-22965)，請儘速確

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08_02 

 

 Trend Micro Apex Central 平台存在高風險安全漏洞(CVE-2022-26871)，請儘速確認

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08_01 

 

 請各單位全面盤點含有個人資料之系統，並遵守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規範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07_02 

 

 請各單位建立網站公告內容審查機制，以避免未經授權可直接取得個人資料外洩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07_01 

 

 Google Chrome、Microsoft Edge、Brave、Vivaldi及 Opera 瀏覽器存在高風險安全

漏洞(CVE-2022-1096)，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06_02 

 

 SonicWall SonicOS 存在安全漏洞(CVE-2022-22274)，請儘速確認並進行更新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06_01 

 

 

 

《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部鼓勵實習學生施打疫苗函文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27767,r48.php?Lang=zh-tw 

 

 111學年度各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說明會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27378,r48.php?Lang=zh-tw 

 

 數位創新教學演示及教案設計競賽（6月 1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var/file/275/1275/img/4609/536950705.pdf 

 

 教師證書加註全英語、雙語教學次專長師資納入教師甄選報考資格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27202,r48.php?Lang=zh-tw 

 

 



 

 

 原住民族文化優良教案甄選（5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var/file/275/1275/img/4609/839551252.pdf 

 

 21世紀核心素養專業知能工作坊報名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26760,r48.php?Lang=zh-tw 

 

 教檢衝刺班影片索取方式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p/406-1275-226730,r48.php?Lang=zh-tw 

 

 「師資生潛能測驗系統」個人帳號免費申請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var/file/275/1275/img/4540/818192329.pdf 

 

 教育雲物理模擬教案開發選拔活動 

參考網址: https://cfte.site.nthu.edu.tw/var/file/275/1275/img/556996229.pdf 

 

 

 

《理學院》 
 【計科所公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優秀學生獎助金申請（5 月 3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eb.ee.nthu.edu.tw/p/404-1175-226854.php?Lang=zh-tw 

 

 【計科所公告】台灣國際造船公司獎學金甄試（5 月 1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icms.site.nthu.edu.tw/p/406-1529-227081,r9032.php?Lang=zh-tw 

 

 【計科所公告】科林研發論文獎暨傑出科技獎學金申請（7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icms.site.nthu.edu.tw/p/406-1529-226534,r9032.php?Lang=zh-tw 

 

 【計科所公告】東元獎申請（7月 15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icms.site.nthu.edu.tw/p/406-1529-225785,r9032.php?Lang=zh-tw 

 

 【數學系公告】2022 女數學人數學營（5 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ww.math.nthu.edu.tw/front/news/news.php?ID=bnRodV9tYXRoJm5ld3M=&Sn=964 

 

 【化學系公告】專題演講次數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chem.site.nthu.edu.tw/p/406-1328-227840,r292.php 

 

 

https://web.ee.nthu.edu.tw/p/404-1175-226854.php?Lang=zh-tw


 

 

 【化學系公告】當代化學論壇課程表 

   參考網址: https://chem.site.nthu.edu.tw/p/406-1328-196777,r292.php 

 

 【化學系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初審結果 

   參考網址: https://chem.site.nthu.edu.tw/p/406-1328-2274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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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系公告】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審查資料準備指引 

   參考網址: https://chem.site.nthu.edu.tw/p/406-1328-221547,r292.php 

 

 【天文所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初試結果 

   參考網址: http://astr.site.nthu.edu.tw/p/406-1336-227495,r11.php?Lang=zh-tw 

 

 【天文所公告】台灣首場天文科技藝術展「宇宙的漣漪」 

   參考網址: https://www.nthu.edu.tw/hotNews/content/1080 

 

 【天文所公告】天文科普系列講座 

   參考網址: https://techart.nthu.edu.tw/THE2022/?page_id=1789 

 

 【天文所公告】天文科普藝術節靜態展區（8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techart.nthu.edu.tw/THE2022/?page_id=1799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校園防疫措施規劃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2019-ncov.site.nthu.edu.tw/p/406-1499-227302,r8258.php?Lang=zh-tw 

 

 

 

《工學院》 
 【工學院公告】英文書報討論：Recent Developments in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參考網址: https://eng.site.nthu.edu.tw/p/406-1284-227759,r3361.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5月實驗室借用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ieem.site.nthu.edu.tw/p/406-1310-227482,r2714.php?Lang=zh-tw 

 



 

 

 【工工系公告】工學院 50週年院慶 

參考網址: https://ieem.site.nthu.edu.tw/p/406-1310-226913,r2714.php?Lang=zh-tw 

 

 【化工系公告】暑期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5月 3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e38jpK 

 

 【化工系公告】工學院線上遊戲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DynMqN 

 

 【材料系公告】111 學年度研究生（碩）尚未收滿之教授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mse.site.nthu.edu.tw/p/406-1298-217005,r8444.php?Lang=zh-tw 

 

 

 

《原子科學院》 
 【原科院公告】AOCMP 2022 Call for Abstracts 

參考網址: https://nuclear.site.nthu.edu.tw/p/406-1071-227732,r2285.php?Lang=zh-tw 

 

 【原科院公告】鴻海徵才 

參考網址: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lthz 

 

 【原科院公告】第四屆原科院創意專題競賽初賽通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www.ess.nthu.edu.tw/p/406-1351-225973,r1592.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筆試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223884,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校內實聯制 QR-Code 系統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227851,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AOCMP 2022 Call for Abstracts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227849,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11 學年度轉系、所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178149,r11.php?Lang=zh-tw 

 

 



 

 

 【醫環系公告】111 學年度學生繳交轉入醫環系審查相關資料 

參考網址: https://bmes.site.nthu.edu.tw/p/406-1360-204040,r11.php?Lang=zh-tw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公告】校園防疫措施規劃說明 

參考網址: https://2019-ncov.site.nthu.edu.tw/p/406-1499-227302,r8258.php?Lang=zh-tw 

 

 【核工所公告】111 學年度轉系、所申請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nes.site.nthu.edu.tw/p/406-1356-227926,r5031.php?Lang=zh-tw 

 

 【核工所公告】AOCMP 2022 Call for Abstracts 

參考網址: https://nes.site.nthu.edu.tw/p/406-1356-227769,r5031.php?Lang=zh-tw 

 

 【核工所公告】校園骨幹網路路由器維護作業 

參考網址: https://net.nthu.edu.tw/netsys/mailing:announcement:20220421_01 

 

 【核工所公告】111 年度暑假停電保養時間排程表 

參考網址: https://nes.site.nthu.edu.tw/p/406-1356-227532,r5031.php?Lang=zh-tw 

 

 

 

《人文社會學院》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公告】An Incomplete Makeov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Democratic Taiwan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24953,r6295.php?Lang=zh-tw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公告】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研究分享會徵件（5月 8日截

止）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24195,r6295.php?Lang=zh-tw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公告】原住民族教育文學展（5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26857,r6295.php?Lang=zh-tw 

 

 【世界南島暨原住民族中心公告】電子報第八期徵件徵稿（6 月 2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cwaip.site.nthu.edu.tw/p/406-1407-226422,r6295.php?Lang=zh-tw 

 

 【語言所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口試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s://ling.nthu.edu.tw/p/406-1400-227953,r5972.php?Lang=zh-tw 



 

 

 【社會所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複試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1ZoDjW 

 

 【中文系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入學考試口試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s://cl.site.nthu.edu.tw/p/406-1401-227902,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UMAP Program A 交換學生計畫校內甄選公告（5月 3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cl.site.nthu.edu.tw/p/406-1401-227543,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大綱口試時間表 

參考網址：https://cl.site.nthu.edu.tw/p/406-1401-227539,r11.php?Lang=zh-tw 

 

 【中文系公告】暑期國小寫作夏令營報名 

參考網址：https://cl.site.nthu.edu.tw/p/406-1401-227398,r11.php?Lang=zh-tw 

 

 【歷史所公告】清華歷史所通訊第 43期 

參考網址：http://his.site.nthu.edu.tw/p/406-1397-227971,r6994.php?Lang=zh-tw 

 

 【歷史所公告】研究生論文發表會（5月 11日截止） 

參考網址：https://his.site.nthu.edu.tw/p/406-1397-227959,r6994.php?Lang=zh-tw 

 

 【歷史所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初試合格名單 

參考網址：https://his.site.nthu.edu.tw/p/406-1397-227863,r6994.php?Lang=zh-tw 

 

 【歷史所公告】中等教程歷史專長課程表 

參考網址：https://his.site.nthu.edu.tw/p/406-1397-226766,r6994.php?Lang=zh-tw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公告】六燃文件展：移動的六燃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d2xRVV 

 

 【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公告】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 

參考網址：https://reurl.cc/9G5MZY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系公告】大一大二選課說明會（5 月 1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27942,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電機資訊學院聯招初試通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27909,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實作專題說明會（5 月 9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27661,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聯詠科技博士生獎學金申請（5月 3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27151,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日本 NII實習申請（5月 13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web.ee.nthu.edu.tw/p/406-1175-227122,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申請（5月 1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eb.ee.nthu.edu.tw/p/406-1175-226947,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電網人才發展聯盟獎學金申請（5 月 2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eb.ee.nthu.edu.tw/p/406-1175-226848,r5781.php?Lang=zh-tw 

 

 【電機系公告】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優秀學生獎助金申請（5 月 3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web.ee.nthu.edu.tw/p/406-1175-226854,r5781.php?Lang=zh-tw 

 

 【電子所公告】半導體研發和產業人才培育經驗談 

參考網址: https://ene.site.nthu.edu.tw/p/406-1180-227643,r3119.php?Lang=zh-tw 

 

 【電子所公告】德州儀器：半導體產業技術發展分享會 

參考網址: https://ene.site.nthu.edu.tw/p/406-1180-227642,r3119.php?Lang=zh-tw 

 

 【電子所公告】繁星暑訓營報名（5 月 20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ene.site.nthu.edu.tw/p/406-1180-226756,r3119.php?Lang=zh-tw 

 

 【資工系公告】雙語化學習計畫 110 學年度上、下學期英語授課課程補助申請（5 月 9

日下午 3 時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cs.site.nthu.edu.tw/p/406-1174-226206,r63.php 



 

 

 【通訊所公告】預備研究生申請（6 月 15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com.site.nthu.edu.tw/p/406-1173-225875,r338.php?Lang=zh-tw 

 

 【通訊所公告】110 學年度第 3次逕行修讀通訊所博士學位申請（6月 15日下午 5 時

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com.site.nthu.edu.tw/p/406-1173-227794,r338.php?Lang=zh-tw 

 

 【通訊所公告】學生國際訪問獎、領航計畫徵件（5月 6 日下午 5時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com.site.nthu.edu.tw/p/406-1173-226259,r338.php?Lang=zh-tw 

 

 

 

《科技管理學院》 
 【經濟系公告】經濟學系校友獎學金獲獎名單 

參考網址: https://econ.site.nthu.edu.tw/p/406-1365-227166,r1860.php 

 

 【計財系公告】學生國際訪問獎、領航計畫（5月 5日下午 4 時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qf.site.nthu.edu.tw/p/406-1366-225711,r5902.php 

 

 【計財系公告】111 學年度轉系所公告 

參考網址: https://qf.site.nthu.edu.tw/p/406-1366-225352,r5902.php?Lang=zh-tw 

 

 【科管所公告】111 博士班初試合格名單暨口試須知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GxrM9W 

 

 

 

《竹師教育學院》 
 【竹市教育學院公告】徵專題計畫約用人員（5月 3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ec.site.nthu.edu.tw/p/406-1134-227273,r4.php?Lang=zh-tw 

 

 【幼教系公告】臺灣師範大學師資生潛能測驗系統個人帳號免費申請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k1NR5d 

 

 



 

 

 【幼教系公告】教育雲物理模擬教案開發選拔實施計畫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Yv72lX 

 

 【幼教系公告】111 學年度轉系(入)申請應繳資料說明（6月 1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55k6lM 

 

 【幼教系公告】社團法人台灣幼兒早期教育協會徵才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VjKVxQ 

 

 【心諮系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初試榜單公告及複試事宜 

參考網址: https://psy.site.nthu.edu.tw/p/406-1135-227945,r6860.php?Lang=zh-tw 

 

 【心諮系公告】111 學年度大學部申請入學須知 

參考網址: https://psy.site.nthu.edu.tw/p/406-1135-173023,r6860.php?Lang=zh-tw 

 

 【心諮系公告】台中漢翔公司人資實習生資訊（5 月 30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psy.site.nthu.edu.tw/p/406-1135-226522,r6860.php?Lang=zh-tw 

 

 【教科系公告】111 學年度博士班考試入學初試錄取榜單及複試通知 

參考網址: https://delt.site.nthu.edu.tw/p/406-1129-227873,r1.php 

 

 【特教系公告】111 學年度申請入學第二階段面試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ErZkWk 

 

 【特教系公告】考取 111學年度碩班榜單 

參考網址: https://reurl.cc/YvjLGX 

 

 【英教系公告】111 學年度轉系、所申請（6月 7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oei.site.nthu.edu.tw/p/406-1114-227916,r4.php?Lang=zh-tw 

 

 【英教系公告】聘專任教師（8月 31 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doei.site.nthu.edu.tw/p/406-1114-226765,r4.php?Lang=zh-tw 

 

 【英語教育中心公告】TOEIC 新鮮人就職專案考 

參考網址: https://nthu-english.site.nthu.edu.tw/p/406-1532-227208,r9154.php 

 

 

 



 

 

《藝術學院》 
 【藝設系公告】111 學年度轉系、所申請公告（6 月 7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registra.site.nthu.edu.tw/p/406-1211-227696,r219.php?Lang=zh-tw 

 

 【藝設系公告】畢業展「藝番賞」 

參考網址: https://artdesign.site.nthu.edu.tw/p/406-1104-227265,r6293.php?Lang=zh-tw 

 

 【藝術學院學士班公告】111 學年度班內轉組、院內分流申請資訊（6 月 7日截止） 

參考網址: http://ipta.nthu.edu.tw/?p=9100 

 

 【藝術學院學士班公告】畢業展「破ㄩ：假如你我口口口口」 

參考網址: http://ipta.nthu.edu.tw/?p=9083 

 

 【藝術學院學士班公告】111 學年度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選注意事項 

參考網址: http://ipta.nthu.edu.tw/?p=9121 

 

 【藝術學院學士班公告】111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二階段甄選考生須知 

參考網址: http://ipta.nthu.edu.tw/?p=9114 

 

 

 

《清華學院》 
 【住宿書院公告】國際交換生服務學習（ISBP） Trip to the ancient city, Tainan

（5月 7 日至 8 日） 

參考網址: https://rcollege.site.nthu.edu.tw/p/406-1103-227051,r6160.php?Lang=zh-tw 

 

 【住宿書院公告】書院招生（5月 16 日中午 12時截止） 

參考網址: https://rcollege.site.nthu.edu.tw/p/406-1103-226574,r6160.php?Lang=zh-tw 

 

 【通識教育中心公告】請大四確認通識學分是否已達畢業條件 

參考網址: http://cge.nthu.edu.tw/wp-content/uploads/2022/04/重要資訊.pdf 

 

 【通識教育中心公告】夏季學院課程王月秀開設《詩經》選讀 

參考網址: https://www.n2.org.tw/enter/lesson/ 


